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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序

一) 此书之缘起
2010 年 4 月，笔者在建道神学院普通话教牧学硕士课

程中任教一密集科「别异宗教研究」，与近百位国内教牧

同工一同学习。他们的作业是从国内自己的地区，搜集不

同别异教派活跃的情况，加以分辨探究。当中包括：从海

外传入中国，有属美国背景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伯兰罕 (William Branham) 的信息教会、国际

基督教会等；有属南韩背景的耶稣青年会、好消息宣教会、

万民中央教会、新天地耶稣教会、安证会等；亦有属中国

本土产生的东方闪电、门徒会，及仍存争议的重生派；还

有形形色色的灵恩派。

今次为赶及于第二届「中国福音大会」(2011 年 11 月

24~27 日假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 ) 的会期内赠予与会者，

只能从上述众多别异教派中，选取其中五个整理出版，作

为对中国教会的预警。

鉴于中国国情特殊，容易成了异端滋生的温床。教会

要抵挡异端，先要准确辨析。可惜常因取证困难，就给异

端留了「变身」、「易名」、继续伪冒的空间。要追踪搜

寻第一手资料，并非局外人或国外人所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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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谢贡献者
此书得以面世，先要致谢撰写初稿及协力提供资料的

多位教牧学硕士课程同学及有关肢体，包括：〈「万民」：

高举医治的手帕〉的撰文者加灵，协力者李姊妹、唐弟兄、

游斌、韩志刚等；〈视正统教会为食物的「新天地」〉的

撰文者韩世英；〈相信母亲上帝的「安商洪证人会」〉的

撰文者郭利民、陈连虎等；〈国际基督教会：变色的「赤

龙」〉的撰文者 Jonathan；〈伯兰罕与中国信息教会〉的

撰文者胡弟兄等等。另要感谢《正也河南，邪也河南？》

一书的作者郑晓春传道，于牧会及家庭两繁忙的张力下，

仍愿意花上近半年时间帮忙查证这五篇文稿的内容及注脚

的准确性。虽然总有少部份资料无法核实，但已经尽上了

最大的努力 ( 尚有不足或错漏之处，恳请在主里不吝指正

并提供最新的资料 )；再要感谢郑传道与其夫婿陈连虎弟

兄义务帮忙三校全书，以及文子梁弟兄拔刀相助校对序

言及五个教派的表列比较，另有 David 弟兄帮忙修订三篇

韩国教派内容，以及 Rock 弟兄协助一些格式的统一；并

要感谢愿意在短促时间内帮忙排版、设计、安排印刷、运

送及在会场内派发人手一册的新兴宗教关注小组召集人杨

子聪弟兄；且要感谢鼓励此书出版的建道神学院普通话课

程主任冯耀荣牧师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郭伟联博

士。更要感谢爱中国教会之主感动有心肢体为这次出版奉

献；又赐下额外恩典力量，使笔者可以完成主编此书及撰

写此〈序〉。满心感恩不已！

三) 五派共通之处
今次这五个教派给优先选上出版，有至少以下四个共

通之原因。



ix

1. 教主大多健在
除了在 56 岁就遇车祸去世的「中国信息教会」伯兰

罕 (1909~1965)，及在 67 岁因脑溢血去世的「安证会」安

商洪 (1918~1985)，其它三位创教教主均仍健在﹕有现年

68 岁的「万民」李载禄 (1943~)、80 岁的「新天地」李万

熙(1931~)，及 57 岁的「国际基督教会」麦基柏(1954~)；
而安商洪的接班人是现年 68 岁的张吉子 (1943~)，另伯兰

罕的忠实跟随者仍不断倾巢向全球推动宣教，其发展潜质

不容忽视。

2. 创教历史不长
伯兰罕兴起于64年前(自1947年开始帐篷聚会至今)；

「安证会」创教 47 年 (1964~)；「国际基督教会」创教

32 年 (1979~)；「新天地」创教 31 年 (1980~)；「万民」

创教 29 年 (1982~)，可见这五个别异教派均是在这 30 至

60 年间冒起的新兴教派。

3. 传教成绩卓著
「万民」宣称现有十万信众，世界各地亦有 9,000 多

家分堂或协力教会，已差出 103 位宣教士到 22 个国家传

扬其信仰。据 2008 年「安证会」之记录，其在南韩国内

有教会 400 余家，在海外有教会 100 家，遍及亚非欧美澳

各大洲，注册信徒已达 100 万之谱。而「国际基督教会」

于 1999 年宣称已有 20 万信众，2009 年，教会由约 500 家

增至 547 家。伯兰罕 18 年来在国内外不断地举办信心医

治大会，人潮如涌，甚至一次大会聚集超过 50 万众。「新

天地」网页于 2008 年 10 月 5 日载有聚集 6 万信众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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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传入中国
「国际基督教会」约于 20 年前 (1991 年 ) 由「香港

基督教会」差派人登陆广州。伯兰罕的医治与先知预言约

于 19 年前 (1992 年 ) 由悉尼信息教会传道人开始传入蛇

口及福建沿海一带。「万民」约于 10 多年前已传入浙江

省温州市。「安证会」约于 10 年前 (2001 年 ) 先在香港

建立教会，之后传入内地，以东北为重点。「新天地」传

入年份不详，但在2008年已有逾1,000位注册的中国教徒，

亦已有 15 所神学院在全国设立，并从东北向中国各省推

进。

对中国教会来说，仍不是太多人认识这五个教派的真

脸目，故迷惑力强，必须尽早警觉。

四) 五派吸引之处
这五个教派均从外国传入 (3 个来自南韩、2 个来自美

国；其中有 2 个取道香港 )，在中国找到了「市场」，并

且「发扬光大」。事实上，近廿年来，从海外利用各种方

式来华传教的教团数量难以估计，这五个教派能以迅速发

展，除了反映中国教会的弱处，还显示出他们有其吸引人

的地方。

1. 大型医治聚会
伯兰罕的医治与预言事工主要就是不断地在美国国内

外举办医治大会；「万民」亦不停地差派宣教士，带着李

载禄祷告过的手帕，在全世界各地举行大型医治聚会。超

自然的异迹奇事在这末后的世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包

括中国人，正如主耶稣的预告 (太廿四 4、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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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称独获启示  
「新天地」的李万熙自称是启示录开启七印的使者，

并到处以讲解启示录天国的奥秘作招徕。「万民」的李载

禄也自称是神所「特别亲近的人」，独得奥秘地位。而伯

兰罕所传讲的信息亦宣称受「圣灵」启示，在千多篇的讲

道记录中均讲述医治经历及揭示神的道。这些「奥秘」，

最能吸引没有圣经真理基础，或基础薄弱的人的兴趣。

3. 组织财雄势大
「万民」藉文字出版，透过 13 种语言制作成网上报

纸，通过电视等媒体宣教。「安证会」除了文字及媒体宣

教外，还设立神学院及可容 15,000 人的研修院，差出数

以万计信徒自费到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不断建立海外教

会。而「新天地」则努力在南韩国内外设立数百所免费圣

经神学院，其中至少 15 所在中国。

若单凭组织的财雄势大、人多势众、热心传教，甚至

委身牺牲来衡量教派的正统性，很容易被误导而被吸纳进

教。

4. 精英传教策略
「国际基督教会」的策略是专向大学生及青年专业人

士传教，包括不少从海外回流的知识分子，使教会形像年

轻化、专业化、精英化，甚至时尚西化，以赢取类同群体

的信任，使自以为聪明的人也会放松了防卫系统，进而被

吸引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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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派错谬之处
鉴别教派及传教者孰真孰伪，其信仰孰正孰邪，必须

以圣经真理作准绳，而不是以异迹奇事、独特启示、组织

规模、羊群效应等表面条件。无论这些教派如何热心传道、

出钱出力、全然委身、言之凿凿，但若其信仰内容有违圣

经，仍是异端思想，必须严严指正。

 

从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内容作鉴辨原则，明显发现这五

个教派均具异端错谬思想：

1. 圣经论
曲解圣经；或在圣经以外，宣称另有经典权威；或另

有新的启示，地位不亚于、甚至高于圣经。例如「新天地」

的李万熙自称在耶稣那里得到了启示，具有与圣经作者同

等或更高的地位。他亦否认圣经的完全性。

2. 神论
否认三位一体。例如「安证会」尊安商洪为「父亲上

帝」，尊张吉子为「母亲上帝」，二人又被称为复临的基

督，并强调唯有通过安商洪和张吉子，世人才可得永生。

3. 基督论
否认基督的神人二性，高举教派教主，取代救主基督

的地位。例如「万民」李载禄自称已用换血方式与神合为

一体，可坐在神左侧掌生死大权，用换血方式清除罪。又

谓其祷告能左右灵魂的归宿，不听他的就不能到天国，病

也不得医治，并要求教徒向他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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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灵论
不认识真正的圣灵。例如「新天地」的李万熙宣称圣

灵要通过他向众教会讲话，故此他是肉身显现的保惠师。

5. 人论
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创造人类，无论男女，均是照神

的形像受造。然而，伯兰罕却说自己以先知揭示「蛇种

论」，视人是蛇的后代，而女人则被贬抑为只是个生产上

的「孵化器」。

6. 救恩论
圣经教导人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便因信称义、得

着救恩。然而「国际基督教会」却强调浸礼，得救必须是

相信 + 悔改 + 浸礼三合一，硬把浸礼加在因信称义上，成

了得救的附加条件。

7. 教会论
差不多每个别异教派都宣称自己是「地上唯一的真教

会」或「余民教会」。伯兰罕到处呼吁基督徒离开有组织

的教会，建立独立非宗派的教会。「国际基督教会」教导

其他教会已受洗的信徒必须重新在「国际基督教会」中接

受洗礼才算得救。这些都是违背圣经教导我们要与基督身

体，就是普世教会的肢体，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

高深 ( 弗三 18) 。 

8. 末世观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成为肉身来到世间开始，世界

已进入末世时代了 ( 来一 1~2)。主也教导我们认识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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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兆 ( 太廿四 3~14)。然而，异端却矫枉过正，偏向极

端，过分强调世界末日，使信众忽略了正常生活及人生责

任，只一面倒地为教派卖命，助长了教主继续领导教派走

那封闭、滥权，并操控信众的路向。好像「安证会」相信

的时限终末论，导致至少两次 (1988 年及 1999 年 ) 宣称

世界末日已临、「安商洪基督」即将再来，却完全没有应

验。许多异端预言不应验，常常没有道歉，而忠诚的跟随

者因习惯了与外界隔绝、缺乏信息以平衡对事情的多向度

理解，渐渐也丧失了鉴别的能力。只能继续安于异端教派

中，旷废人生、实属悲哀！

结语
中国教会须保守自己，不走偏差，以免变成异端，为

害众生；中国教会设若遇上别异教派，便须分辨异端，以

免受到迷惑。如何可以持守纯正的信仰，及提升分辨的能

力，有赖回归圣经，以之作为全面的真理 ( 不是偏重个人

主观领受 ) 的基础，这是属灵争战必备的全副军装 ( 真理

带子、救恩头盔、圣灵宝剑 =神的道 )( 弗六 10~20)。
诚心祷求教会的主，行走于中国教会之中，掌管事奉

人员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矢志一生竭力在祂面前得蒙

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二

15）！ 

主的使女

滕张佳音
主历 2011 年 11 月 5 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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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滕张佳音：〈五个别异教派的表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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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民教会 新天地教会 安证会

教
派
全
名

万 民 中 央 教 会
( Manmin Central 
Church)，又称万民
中央圣洁教会。

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
幕圣殿教会(Shinchonji 
Church of Jesus, the 
Temple of the Taberna-
cle of the Testimony, 
SCJ)。

安商洪证人会，又称「上帝的教会」、
「神的教会」(The Church of God)，现称
为「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
(The World Mission Society Church of 
God)。

教
主
简
介

李载禄 (Jaerock Lee)
1)1943年出生于韩
国全南务安，现年
68岁。
2)妻子李福临（万
民祷告院院长）。
3)女儿为李美京牧
师。

李万熙 (Manhee Lee) 
1)1931年出生于韩国
庆尚北道，原名李熙
宰，现年80岁。
2 ) 17岁信主，宣称
1957年见过耶稣，开
始传教。
3)1978年创办所罗门
创造教会。
4)1980年建立「新证
据帐幕」即「新天地
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
教会」。

安商洪 (Ahn Sahng-Hong) 
1)1918-1985，出生于韩国全罗北道，原
职业是石匠。
2)1947年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自称
从1953年开始受到启示。
3)1962年他与追随自已的23名信徒离开
安息日会，1964年在釜山创立了「上帝
的教会耶稣证人会」。
4)1985年（67岁）脑溢血去世。
5)信徒却称他已「升天」，将总部从釜
山搬到首尔并将教会名称改为「上帝的
教会安商洪证人会」。
6)接任教主是比安商洪年轻20多岁的灵
妻张吉子 (Zahng Gil-Jah, 1943-），现在
仍然在世领导。
7)她自称是「神的新妇，从天降下的新
耶路撒冷之母」，信徒称她为母亲。
她亦是「we love you运动」的国际福利
组织会长。
8)韩国人金凑哲(Kim Joo- Cheol)为现任
教派的总会长。

创教
年份

1982年，成立29年 1980年，成立31年 1964年，成立47年

发源
之地

韩国 韩国 韩国

信众
人数

创立时只有13人，
宣称现有10余万信
众，世界各地亦有
9,000多间分堂或协
力教会，并差出103
位宣教士到22个国
家传扬「万民」信
仰。

1)于2005年3月20日在
首尔奥林匹克公园的和
平门召集3万人抗议日
本侵占独岛(Dokdo)。
2)于2008年10月5日有
6万「新天地」集会于
高阳体育场。
3)2011年5月30-31日
「新天地」在光州聚
会，每日有5,500人出
席。1

据2008年该会的记录，其在南韩国内有
教会400余间、在海外有教会100余间，
遍及亚非欧美澳各大洲，注册信徒已有
100万。

1.        Ron Harding, Releasing The McKean Ministry Bulletins: 1979 –Present; available from <http://www.kipmckean.com/
articles> (accessed 3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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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龙 中国信息教会

赤龙（Red Dragon，简称RD）是「国际基
督教会」（The International Churches of 
Christ，简称ICOC）在中国大陆建立分会
的统称。
ICOC原自波士顿城郊，初名「历斯顿基
督教会」(Lexington Church of Christ)，后
易名为「波士顿基督教会」( Boston 
Church of Christ)。1992年，凡由麦基柏成
立的基督教会联合命名为ICOC。

因伯兰罕个人而产生的信息事工，传到中国
形成「时代信息教会」(End-Time Message 
Church)。

美国人麦基柏 (Thomas Wayne “Kip” McK-
ean II或译「麦坚」)2

1)1954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
波利斯市。
2)本自美国佛罗里达卅的十字路基督教会
(Crossroads Church of Christ)。
3)1979年创办波士顿基督教会，展开波士
顿运动。
4)1980年分别差派第一个传道团到芝加哥
及第一个海外传道团到伦敦，随后拓展到
世界各地。
5)2002年11月6日向會眾道歉及请辞离
开。3

6)2007年开始事奉于罗省国际基督徒教会
(The City of Angels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hurch)，至今已推动全售运动(Sold Out 
Movement) 至20个国家。

威廉．伯兰罕 （William Branham，又译为
「伯南汉」）
1)1909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是家中九个
孩子的长兄，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和正式
的圣经学习，七年级的时候就辍学。
2)1931年22岁的伯兰罕相信基督教，翌年被
按立为传道人。在他的早期事工中，与「唯
独耶稣」(Jesus-Only) 五旬节派联系比较紧
密，影响甚深。这个教派因为否认「三位一
体」而从传统的五旬节运动中脱离出来。
3)1946年伯兰罕宣称被一位「天使」告知已
得到两种恩赐，就是医治和「话语知识」
(word of knowledge)的恩赐。
4)1962年12月，他说神赐给他一个天使造访
的异象，他说那个「天使」日夜和他在一
起，并说如果「天使」不在他身边的话，他
做不了任何的事工。
5)伯兰罕（56岁）在1965年遇车祸去世。

1979年，成立32年

1946年伯兰罕被一位「天使」告知已得到两
种恩赐。从1947年开始的帐篷聚会直到1965
年去世这18年来，伯兰罕不断地举办信心医
治大会。至今影响约64年。

美国波士顿 美国

1)1979-99年(20年间)，已在158个国家和
地区设有372间分会，主日崇拜人数近20
万。
2)据ICOC资料，2006-09年，成员新增
4,000人，教会由约500间发展到547间。
3)截至2009年9月，在中国内地15个城市
共有会众约870-1,000人。
4)目前大中华区的「香港基督教会」已发
展到17个教区。

1)1947年帐篷聚会，与会人数超过两万。
2)1951年在南非的德班聚会，参加聚会的人
数超过50万。

 2.       Ron Harding, Releasing The McKean Ministry Bulletins: 1979 –Present; available from <http://www.kipmckean.
com/articles> (accessed 3 November 2011).

 3.       Kip McKean’s Resignation Letter; available from <http://www.spiritualpornography.com/Documents/Resignation.   
pdf> (accessed 8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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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教
策
略

1)差派宣教士带着李
载禄祷告过的手帕在
全世界各地举行海外
大型医治大会。
2)重视文字宣教，出
版《死前见真光》、
《权能》等书。
3)运用报纸《万民新
闻 》 、 网 上 的 「 万
民」新闻，用13种语
言制作成海外版向全
球发行。
4)视播宣教「万民电
视台」，宣称视频就
能治病。

1)以正统教会中的基督徒为传教目标。
2)侵吞正统教会：「十条行动指南」
、「收取整个教会庄稼的战略」指示
最大的使命是抓住牧师身上的弱点，
不择手段地用金钱和女人的关系来诬
陷牧师、直接攻击牧师，把牧师赶出
教会，让「新天地」全权接手。
3)针对不同场所，设计了各种传教方
法。
4)从1985年至今，出版了20多种书
籍，如：《天国的奥秘、启示录真
相》及《永远的福音新歌、启示录完
全解说》等。
5)用福音房、免费圣经神学院等学习场
所，接受其教育的人分三阶段，包括选
择田地、撒种及培养等。
7)到2003年，「新天地」在韩国已经建
立了200多所免费圣经神学院；在美
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及中国等国家
也建立了25所神学院，其中15所集中在
中国。其神学院名称常常改变，以免被
人识破。

1)有定期的大型聚会
「新耶路撒冷赞颂大
会」。
2 )设有文字宣教机
构。
3)善用视频网站以短
片去宣传自己的教
义。
4)设有神学机构「全
义山研修院」、建有
可容纳逾15,000人的
研修院。
5)海外宣教：2005年
有25,000人愿意自费
到海外宣教，并不断
在美洲、欧洲和亚洲
建立海外教会。

传
入
中
国

1)十多年前传入浙江
省温州，培训基地设
于温州市龙湾区状元
镇，由韩国宣教士安
牧师驻守。
2)在南京的负责人为
赵姓女会长。
3)曾于2005-06年间「
万 民 」 在 安 徽 、 江
苏、湖北十堰市、厦
门、温州、上海及东
北等地开手帕医治布
道会。
4)在上海市松江区成
立了中国上海万民宣
教中心。
5)负责中国教区的是
由李载禄差派来的金
秀峰。

1)传入年份不详，但单在2008年在「新
天地」注册的中国教徒人数已逾1,000
人，并在全国设立15所神学院，从东北
向中国各省推进。
2)在北京建立的根基于较多日韩籍人士
居住的朝阳区，约有100-200人聚
会。3)北京的「新天地」神学院不断改
名，6月初叫「和平神学院」，到7月已
变成「感恩神学院」，到9月已改名为
「北京神学院」。

1)于2001年在香港建
立教会，之后传入内
地，以东北为重。
2 )常在正统教会附
近，拉拢不明真相的
基督徒听他们讲启
示。
3)专物色中青年人传
教，多以女性为主。

吸
引
之
处

1)宣称「万民」是独
家拯救的方舟」。
2)「万民」高举的神
迹有：
i)手帕治病
ii)祷告止雨
iii)空中彩虹
iv)使咸水变甜
（称「务安甜水」）
v)红蜻蜓助除蚊虫。

1)李万熙自称和耶稣是同等的代言者，
他是唯一拥有神的话语的人，圣灵要通
过他向教会讲话，他是开启那被七印封
闭的启示录之使者。
2)宣称只有相信他及加入他建立的「新
天地」才能得救。

1)自称为「地上唯一
的真教会」。
2)宣称其创教教主
「安商洪基督」是
那将来的再临主。
3)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以建立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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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像年轻化、专业化、精英
化、西化以羸取信任。
2)热诚、关切、有一对一的跟
进／栽培／门训。

1)伯兰罕的事工被称为有超自然能力显示及有灵界的授
权，吸引许多人来求医洽。
2)伯兰罕说自己的信息都是直接和神的天使交通而得到
的，他有逾千篇相关内容的讲道，被做成录音与许多小
册子流传，建立了他们的网站及数据库。
3)利用文字、网络信息和媒体各方法传播。例：「伯兰
罕传福音协会」后改名为「神之声录音机构」。

1)1987年，ICOC差派祈思国
(Scott Green)等人由波士顿进
入香港，建立「香港基督教
会」(Hong Kong Church of 
Christ, HKCOC)。
2)1991年，「香港基督教会」
差派Danny等人实施「登陆计
划」进入广州，成立RD教会，
其第一批20多名成员全部是大
学生，至2009年9月，有230多
人参加主日崇拜。
3)广州RD是ICOC登陆内地的
第一个分会，称为RD1，也是
在大陆华南地区的总部，至
2006年才有中文名称「广州基
督教会」。
4)RD长期属「香港基督教
会」管理，财政长期由其支
持，在教义及教会生活方面也
一脉相承。

1)约在1992年，伯兰罕的医治与先知预言开始传入中
国，由在悉尼信息教会当牧师的新加坡华人林彼得在蛇
口及福建沿海一带建立了若干个信息教会。
2)1996年，派出第一位来中国传播伯兰罕信息的外籍传
道人、荷兰人克拉斯(Klaas)，先后到广东、湖南、湖
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及福建等地
讲道。
3)根据其网站资料，在深圳梅林、福建的福州及泉州、
江西南昌及某县城等都有聚会点。
4)不过，现在中国的信息教会分成了两派，澳洲派（林
彼得为代表）叫「伯南汉信息」，加拿大派则叫「伯兰
罕信息」。
5)在深圳梅林信息教会，算是在内地网络世界中十分高
调的一间，在网上除了可清楚找到教会地址、联系人的
电话及电邮外，更可浏览自2009年至今的每个主日聚会
的拍照及录音。

1)自称为唯一真教会。
2)传教对象集中年轻化、专业
化、精英化（大学生）、西化
（不少是海外回流），容易吸
引类同群体加入。

1)伯兰罕自1947年开始的帐篷聚会到1965年去世，他不断
地举办信心医治大会。在一些大城市的大礼堂或体育场，
与当地灵恩派教会合作举办大型的跨宗派聚会。有人认为
他是1947年开始的医治和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创始人。
2)伯兰罕以神迹医治大会吸引人跟随他，呼召人们离开
有组织的教会，建立独立非宗派教会，以自己为基督再
来的开路先锋自居。
3)伯兰罕在19年的国内外事工中，有1,100多篇的讲道被
记录在磁带中亦多次述及这些经历。医治、预言及解开
或揭示神的道。
4)在他医治事工的记录中，最经典的莫如一个小男孩的
死里复活，这件事一直被他的跟随者拿来当成他是先知
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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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错
谬

1)圣经论：圣经之
外有特殊启示给与
神「特别亲近的
人」即李载禄，宣
称有独得奥秘的地
位。
2)神论：李载禄自
称已用换血方式与
神合为一体，可坐
在神左侧掌生死大
权。他自我神化，
用媒体宣扬自己可
用光医病，宣称他
的祷告能左右灵魂
的归宿，不听他的
就不能到天国，病
也得不到医治，并
要求教徒向他感
恩。
3)救恩论：以临终
时人的表情来判断
其是否得救、用换
血方式清除罪。
4)教会论：声称「
万民」是独家的拯
救方舟。
5)末世论：天地不
灭论、天国五层
论、地狱四层论。

李万熙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神
学教育，圣经知识深受与异
端统一教文鲜明一脉相承的
金百文教导出来的柳在烈所
影响。
1)圣经论：李万熙自称在
耶稣那里得到了启示，具
有与圣经作者同等或更高
的地位。他亦否认圣经的
完全性。
2)神论：认为在旧约时代，
神以耶和华显现；在新约时
代，以耶稣来显现；到恩典
时代以圣灵来显现；如今在
末世时则以「再临主李万
熙」来显现。
3)基督论：否认基督的神
性，只承认基督的人性。宣
称十字架的救恩已经过时
了，要「迎接再临主」，就
要靠「再临主的使者」，也
就是「神所约定的牧者」，
又名「得胜者」去迎接。
4)圣灵论：李万熙=灵+肉体
=保惠师。
5)救恩论：李万熙自称和
耶稣是同等的代言者，是
唯一拥有神的话语的人，
圣灵要通过他向教会讲
话，他是开启那被七印封
闭的启示录之使者。只有
相信他及加入他建立的「
新天地」才能得救。他认
为只要教会的人数填满
144,000人，那些殉道者的
灵魂就会进入地上「新天
地」的信徒肉体之中，成就
神人合一，达到永生不死。
6)末世论：李万熙暗示，启
示录预言末世成就的场所，
就是现在帐幕圣殿开始的地
方──韩国果川的青界山。

创教人安商洪有安息日会的信仰背
景，故很多教义与安息日会相似。
1)安证会称上帝为「埃洛希姆上帝」
(Elohim)，并把世界历史按圣经记载
分为三个时代，即圣父时代（旧约）
、圣子时代（新约）和圣灵时代。相
信安商洪本人就是「圣灵上帝」，所
以称现在的时代为「圣灵时代」。
2)安证会信徒把安商洪神格化，认为
他是成了道成肉身的神，称他为「安
商洪上帝」、「安商洪父亲」、「再
来的主」、「保惠师圣灵」。故祈
祷、洗礼都是奉安商洪的名，并把主
祷文命名为安商洪主祷文。
3)安证会信徒认为圣经中所说的基督
再临，并非是二次再临，而是三次再
临。
4)「新妇」是张吉子，与安商洪被尊
为「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二
人被称为复临的基督，唯有透过安商
洪和张吉子，世人才可得永生。
5)强调末世观和十一奉献，并以此为
得生命的依据。
6)强调周六安息日和逾越节教理，教
主安商洪的到来重新恢复了逾越节，
认为安证会是世界上唯一守逾越节的
真正教会，一年一度的逾越节上领唯
一一次的圣餐。守逾越节的信徒才能
得救，守「赎罪日」才能罪得赦免。
7)出勤记录，称考勤册为「生命
册」，影响得救。
8)末世观：相信时限终末论，导致他
们曾经数次（1988年及1999年）宣称
安商洪基督将要再来，即世界末日的
来临。
9)教会论：自称为「地上唯一的真教
会」，却称基督教教会「走向巴比
伦」。反对庆祝圣诞节，不立十字架
标志。在进入安证会的教会前，男子
要脱鞋，女子要蒙头，要唱《新歌》
赞美歌颂「父亲安商洪」和「母亲张
吉子」。

被
判
异
端
或
离
教
行
动

「万民」李载禄曾
被两度定为异端：
1)1990年被其所属
的耶稣教大韩圣洁
教会总会定为异
端。
2)1999年4月被韩
国基督教总联合会
再次定为异端。

「新天地」成立初期就已经
被正统教会定为异端。1995
年大韩耶稣教长老会合同总
会在第80届总会上指出「新
天地」大部分教义都不正
确，因而被韩国基督教总联
合会定为异端。

韩国基督教总会早在2001年第12届
会议中，已把安商洪的「证人会」
（「神的教会」）定为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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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浸礼，相信+悔改+浸礼=得救，在因信称
义的救恩论上加了浸礼的行为为条件。
2)自称为唯一真教会，故其它教会已洗礼的信徒
要在其教会重浸。
3)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
4)要求完全委身及绝对顺服的师徒制度，容易被
滥权及操控。
5)全职领袖缺乏全面神学训练，主观领受式讲
道，容易在圣经真理讲解上偏差。

根据伯兰罕的跟随者的看法，他不只是一
个先知，而是一个大先知，是启示录第十
章中所说的第七位天使。1933年6月，他说
耶稣向他启示七个重大且连续的异象。然
而他的信仰有很多偏差。
1)神论：否认三位一体。
教导形态论 (Modalism)，即神是只有一个
位格（耶稣），在历史中的不同时间，以
不同的称号或形态出现
2)基督论：否认基督的神人二性。伯兰罕
否定耶稣的人性，因为他讲到耶稣时，认
为马利亚和其它女人一样都只是个孵化
器，就是说耶稣虽是她生的，却没有她的
基因和血统。
3)救恩论：奉耶稣之名洗礼才得救。声称
若奉三一神洗礼是属魔鬼的。
4)人论：将人视为蛇的后代。伯兰罕信息
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蛇种论」，是对人性
的严重诬蔑。伯兰罕自称受「圣灵」启示
后，揭示了圣经的真正奥秘，说夏娃被引
诱上午与古蛇性交，下午与亚当性交，并
且怀了古蛇和亚当的双胞胎。
5)伯兰罕对女性也十分歧视，并将罪恶根
源矛头直指女人，说：「没有任何东西被
设计成女人那样容易诱惑人和被人诱惑，
也没有任何东西被设计成女人那样下贱、
那样淫荡，连狗、猪、鸟都没有那样淫
荡」，所以他认为女人没有遗传基因的能
力，人的全部基因完全在于男人的精子的
遗传，女人只是个孵化器。因而为女人定
了许多律法规条，不遵守就会受咒诅，成
了兽的印记。
6)教会论：反对宗派教会，认为是神所憎
恶的。

2003年，「伦敦基督教会」传道人亨利 (Henry 
Kriete) 发表题为〈诚实对神〉(Honest to God) 
的公开信，详列ICOC的种种问题，引发席卷全
球 ICOC的风暴，麦基柏退出 ICOC，全球的
ICOC也陷入混乱，会众人数锐减。
2006年3月， ICOC发布〈教会合作计划书〉
(Plan for United Cooperation)，意在矫正错误，
呼吁约500间有相同历史、传承的教会团结。截
至2009年底，有429间的8万多名成员回应此计划
书，占其成员总数的88%。
2009年8月31日另一封信由Ray和Sherry向所在的
广州 RD发表的公开信〈 RD( Red Dragon) 
Church──撒但教会〉，引发广州RD成员锐减。

伯兰罕以自己为基督再来的开路先锋/先知
自居。但在七个异象中，错误的预言美国
将在1977年被毁灭。
他在1965年遇车祸去世，许多跟随者认为
他必复活，有些相信他变成了神，另有些
相信他原是童女所生。
伯兰罕曾告诉为他翻译的鲁夫牧师(Pastor 
Ruff)，若他的天使不发出信号的话，他没
办法医治。而鲁夫牧师发现一些伯兰罕工
作的几个交鬼术特征后，就停止为他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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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父」李文斯顿晚年的时候，仍记得主日学老

师汤玛斯 (David Hogg Thomas) 对他的劝勉：「如果你的

信仰只是为了追求突发式的感动或是神迹，试探与引诱迟

早会追上你的。」
1
韩国的万民中央教会（Manmin Central 

Church, 下简称「万民」），又称万民中央圣洁教会，由

李载禄自 1982 年创办至今，在短短不够 30 年间，却号称

有十余万信徒，世界各地亦有 9000 多所支教會及协力教

会。
2
这所教会被两次定为「异端」，为什么它仍能极速发

展，并在廿一世纪起对中国教会带来破坏力？在其教会发

展史中，不难看到李载禄自己极力地将其教会神化，并伴

以神迹四步曲──手帕、甜水、彩虹及蜻蜓。

一  李载禄及三个跳跃期
李载禄 (Jaerock Lee) 是韩国

人，1943 年出生于韩国全南务

安，1978 年蒙召，1982 年在韩

国首尔创立万民中央教会。他现

为「万民」主任牧师，并担任耶

稣教大韩联合会圣洁教会总会

1 张文亮：〈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校园书房网》；
〈http://www.campus.org.tw/public/cm/cm10/0110/0110-3.htm〉（2011
年3月30日下载）。

2「万民」常会提及「支教会」及「协力教会」，「支教会」应指其
分堂，但「协力教会」实际是指什么却没有文字资料，估计是认同「
万民」，但尚未将名号改归之者。见〈主任牧师李载禄〉，《万民
中央教会网》；〈http://www.manmin.or.kr/Tchinese/introduction/intro-
duction.asp?sec=1〉（2011年3月30日下载）。另參〈只需「点击」一
下，即可买到书──轻松购买李载禄牧师著作的乌陵出版社网上书店
新开业〉，《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
minNews/content.asp?id=383&cat=cat_01&page=20〉（2011年3月22日
下载）。

「万民」教主李载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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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联合圣洁神学院董事长、民族福音化新闻社社长、光

与盐宣教会总裁、基督教世界复兴宣教协会常任总裁、万

民 TV 董事长、世界基督教广播互联网络 (GCN) 董事长及

世界基督徒医生互联网络 (WCDN) 董事长。
3

李载禄得到很多赞誉，如 2010 年被俄国某媒体评为

「世界十大著名人士」，与之同列的包括俄罗斯总统、以

色列总理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等。
4
他的家人也积极投入

「万民」的事业中，其妻李福临为万民祷告院院长，其女

为李美京牧师，网页屡见有她们用李载禄祷告过的手帕到

海外举行手帕盛会的消息。
5

根据「万民」官方网页资料，过去近 30 年的历史分

作三个跳跃期：第一跳跃期：1982 年至 1999 年；第二跳

跃期：2000 年至 2009 年；第三跳跃期：2010 年迄今。
6

（一）第一跳跃期：彩虹为证安然渡过（1982-1999年）

在这个时期，「万民」从 1982 年开创初期的 13 人，

教会人数跃升至 1994 的 3 万人。这一时期的特色有：

3〈主任牧师李载禄〉。

4〈世界局势将形成针锋相对的三角战的局面〉，《万民中央
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404&cat=cat_01&page=19〉（2011年3月22日下载）。

5 例如〈特邀李福临院长2009年刚果联合大盛会〉，《万民中
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217&cat=cat_01&page=27〉（2011年3月24日下载），另见
〈李美京牧师为印度马德拉斯万民教会创立礼拜出差……〉，《万
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350&cat=cat_01&page=22〉（2011年3月24日下载）。

6〈李载禄牧师在事务年会宣布2010年教会蓝图──抱着「四大蓝
图」步入「第三跳跃期」〉，《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
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asp?id=378&cat=cat_01&page=20〉
（2011年3月24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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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迹的吸引
根据「万民」在内地新浪网资料，满身疾病的青年李

载禄在死亡的门坎前遇见了神，并在 1982 年 7 月 25 日，

与包括孩童在内的 13 名圣徒一起献上了开拓礼拜。不够

三个月后的 10 月 10 日，已有 100 多名圣徒聚集献上了创

立礼拜，到了 1987 年 1 月，圣徒人数就达到了 3000 名，

1994 年更达 30,000 名。

据称这都与李载禄的祷告息息相关，他们说借着他的

祷告，除疾病得医治外，更连教会办活动时也要叫雨止住：

「借着他的祷告不仅中风、癌症、关节炎、心脏病、淋巴

腺炎等各种疾病得到了医治，而且教会各项活动期间如果

有雨，就祷告使雨止住等，彰显了无数神迹奇事。这一消

息一传十、十传百，从全国各地拥来了很多患者，圣殿里

挤满了人，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7

2. 两定异端的越发扩张
在这第一跳跃期，我们可以看到「万民」被两次定为

异端。其中一次是 1990 年被其所属的耶稣教大韩圣洁教

会总会定为「异端」，而「万民」对这次的解释是「因毫

无根据的诬陷，经历了被罢免牧师职分和教会被除名的危

机，原来这里面隐藏着神惊人的智慧。」
8

由此可见「万民」很懂得转危为机，在被定为异端次

年的 1991 年 7 月成立了新的教派，李载禄更担任大韩联

合圣洁会总会总会长，「从此得以尽情开展民族福音化和

7〈万民中央教会创立27周年「借着试炼信心得以成长、靠着权能传扬
福音」〉，《新浪网：万民中央圣洁教会博客》；〈http://blog.sina.com.
cn/s/blog_4ce3db480100q88g.html〉（2011年3月31日下载）。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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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宣教的福音事工。教团成立后开始活跃开展『92 年世

界圣灵化大盛会』等国内外宣教活动」。
9
 1993 年 7 月，

从美国华盛顿开始，「万民」在全世界各地举行了海外盛

会。包括「96夏威夷韩人教会联合盛会及教牧者研习会」、

「96 阿根廷韩人祝福大盛会及当地牧会者研习会」、「97

华盛顿大型传道大会及韩美联合大盛会」及「97 第二届阿

根廷牧会者研习会及复兴盛会」等海外盛会。
10

1999 年 4 月，「万民」再次被定为异端，此次是由

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作此决定。
11
这次找不到「万民」的

反驳文字，但只看到资料提及「从 1998 年开始的涉及到

整个教会的试探，因某电视台的歪曲、偏颇报导而达到了

高潮。借着这熬炼，圣徒们更加努力祷告，以善取胜。后

来通过神赐下的惊人祝福，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祝福的熬

炼。」
12

而刚好是 1998 年 5 月 15 日，教会上空初次出现了圆

形彩虹。以此为开端，他们称过去 12 年来韩国及国外经

常出现圆形彩虹、双重彩虹及三重彩虹等各式各样的彩

虹。
13
为什么会出现彩虹呢？「万民」官网指出「圣经多

9 〈万民中央教会创立27周年「借着试炼信心得以成长、靠着权能传
扬福音」〉。

10 同上。

11〈韩国万民教会牧者李载禄异端信息的初步揭示〉，《基督网论坛
网》；〈http://bbs.jidunet.cn/viewthread.php?tid=20105〉（2011年3月
14日下载）。

12〈万民中央教会创立27周年「借着试炼信心得以成长、靠着权能传
扬福音」〉。

13〈万民新闻选定的我们教会2009年十二大新闻〉，《万民中
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369&cat=cat_01&page=21〉（2011年3月24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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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记载透过神的权能驾驭气象的奇事。其中，彩虹是神与

我们同在的象征（创九 16）。」
14

3. 媒体宣教
「万民」从开创初期开始，就很重视书籍、报纸及广

播宣教。1987年 4月李载禄的见证《死前见真光》问世。
15
 

1987 年 5 月 17 日创刊的《万民中央消息》，在 2009 年改

名为《万民新闻》，并从双周刊改成周刊，还将这份教会

报纸投递到家家户户。
16
现在《万民新闻》跟着世界教区

化的步伐，制作成网上的「万民」新闻，并用英语、中国

语、西班牙语、俄语、泰米尔语、法语、日语、印度尼西

亚语及葡萄牙语等 13 种语言制作成海外版向全球发行，

「为海外宣教事工做出很大的贡献。」
17

（二）第二跳跃期：高举手帕走向世界（2000-2009年）

2000 年至 2009 年，「万民」从 2002 年的 7.5 万人跃

升至 2009 年的十余万。此时期的特色是透过十二场海外

大型医治大会，更差派不少宣教士带着李载禄祷告过的手

帕走向世界。

14〈神的应许，奇特的彩虹〉，《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
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asp?id=227&cat=cat_01&page=27〉（2011
年3月24日下载）。

15〈万民中央教会创立27周年「借着试炼信心得以成长、靠着权能传
扬福音」〉。

16〈2010年度地区长、组长、区域长献身礼拜〉，《万民中央
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427&cat=cat_01&page=18〉（2011年3月22日下载）。

17〈万民新闻选定的我们教会2009年十二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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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二场海外大型盛会
如果 1993 年的记录看到「万民」走向世界，2000 年

后的十二场大型海外盛会，更是「万民」人数极度跳跃的

加速器。特别是 2000 年以后，在乌干达、巴基斯坦、肯

尼亚、菲律宾、洪都拉斯、印度、俄罗斯、德国、秘鲁、

刚果民族共和国、美国及以色列地举办了数十万、数百万

人次聚集的十二场联合大型盛会。

这些大型盛会其实都属医治大会，以「2002 洪都拉斯

联合大盛会」为例，约有三百万人参加。据「万民」报导，

包括艾滋病患者、盲人、瞎子及哑巴等得到了治愈。而据

称在洪都拉斯医学界声望最高的胡谢撒吗拉博士带领的医

疗队，对患者还先进行诊断，戴上了写有病名的名签。在

大会结束后，该医疗队对那些患者再次进行检查之后，对

已得到治愈的患者的名签上注明病已治愈。从而让患者本

人和其它人确信了奇迹的发生。
18

这些神迹奇事的背后，也令「万民」在世界各地的支

教会及协力教会数目大增。以 2002 年为例，国内有 40 余

处支教会，在世界各地有200余协力教会；
19
但到2007年，

有国内外 5000 多所教会加入了「万民」成为支教会，
20
 

迄今「万民」声称在全世界拥有 9000 多所支教会。
21

「万民」在中国的发展也应是处于这个阶段，我们

没有资料可看到其实际进入中国的年份，只能断定应早

18〈2002邀请李载禄牧师洪都拉斯牧会者研讨会及联合大盛会〉。

19〈2002邀请李载禄牧师洪都拉斯牧会者研讨会及联合大盛会──通
过电视直播〉。

20〈本教会所属的支教会已经超过了50 0 0个〉，《万民中央
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152&cat=cat_01&page=33〉（2011年3月25日下载）。

21〈只需「点击」一下，即可买到书──轻松购买李载禄牧师著作的
乌陵出版社网上书店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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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 年。根据上海万民宣教中心制作的光盘，2005 至 

2006 年在安徽、江苏、湖北十堰市、厦门、温州、上海

及东北开手帕医治布道会，并在上海、松江成立了中国上

海万民宣教中心。
22
据悉在中国教区负责人是李载禄差派

的金秀峰，在光盘上看的李载禄和金秀峰在北京合照也是

2005 年。
23
（「万民」在中国情况详下文）

2. 手帕圣会
各地要求医治的邀请甚

多，李载禄不可能参加所有

的盛会，故经他祷告过的手

帕就发挥了极大功能，这也

导致信众及教会数目大增。

据「万民」资料，「难

以接受李载禄牧师亲手祷告

的国内及海外支教会，接连

不断地传来手帕聚会的邀请。现在圣徒们也亲身体验到手

帕祷告的威力，因而属灵的信心茁壮成长。带来应允与祝

福、解决疾病与各种人生问题的权能手帕的功效，将继往

开来，永不停息。但是，经历其功效的关键在于凭着信心

与行为并行的真信心接受祷告。」
24

何时开始用李载禄祷告过的手帕医病，可以看到的资

料中最早是1999年 9月，吉太植用李载禄祷告过的手帕，

22《神同在》（光盘）（上海：万民宣教中心）。

23 参《神同在》（光盘）。

24〈透过使徒保罗的手巾和围裙彰显的非常的奇事，如今透过权能的
手帕再次重现〉，《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
cn/ManminNews/content.asp?id=356&cat=cat_01&page=21〉（2011年3
月24日下载）。

日本万民教会用手帕为婴儿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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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见的医治功效不亚于李载禄亲身到场。吉太植在巴

基斯坦盛会结束讲道之后用手帕为全体会众祷告时，据称

被恶鬼所附的人得到释放、哑巴开口说话、失明的眼睛重

见光明、关节炎得到医治。而他们一直强调用手帕医治是

有圣经依据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11 至 12 节──

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25

在看见的记录中，无论是李载禄在场的盛会，还是一

些牧者研习会，或是堂会的周年庆祝活动，手帕医治成了

这第二个跳跃时期的聚会必备。这从被差派到日本宣教的

刘胜吉文章中，可见手帕功用之广。但此文也透露了他用

手帕医治的挣扎，直到十年后才「克服灵里的界限」，亲

身体验手帕的功效，每月都持续地举行手帕盛会，「现在

权能的手帕盛会，成了饭田万民教会复兴与圣徒们属灵上

成长不可缺少的部分。」
26

3. 甜水与蜻蜒
除了手帕与彩虹，「万民」神迹四步曲还包括在这阶

段出现的甜水与蜻蜓。

位于韩国全罗南道的务安四周环海，常年饱受饮用水

短缺之苦。在 2000 年 3 月，他们宣称通过李载禄超时空

25〈透过使徒保罗的手巾和围裙彰显的非常的奇事，如今透过权能的
手帕再次重现〉，《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
cn/ManminNews/content.asp?id=356&cat=cat_01&page=21〉（2011年3
月24日下载）。

26「刘胜吉」亦有作柳胜吉。见〈秋收感恩主日「望一眼也都充满
感恩！」，日本饭田万民教会的老人福利院开院一周年〉，《万民
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700&cat=cat_01&page=4〉（2011年3月17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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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就令咸水变成甜水。他们认为这是神彰显了摩西玛

拉苦水变成甜水（出十五）的神迹，并称凡凭信心喝或抹

这甜水的人，將得医治和心里所求的蒙应允等等。
27
巴基

斯坦 JC 电视台局长扎比得．拉奥夫在到访甜水池时，更

称在这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天使，其中一些大天使正在把

咸水变成权能的甜水。
28

他们又宣称此水2007年经美国食品监督局水质检验，

结果被认证为「务安甜水既安全又优秀，并且矿物质含量

明显高于世界有名的法国或德国的矿泉水。」后更将「务

安甜水」注册商标。他们更有意发展务安甜水圣地成为「世

界性的基督教圣地」。
29

蜻蜓也被「万民」冠上了「神奇」二字，特别是他们

退修会或出外宣教时，他们都会描述无数蜻蜓会轻轻飞落

在手上、头顶及肩膀等，给了他们幸福感，并称此是神赐

给自己所爱的儿女们特殊的回忆。
30
有时候在退修会还会

出现成群的红蜻蜓，对蚊子进行了「大扫荡」，令与会者

没有受到虫子和蚊子的叮咬和骚扰。
31

27〈权能的现场──务安甜水圣地喜迎10周年〉，《万民中央
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435&cat=cat_01&page=17〉（2011年3月22日下载）。

28〈万民的名下合而为一的举世欢腾的庆典〉，《万民中央
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97&cat=cat_01&page=28〉（2011年3月24日下载）。

29〈权能的现场──务安甜水圣地喜迎10周年〉。

30〈清爽舒适的天气、多彩的节目，属灵生命的大提升──「2009万
民夏季修炼会」〉《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
cn/ManminNews/content.asp?id=282&cat=cat_01&page=25〉（2011年3
月24日下载）。

31〈因着神的爱在凉爽的天气中充满奇事的「2007万民夏季修炼
会」〉，《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
minNews/content.asp?id=101&cat=cat_01&page=29〉（2011年3月24
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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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媒体
2000 年 1月 1日，随着「万民电视台」初具规模，广

播宣教事工得以起航。
32
 2005年，世界基督教广播联网GCN

开播。
33
到目前为止，万民电视 24小时的播放涵盖整个亚

洲、非洲、欧洲、美洲和中东，旨在达到全球宣教的目的。
34

至于中国，以江西为例，也可透过卫星电视收看李载

禄讲道。2008 年一位教会领袖接触了「万民」，到他们第

二次再来时，就要为该领袖装卫星天线，因到电器市场买

不到而作罢，后来是特地从外地寄来卫星天线，然因 2008

年奥运会的缘故亦未装成。在江西鄱阳县受「万民」影响

的许多信徒，都热衷于装卫星电视收看李载禄讲道。
35
至

于南京的「万民」，崇拜时就看卫星电视实况转播，且有

中文翻译。他们宣称看这个视频就能医病，故很多「万民」

的信徒在家里收看李载禄的电视转播，教会还会专门派人

上门安装卫星接收器。
36

（三）第三跳跃期：2010年起
2010 年起，「万民」宣称已进入第三跳跃期，在全国

以及全世界共拥有 9 千多所支、协力教会。
37
他们的目标

32〈万民中央教会创立27周年「借着试炼信心得以成长、靠着权能传
扬福音」〉。

33〈迎来海外宣教的主角──GCN开播4周年〉，《万民中央
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300&cat=cat_01&page=24〉（2011年3月24日下载）。

34〈设立万民电视是为了向地上的万国万民传扬成圣的福音和神的大
能〉，《MANMIN TV网》；〈http://www.manmintv.org/cn/introduc-
tion/〉（2011年4月4日下载）。

35 游斌：〈对韩国异端万民中央圣洁教会及李载禄的分析〉（未发
表)，页9。
36 李姊妹：〈南京万民教会〉（未发表），页10及13。
37〈只需「点击」一下，即可买到书──轻松购买李载禄牧师著作的
乌陵出版社网上书店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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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单用主的心肠，为成就民族福音化和世界宣教的使

命，将更加勇往直前。」
38

2010 年，「万民」的脚步更马不停蹄，包括在澳洲建

悉尼万民教会，在泰国建清莱万民教会，在菲律宾宿雾建

万民宣教中心。
39
同年 1 月，由郑明浩主领非洲基苏木万

民教会牧会者研习会，会后诞生了 22 个支教会和 17 所协

力教会。
40
 2 月，也是由郑明浩主领肯尼亚盎咖达龙盖地

区手帕聚会，有 7000 人次出席。
41
 10 月举行爱沙尼亚医

治特会，由李载禄主领，在 220 个国家转播。在记者招待

会上，李载禄更称：「我虽然从一百多个国家收到了邀请

函，但只有得到神的允许才能去。神告诉我欧洲人如今离

神很远，并让我去唤醒灵里沉睡的众多灵魂。」
42

38〈万民中央教会创立27周年「借着试炼信心得以成长、靠着权能传
扬福音」〉。

39 参〈印度金奈万民教会在玛丽娜海边举行了洗礼仪式，施行耶圣
联合教团牧师考试，菲律宾宿务万民宣教中心被创立……〉，《万
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480&cat=cat_01&page=15〉（2011年3月22日下载）。〈澳大
利亚悉尼万民教会创立〉，《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
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asp?id=447&cat=cat_01&page=17〉
（2011年3月22日下载）。也参〈泰国巡回手帕聚会上彰显了爆发性
权能〉，《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
News/content.asp?id=767&cat=cat_01&page=1〉（2011年3月15日下
载）。

40〈召开肯尼亚基苏木市牧会者演习会〉，《万民中央教
会网》；〈 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422&cat=cat_01&page=182〉（2011年3月22日下载）。

41〈肯尼亚盎咖达龙盖地区手帕聚会，李载禄牧师著作译本出版、流
通活跃，本教会出台了有关妥善废弃处理教会圣物的规定〉，《万
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458&cat=cat_01&page=17〉（2011年3月22日下载）。

42〈在神的慈爱中成功举办「2010年特邀李载禄牧师爱沙尼亚盛会」〉，
《万民中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
tent.asp?id=681&cat=cat_01&page=5〉（2011年3月18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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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看「万民」官方网页资料，可见他们的脚步在这第

三个跳跃期急促了不少，然而在众人都羡慕医治神迹时，

到底李载禄所传的是什么呢？

二  李载禄思想中的谬误
（一）救恩论

世人都犯了罪，需要主耶稣的救赎。主的救恩是全备

的，不需要添加方法。然而李载禄却声称「补上肉体空缺」

即可，而不是信靠耶稣得救。他写道：「大家如果直到如

今因有『肉体之空缺』而没有照神的言语遵行，只要从现

在开始把自己空缺的部分补上就可以了。为此关键是要做

如火般的祷告，得到神的恩惠和能力，竭力顺着圣灵的引

导，从小事开始顺从。」
43
注意，李载禄在「补上」的过

程中根本没有提到信耶稣，没有提到悔改，没有提到宝血

和十字架，这种把罪人说成「肉体空缺」的解释，实际上

在淡化罪。

我们知道凡心口如一地相信主耶稣是惟一的救主就必

得救，但李载禄却是根据临终前人的不同表情来判断其是

否得救。他说临终前人的灵眼就会开启，得救的人可以看

到置身于光中的天使，于是自然地露出微笑，安详死去，

其尸体不会立即僵硬，两天后也不会腐烂发臭。但没有得

救的人，看到的则是把他拉入地狱的恶灵使者，因而脸上

露出恐惧表情，甚至两眼不能闭合。
44
这也完全是信口开

河的讲法。另外，李载禄在《地狱》篇用黑色的标题说：「不

想进入地狱就应当敬畏神、遵守神的旨意」，并称有些人

43〈第二次灵魂肉讲解〉，《万民》（半月刊）第104期（2009年6月
15日），页10~14。
44 李载禄：《地狱》（出版资料不详），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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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遵守十一奉献，这表示对神的信心不够，因而无法得

救。这等于把属神的东西据为己有，因而要被打入地狱。
45

这些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信仰在他那里成了一种为逃避

苦难而迫不得已的被动行为。

（二）圣经论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三 16），圣经的原作者

是神，故有无上的权威。任何删减都是对神权威的挑战，

我们理当「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二 15），然而

李载禄却谬误解经，並添加很多「独家」内容。

李载禄在其教会神学院毕业礼上，向一众神学生提及

自己的经验谈：「我从初信时候开始，一有时间就上山呼

求祷告神，其祷告量日积月累，以致如今能够解开《圣经》

上的疑点，并彰显权能。」
46
他也在著作中屡次提及得神

特别启示：「神亲自启示圣经中难解的经文，创世记、出

埃及记、利未记、约伯记、四福音书、哥林多前后书、希

伯来书、约翰书信、启示录重要的部分已得到启示、单是

有关天国的启示，用大型笔记本记录就已达一百多页，到

了预定时候就发表。就算属灵层次很深的人，最多也只了

解其中的一部分。」
47
而这些启示最早可追溯至 1983 年，

「神让我看造亚当时的情况。神带着幸福的微笑，用泥土

认真地捏造亚当，让人联想起幼儿抚摸心爱布娃娃的画

45 李载禄：《地狱》，页102。

46〈「用爱成全律法」──在「第18届联合圣洁神学校及第三
届MIS毕业典礼」上李载禄牧师嘱托全体毕业生〉，《万民中
央教会网》；〈http://manminchurch.net/cn/ManminNews/content.
asp?id=419&cat=cat_01&page=18〉（2011年3月22日下载）。 

47 李载禄：《死前见真光》（台北：真光，2004），页199。



15

第一章   「万民」：高举医治的手帕

面」。
48
到了 1998 年，神「更详细地对我开启许多创世以

前的奥秘」。
49

到底李载禄有什么「独家」奥秘呢？例子实在不胜枚

举，以下只是抽取其中联想力甚丰的一例：

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三 23），但李载禄却说亚当有许多儿女没有犯罪，「亚当

与夏娃在伊甸园里生儿女，繁衍子孙。亚当摘吃了分别善

恶果被逐出伊甸园后，留在那里的子孙至今仍然是活灵，

没有经历过死亡」。
50
 他进一步论述伊甸园和地球的关系，

说伊甸园和地球之间有天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生的

儿女都是活灵，可以穿越天门，在伊甸园和地球之间通行

无阻，而地球是他们休闲的地方。当亚当犯罪后，地球被

咒诅，成了人的流放之地，而他的子孙都还活在伊甸园中，

没有经历死亡。这些所谓的儿女在亚当犯罪之后还常常来

往于伊甸园和地球之间，因此在地球上留下许多古文明遗

迹。
51
「埃及的金字塔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都是

居住在伊甸园的亚当和他的子孙们自由往来于地球时所留

下的遗迹」。
52
 李载禄的这些「独家」看法实在与圣经相

违，因为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才开始生育，而金字塔

和狮身人面像与亚当及其子孙扯上关系更是匪夷所思。

李载禄似乎对亚当和夏娃及伊甸园特别关注，他说亚

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常回想当初神的爱与保护，「他

们终于领悟：伊甸园中的幸福是神的爱与恩典，并彻底地

悔改……神垂听他们的悔改祷告，并使他们得救。但也仅

48 李载禄：《地狱》，页172。 

49 李载禄：《天国（上）》（台北：天恩，2002），页71~72。 

50 同上，页24。 

51 同上，页24~26。 

52 同上，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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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救，最终居住在乐园。」
53
这个「悔改」过程并无圣

经根据，是李载禄自己加上去的。而他更认为这伊甸园不

在地球上，而是在灵界的第二层天里。
54
但圣经明确指出

神把人安置在东方伊甸的一个园子中，有河从伊甸园流出

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每一道都有具体的名称

和具体的位置。由此我们可知，伊甸园在地球上是明确的

事实。况且若伊甸园不在地球上，为何神还要在伊甸园的

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

道路？李载禄只能牵强地回答：神要防范的不是人，而是

防范邪灵进入伊甸园偷摘生命树果子。
55
事实却是神要防

范必死的罪人偷吃生命树的果子，祂不愿看到人永远拖着

有罪之身痛苦地活着。

面对李载禄的荒谬解经，一位在内地温州地区平阳县

的「万民圣徒」在接受采访时，却对李载禄的看法全盘接

受，并引用使徒约翰所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了。』（约廿一 25）圣经未记载并不代表没有。李牧师看

见天国，你凭什么说他没看过，或者说他看到的是错的？

如果不同的人说自己看过天国，叙述有不同，这也很正常，

因为天国很大，大家可能在天国的不同地方，看到天国的

局部。神是无限的，圣经记载是有限的。圣经只记载有生

命水、生命树，但未记载具体事情。与神特别亲近的人会

53 李载禄：《信心的大小》(台北：天恩，2007），页58。 

54「伊甸园是活灵亚当曾居住过的空间，那里显然并非现今我们肉体
居住的陆地，而是适合活灵居住的某一个空间……在地球上遍寻不着
伊甸园的踪迹，是因为伊甸园应是属灵的空间，它存在于灵界的第二
层天里。」参李载禄：《天国（上）》，页22~23。
55「因此，创世记三章24节里记载：『于是把它赶出去了。又在伊甸
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
路。』用以防范邪灵们进入伊甸园偷摘生命树的果子，成为永生之
灵。」李载禄：《天国（上）》，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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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殊启示，像旧约众多先知就得到，故神也借着李牧师

彰显神迹奇事。这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再说灵界极其奥

秘，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所需要的就是按神的道遵行。」 
56
此论调否定圣经的全备启示，承认圣经之外有特殊启示。

他们相信李载禄就是那位与神「特别亲近的人」，他负责

将神在圣经中未记载的启示写出来。

（三）神论
三一神论是基督信仰的基础，李载录在其作品中对此

讲论不多，要有也是一笔带过，反而是可以看到在不少地

方他隐晦地将自己抬高到与神同等同尊的地位。例如希伯

来书十二章 2 节说到基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但李载录却暗示自己「坐在父神宝座左侧的荣耀大宝座

上。」
57

其他的例子还包括用换血方式清除罪，与神合为一体：

他认为人的罪恶在于血液，耶稣是没有原罪和自己犯罪的

血液，而他则于 1992 年 8 月将体内流淌着的父母的血液

换成像耶稣那样的新鲜血液。在一份报告中记录了他的有

关言论「就是说没有原罪。所以没有原罪和自犯罪，所以

我成为上帝的儿子，现在来到月亮和太阳中我主公布于

世，上帝给了我坐在他左侧的权力，所以回顾学习过的上

帝的话，给予我生死大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58
这种

视自己与神同等的说法就是对三一真神的亵渎。

56 加灵：〈访问万民中央教会的「圣徒」〉（平阳：2010年3月22日）。

57「在新耶路撒冷宴会厅的正面设有两个台阶……台阶上方的正中央设
有父神的白色宝座，右侧是主的宝座，左侧是首次宴会主角的宝座，宝
座不仅大，且有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李载禄：《天国(下)》(台北：
天恩，2002)，页158。
58〈有关李载禄的研究报告书〉，《温州市龙湾区基督教网》；
〈http://www.wzjdj.cn/news1473.htm〉（2011年4月4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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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会论
我们所信的是大公教会，然而「万民」却声称有独家

的拯救方舟，说神要李载禄建造的大圣殿将成为预备末世

救赎灵魂的方舟。李载禄解释说建造的目的有三个，首先

是神对结丰硕果子仆人的慰劳，其次是展现神的荣耀，因

为圣殿规模超乎想象，建成后可以表现新耶路撒冷圣城的

荣耀，使不信的人看后感受到造物主的威荣。第三是成为

末世灵魂得救的方舟，并成为向全世界传福音的中心基

地。
59

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只有「万民」才是神的真儿女，

这样其实是把其教会特殊化，违背了教会的普世性。而

2010 年，「万民」在全世界共拥有 9000 多所支教会及协

力教会，
60
其中抢羊的情况留待下文介绍其在中国发展时

再论。

（五）末世论
基督再来之时，死人都要复活；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最

后的审判，判定终极的归宿。历史终了，旧有的天地过去

了，一切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熔化；新天新地开始，有义居

于其中，直到永远（彼后三 8 ～ 13）。然而李载禄却对新

天新地，对天国，对地狱别有一番个人见解。

1. 原有天地不灭论
李载禄认为在出现新天新地后，原有天地将消失，但

这消失「不是彻底的消失，而是被移到其它地方」。他解

59 李载禄：《权能》（台北：天恩，2007），页118。 

60〈只需「点击」一下，即可买到书──轻松购买李载禄牧师著作的
乌陵出版社网上书店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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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神为什么要保留原有的天与地呢？因为神如果把原

有的天地彻底毁掉的话，进入天国的儿女将来感到无限的

遗憾而思念过去。人类虽然在原先的地球里受尽了悲伤与

痛苦，但那毕竟是接受耕作的故乡，有时还是会想回到地

球看看。神了解人类的思乡情怀，所以不把原有的天与地

彻底毁灭，而是把他们移到宇宙的另一个空间。」
61
 这有

违圣经教导，因彼得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彼后三 12）那时，真正重

生得救的基督徒所承受永生的属灵身体，如天使般生活，

不会再有地上的思乡情怀。

2. 天国五层论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 12 至 15 节用六种材料论及

基督徒的根基，包括三种耐久的材料：金、银及宝石；三

种易坏的材料：草、木及禾秸，到将来审判日子的赏罚是

不一样的。但李载禄却无中生有地将之与天国的住处连上

关系，且对天国每一层的生活环境描述得甚是详尽，甚至

连有没有归属个人的服役天使也是阶级分明的 ( 参下页

P.20 列表）。
62

3. 四层地狱论
据李载禄说「从 1984 年 5 月开始，神将有关天国的

情况详细启示我；又在 2002 年 3 月开始，又将地狱的情

况也启示我」。
63
在他笔下天国有五层，地狱也分阴间、

火湖、硫磺火湖和无底坑四层。他还尽情发挥，描述了胎

儿、婴儿、儿童及不同的成年人在不同的地狱空间受不同

61 李载禄：《天国（上）》，页6。
62 综合自李载禄的《天国（上）》第6至9章。 

63 李载禄：《地狱》，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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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 第一层天国 第二层天国 第三层天国 新耶路撒冷圣城

信心 信心第一阶段 信心第二阶段 信心第三阶段 信心第四阶段 信心第五阶段

对象 勉强得救者 遵行神话语者 完成使命者 全然圣洁者 在神家尽忠者

条件 临死前悔改、
缺乏属灵信心
的成长

愿意遵行神话
语却无法完全
遵守的人、忠
心服事但内心
却没有行割礼
的人

遵行神的话，
并完成担负的
使 命 ， 未 圣
洁；离弃情欲
的事，未弃肉
体之事

彻底离罪，全
然圣洁的人；
全然圣洁，但
未在神全家尽
忠

讨神喜悦的信心；以
基督的心为心，全然
成圣（成为全灵）；
以身殉道，忠心完成
使命

特点 位于神宝座最
远的地方；荣
光最小，层次
最低；无罪、
无 眼 泪 、 悲
伤、痛苦、疾
病与死亡

位于乐园之上 荣耀之城；碧玉城
墙、黄金建筑；城墙
四面，各设三道门，
有天使守卫；城墙根
基为十二块宝石

美景 植物：永远青
翠；动物：体
大、吃草；河
水：未污染、
不蒸发

花朵的姿态与
馨香程度、动
物身上鬃毛的
光滑度比乐园
好

长满珍奇花草 各 种 花 鸟 虫
鱼、珍奇走兽
比第一二层天
国更为美丽可
爱

奖赏 没有赏赐 公共房屋；永
不 朽 坏 的 冠
冕 ； 公 共 花
园、游泳池、
高尔夫球场；
服事众人的天
使

宽敞华丽的个
人住宅，有个
人娱乐场所，
不过只能拥有
一项，可与他
人相互借用、
分享；挂有美
观而闪耀的门
牌；荣耀的冠
冕；没有归属
个人的天使

房屋内外以宝
石装饰得光辉
灿烂，屋内设
备应有尽有，
如 高 尔 夫 球
场、游泳池、
湖泊、散步的
小 径 、 舞 池
等；可得个人
专属天使，忠
心服事；可乘
公用云车游览
天国；生命的
冠冕

金冠冕和公义的冠
冕；城堡一般的住
宅，依个人喜好建
成，用宝石装饰；一
眼可认出屋主；殉道
者的屋宅，黄金墙壁
刻其殉道日为纪念；
存放纪念品回忆世间
生活，透过电视观看
世间经历；亲眼见
神，永远作王；参加
新耶路撒冷城的宴
会；在玻璃海停泊的
轮船上举行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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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罚，每种刑罚都令人毛骨悚然，这些都是没有圣经根据

的。李载禄更认为若胎儿的父母、祖先是抵挡神的，或罪恶

深重的，那么他们身上邪恶的「基因」必然遗传至胎儿身上，

他列举了韩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张禧嫔
64
后代的胎儿就无法

得救。
65
这明显是按人间的标准、喜好而做判断。按照他的逻

辑，如若张禧嫔后代中已有人归信基督，他的「基因」还会

传至胎儿身上吗？难道胎儿灵魂的去向完全是由其父母或祖

先的行为决定？这会对一些因为身体的缘故不得不终止妊娠

的妇女，带来终身的罪疚。由此更可见李载禄所宣扬的是一

种与民间宗教混合、根本不符合圣经的异端邪说，引人远离

真理。

三  「万民」在中国
「万民」进入中国的历史应超过十余年，

66
根据资料，

2005 年至 2006 年在安徽、江苏、湖北十堰市、厦门、温州、

上海及东北已开手帕医治布道会，并在上海、松江成立了中

国上海万民宣教中心。
67
「万民」在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区造

成很大的影响，他们以帮助教牧同工和建堂为手段，为一些

神学生和传道人提供电脑和生活帮助，资助传道人的子女上

64 张嬉嫔（1659-1701），朝鲜王朝肃宗的后宫嫔御，被后人称为「朝鲜
三大妖女」之一。张氏注意培植朝廷势力，并成功使其子被立为世子张氏
后成为王妃，不断挑拨离间，终于使肃宗废黜仁显王后，改立她为中宫。
自此张氏狂妄骄纵，既多次责打被肃宗宠幸的宫女，使得肃宗对张氏逐渐
厌恶，又通过其兄意图谋害废妃，被肃宗识破，使得肃宗决定迎接仁显
王后回宫，把张氏降为嫔。嗣后，仁显王后病重时，张禧嫔请巫师作法加
害，但东窗事发被肃宗赐死。参〈张嬉嫔〉，《维基百科网》；〈http://
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7%A6%A7%E5%AC%AA〉（2011
年4月4日下载）。

65 李载禄：《地狱》，页30。
66 加灵：〈电话采访林教师〉（温州：2010年3月31日）。

67《神同在》（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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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建堂的名义帮助聚会点的带领同工盖房子，导致很

多的同工为了经济上的一己私利盲目跟从，或明或暗的与

之联系，甚至有很多人去北京请圣水。
68

据了解，在中

国教区负责人是李

载禄差派的金秀峰

牧师，从光盘上可

以看到李载禄和金

秀峰在北京，至于

叫信徒奉献的中国

银行和邮政储蓄户

名， 则 是「 金 成

峰」。
69
以下文章是

温州及南京教会牧者撰写他们接触、采访当地「万民圣徒」

的情况。

 

（一）「万民」教会在温州
「万民」在温州的发展虽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其中

所隐含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当地加灵弟兄提供以下资料。

1. 初创时期
「万民」最初传到温州的时间未有确切的说法。据温

州林教师口述，他所在的教会大约在十多年前，曾有一批

人因跟从「万民」被赶出教会。2009 年圣诞节，该教师收

68〈对韩国异端「万民中央教会」的介绍〉，《基督网论坛网》；
〈http://bbs.jidunet.cn/viewthread.php?tid=20193〉（2011年3月14日下
载）。

69 参《神同在》（光盘）。

李载禄（右）与中国负责人金秀峰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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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位弟兄的邀请，到状元镇一鞋厂里讲道，后来才发现

他们的教会就称为万民中央教会。
70

2. 现有规模
采访中，我们得知「万民」在温州的总部位于龙湾区

状元镇。据平阳万民中央教会一位「圣徒」回忆，他最早

就是到状元镇参加礼拜的。
71
该处虽在 2008 年受到宗教部

门和公安局的联合取缔，
72
但在近段时间又在一厂房中聚

会，而且人数已超过百人。
73
该处还成为整个温州万民中

央教会的培训基地，并有一位宣教士安牧师驻地牧养。
74

「万民」现已影响至温州的鹿城、龙湾、平阳、苍南

及永嘉等区县，其中鹿城区水心家庭教会就受到很大影

响。安牧师于 2005 年曾到水心教会，与弟兄姊妹分享并

按手祷告。后于 2009 年有近 30 人离开教会，大部分是青

年人，其中有 7 至 8 人原是教会同工，他们后在娄桥设立

聚会点。
75

苍南龙港镇、平阳鳌江镇、水头镇、麻步镇及腾蛟镇

也均受相当影响。龙港主恩堂有一批人分裂出来，在一所

幼儿园里设立聚会点，由于该点负责人是县人大代表，还

正式向宗教部门申请合法登记，但未得允准。据平阳钟教

师所说，鳌江天门堂有一半人受其影响。水头镇和麻步镇

也曾设过聚会点，但被当地公安取缔。
76
据平阳张牧师透

70 加灵：〈电话采访林教师〉。

71 加灵：〈访问万民中央教会的「圣徒」〉。

72 加灵：〈电话采访陈先生〉（龙湾：2010年3月20日）。 

73 加灵：〈电话采访林教师〉。

74 加灵：〈访问万民中央教会的「圣徒」〉。

75 加灵：〈访问水心教会郑姊妹〉(2010年6月16日)。

76 加灵：〈电话采访钟教师〉（平阳：2010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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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平阳县有三位较出名的基督徒受影响：第一位是腾蛟

杨山下教会的陈某某，是平阳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

席，曾在北京某宾馆被万民中央教会按立为牧师；第二位

是平阳县基督教协会会长的女婿；第三位则是某教会领袖

的岳母。
77

永嘉县瓯北镇有几位信徒受其影响，曾设两个聚会

点。约在 2008 年前后，瓯北张堡村一厂房设点，有七、

八个人参加，后被政府取缔。林垟村一位老姊妹受影响，

先是其丈夫生病，有人为他祷告，但未得痊愈便去世了。

后来她因生病去韩国时，见了李载禄，并带「圣水」回来。

她得李载禄的鼓励在家中设点，不过病未见好，聚会点也

因吸引不了人而解散。她女儿现到各处传布李载禄及其异

端信息，并为温州安牧师作翻译。
78

3. 温州基督徒受其影响的原因
温州基督徒受到李载禄及其教会影响的原因，可以归

结为：

a. 根基不稳
龙湾区两会牧师透露：跟随李载禄错误信仰的人以低薪

阶层居多，大多数的文化程度低，不明白真理，就只有盲

从。
79
相信这是许多人被异端引诱的主因之一。加灵弟兄在

去年于温州地区所做的《基督徒信仰与生活调查问卷》统

计中发现：在 104 位受访者中，有 17% 认为耶稣一定会为

77 加灵：〈电话采访张牧师〉（平阳：2010年3月22日）。

78 加灵：〈访问张姊妹〉（永嘉：2010年6月10日）。

79 加灵：〈电话采访某牧师〉（龙湾：201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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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免去患难；28%相信耶稣必医治一切疾病。另有 22%认

为神必在各样事上赐福给信徒，包括物质丰富、生意兴隆

及生活美满。还有 14%表示会向马利亚的像下拜，25%指出

会向耶稣的像下拜，38%则称在圣经之外有特殊启示。
80

以上调查结果当引起教会高度关注，因今日教会有许

多基督徒的信仰观念与圣经教导不符，成为异端传播者的

温床。所以教会需要在真理上把关，免得信徒离开真道，

偏向异端。

b. 身体病患
除「根基不稳」之外，希望病得医治可以说是温州基

督徒信从异端的最大原因。当基督徒（特别是挂名基督

徒）在面对病患时，既到处寻医问药的同时，又努力寻找

祷告有能力的人为他们祷告。而李载禄最能吸引他们的就

是他祷告的能力，包括使用他祷告过的手帕，或是寄相片

给他要求手按照片祷告，甚至可以要求宣教士用他讲道光

盘按手祷告。
81
 一位本地传道人提出值得深省的话：「很

多挂名基督徒信从异端不奇怪，因为他们本身的信仰就有

问题，特别是家庭有患难的挂名基督徒，若是可以患难得

脱离，让他去拜偶像都可以，何况异端还打着耶稣的名

号。」
82

80 本调查于2010年访问了104位温州基督徒，其中已受洗的有62人，
未受洗的36人，不详的有6人。

81 温州基督教培训中心某学生谈到自己也曾参加过万民中央教会龙湾
区的聚会点，就是因为其儿子患病，他当时看到该聚会点的宣教士拿
着李载禄的光盘，按手在病人头上祷告。加灵：〈访问温州市基督教
培训中心某学生〉（温州：2010年1月5日）。

82 加灵：〈访问永嘉县某传道〉（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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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民」在南京
南京李姊妹接触了「万民」四个姊妹，三个离开了「万

民」，一个还是坚定的拥护者，从她们所介绍的情况，整

合出该异端在南京的最新发展状况。

1. 南京「万民」概况
南京「万民」在 2008 年开始小型聚会，2009 年 12 月

份正式成立，聚会人数 50 人左右，加上另有一半在家庭

里聚会的人，总数在 100 人左右，从 2008 年初在南京开

始小型的聚会。两年的时间已经有这么多人，发展速度已

经很快了。反观李姊妹的教会建立了 10 年，只有不到 300

人。 

南京「万民」主要负责人是韩国人安老师和他弟弟：

负责组织培灵会，用李载禄的祷告手帕为信徒祷告，显现

一些奇事迷惑信徒。南京本地的负责人则为赵姓女会长，

原本是夫妇共同建立教会，后丈夫因病拒绝医治而去世。

另也有温州的「万民」肢体来南京扶持教会。

2. 传教的方式
「万民」十分鼓励信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传教，用爱

心关怀吸引人，用紧密联络的方式抓住人，并向身边生病

的人传教，告诉他们在「万民」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接受

牧师的祷告就能痊愈。他们也利用信徒的家庭成为一个个

小的聚会点，在家里安装卫星接收器，收看李载禄讲道，

让信徒觉得很方便，可以吸引家人参加。

他们也派信徒分工去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拉人，告诉

别人只有「万民」才是真教会，只有「万民」的牧师真正

见过天堂和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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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已加入这异端者，他们就要参加培灵会，不断地

听李载禄的讲道，不断地被洗脑。对于有意脱教者，他们

就被恐吓说不听李载禄的讲道就不能到天国去，病也得不

到医治。 

3. 「万民」的影响
「万民」给信徒的信仰带来混乱，他们心里没有平安，

情绪很急躁，不爱读圣经，在家里也不想祷告。

另一方面，「万民」也对教会和家庭带来破坏，有的

「万民」信徒传教时明确地说别的教会不得救，积极抢夺

正统教会的羊群。家庭方面，「万民」的信徒不听别人和

家人的相劝，每天晚上八时半到十时半参加祷告会，周五

甚至通宵祷告不回家，造成家庭矛盾。但也有些家人在信

徒的威胁下，也跟着入了「万民」。

由于迷信神迹，生病的人拒绝去医院治疗，相信在「万

民」听道祷告就能得医治，魔鬼也行了一些暂时的神迹，

让人觉得病真是得医治了。他们认为没有得医治的人是因

为信心不够，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即使「万民」的信徒离

世了，他们也认为是到神那里去的，所以就算病死也是荣

耀的。一些原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康复的病人早早离世

了，这在社会上带来极坏的影响，令大家误以为基督教就

是如此。 

四　结语
「万民」的教义虽创意十足，却实属异端。但令人慨

叹的是以南京为例，去「万民」的信徒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有本科生、研究生，甚至也有博士生和大学老师。为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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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分辨的能力？这些原本应该理性看待事物的人，却

凭感性接受「万民」的观念，这实在值得我们警惕。因为

在这个人们寻求心灵慰藉，却被快餐文化所淹没的世代

中，正如前言所述──我们的信仰会否也沉醉在感动与神

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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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Shinchonji 
Church of Jesus, the Temple of the Tabernacle of the 
Testimony, SCJ, 下称：「新天地」），教主李万熙声称自

己是再临主，惟有到他那里的人才能得救。他用各种手段

侵吞正统教会，并迷惑许

多韩国基督徒，令教会受

到不同程度的创伤。 
由于他们传教手法比

较隐秘，故此教对中国信

徒来说比较陌生，网上的

中文资料也不多。
1
然而，

此股韩风却正从中国东北

向各省漫延，并在全国设

立 15 所神学院，而且常掩

人耳目，貌似正统，故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此教派作全面探

究，以祈知己知彼，找出得胜的良方。

一　「新天地」的教主、起源及组织
「新天地」在成立初期就已经被正统教会定为异

端，
2 韩耶稣教长老会合同总会 1995 年召开的第 80 届总

会上，宣布「新天地」为没有神学与信仰价值的集团，
3 

并在总会的结论里讲到李万熙所教导的启示论、神论、

1 2011年4月27日在Google用「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搜寻，只
找到11项资料。

2 一些韩国牧者告诉笔者，新天地在成立初期就已经被正统教会定为
异端，只是没有正式发布此消息。

3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首尔：教会
文化社，2007），页57。李行基：〈湖南和中部地区研讨会议讲义：
对新天地证据帐幕圣殿李万熙教理批驳〉（首尔：2008），页2。

「新天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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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论、救恩论及末世论等教义，大部分都不正确。
4

之后，「新天地」被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定为异端。
5 

 
（一）教主李万熙（1931-）

1931 年 9 月 15 日，「新天地」教主李万熙（Manhee 
Lee 原名：李熙宰

6
），出

生于韩国庆尚北道清道郡

丰角岘里里 702 番地。据

说当他母亲高香锦生他的

时候，他祖父梦见天上的

太阳、月亮和星星顿时一

片漆黑，不过一会儿天又

开了，出现亮光，正照亮

了他的母亲，于是给他起

名叫李万熙。
7 当他十七

岁那年，来到首尔城东区

的哥哥家，从事建筑行业。在哥哥家前面住的一位传道士

带领下，他来到景福宫前面的教会接受洗礼，后返回家乡，

参加丰角长老教会。
8

4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50。
5〈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中国传教信息研究网（韩文）》；
〈http://www.inbora.com/gnuboard/bbs/board.php?bo_table=board2&wr_
id=428&page=13〉（2011年8月18日下载）。另參〈判定似是而非的
異端和基督教的基准〉，《新天地東京教會錫安堂網》；〈http://to-
kyozion.com/?mid=chn&page=3&document_srl=147424〉（2011年5月1
日下载）。

6 赵古道：《中国．韩国基督教异端批判》（香港：盐光，2007），
页109。
7 李勇浩：〈新天地教会的真相/集中分析〉，《韩国daum网》；〈http://
cafe.daum.net/ENDLESSPASSION〉（2010年5月15日下载）。

8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51。

「新天地」教主李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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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李万熙在家里研读了《学生文章读本》和传

道用的小册子《朴俊的心情》后，开始了他自称的神秘体

验。
9
有一天，他到家后面的野地中，仰脸望天祷告时，看

见有一颗星星从天上降下来，像直升机一样在头上盘旋，

这幻象还持续了三天之久。后来家里不幸遇到苦境，决定

要自杀的他就向山里走去，但在上山途中忽然看到了一位

穿着白衣的健壮男子出现在幻象中，对他说：「从今天开

始我来引导你，你要跟从我。」于是李万熙就抛弃了自杀

的念头下山了。
10

他描述自己见到的是乘云而来的主耶稣，并得到主的

按手，还指示他将自己所看见的和将来必成的事，都以书

信的形式写了下来，且晓喻七个教会的七位使者。此后，

他又称自己从天使那里接过了书卷，并被指示要将之传给

各国、各方、各民和各王。故他也选择离开了农村的家，

到主所指示的地方去传道。
11

后来，李万熙又来到首尔，参加柳在烈带领的聚会，

读经时听到了「去寻找真理」的声音，从此就热切地追随

现称「以撒教会」的教主柳在烈。
12
柳在烈的教派是从「传

道馆」（天父教）朴泰善分出来的，
13
朴泰善和统一教的

文鲜明也都是金百文教导出来的，
14
都属异端团体。李万

9 李勇浩：〈新天地教会的真相／集中分析〉。另据〈韩国异端或似
而非教〉，当年影响李万熙的两本书是《朴君的心灵》及《学生之窗
读本》，应为韩文的不同译法而已。

10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0。
11〈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为什么会以这个名字命名呢？〉，
《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网》；〈http://tokyozion.com/?mid=chn&lis
tStyle=webzine&document_srl=147492〉（2011年4月27日下载）。

12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7。
13 赵古道：《中国．韩国基督教异端批判》，页109。
14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首尔：灵昌书院，2008），页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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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神学课程，他的圣经知识深受柳在

烈的影响。
15

1967 年，李万熙说「柳在烈骗走了他全部财产」，之

后他就离开了柳氏。1971 年 9 月 7 日，他以四十条罪名，

把柳在烈和他身边的信徒金倡道告上了法庭。1978 年，李

氏进入了白万峰创办的所罗门创造教会，成为十二使徒组

织中的一员。
16
他也曾出席过著名的异端研究家卓名焕所

长为脱离异端者所设立的国宗第一教会。1980 年 10 月，

柳在烈以李万熙破坏自己声誉为由，把他告上了法庭，李

万熙由此被囚在城北的监狱里 98 天，另加三年半缓期执

行。
17

（二）起源
1980 年 3 月 14 日，年近 50 岁的李万熙，与原跟随柳

再烈的洪忠孝一起，在京畿道赡养市飞山洞建立了「新证

据帐幕」，也就是现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
18

这里也是「新天地」的本部所在地。

他们教会名称中，「新天地」指的是启示录第二十一

章中的新天新地，「证据帐幕」指的就是此处是为新约预

言做见证的地方，至于「圣殿」指的是圣神之殿宇。该教

强调他们这个名字是在新约圣经中所预定的，是属神的新

国度和选民。并称在不同时代的变迁中，属肉体的以色列

律法时代告别历史舞台之后，开启了耶稣撒下天国福音种

15〈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

16 许户匿：〈岭南地区研讨会讲义：我们时代的假先知──新天地的
教理和教会渗透战略〉（首尔：2008），页1。
17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2。
18 同上，页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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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教会时代，紧接着迎来了收割时代，也就是「新天地」

的千年时代。
19

教会建立之后，李万熙和洪忠孝二人自称是「两位见

证人」摩西和亚伦。聚会时李万熙讲道，洪忠孝司会和代

祷。
20
后来，从统一教里出来的金建男，也在那里讲解启

示录。

1987 年，李万熙与洪忠孝因各自说「自己得到启示，

自己才是真正的再临耶稣和保惠师」而引起了纷争，经过

了一番争吵后洪忠孝离开了「新天地」，
21
并在首尔中路

区活动，宣称自己才是真耶稣，是圣殿。而李万熙仍然以

「新天地」本部为中心进行活动。

（三）组织
「新天地」根据柳在烈教派的管治方式，即由一位司

令长来支配人间 7 天使、24 位长老和 72 门徒的组织体系，

也设立了司令长、7 位教育长、12 支派长和 24 位长老等。

下面有教育讲师、教育教师、宣教士、教育传道士、元老

长老、长老、劝士、执事和门徒。

「新天地」在韩国各地区设立了 12 支派的 12 圣殿和

12 教会，每所教会设有一间神学院。
22
這12支派分別是果

川总部 ── 约翰支派；永登浦 ── 西门支派；光州 ── 彼得

支派；大田 ── 马提亚支派；釜山 ── 雅各支派；釜山 ──

安得烈支派；大邱 ── 达太支派；江源 ── 腓利支派；首

尔 ── 多马支派；首尔 ── 雅各支派；甫平 ── 马太支派；

仁川 ── 巴多罗买支派。规模最大的是大邱和光州地区。
23 

19〈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为什么会以这个名字命名呢？〉。

20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2。
21 同上，页42。
22 赵古道：《中国．韩国基督教异端批判》，页111。
23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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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天地」的传教策略
「新天地」认为一旦入教人数达到 144,000 人，殉道

者的灵魂就会与现在「新天地」信徒神人合一，身体发生

改变，达到永生不死。
24
为达此目的，他们的传教范围不

断扩大。

（一）传教对象
他们主要是以已经接受基督信仰，正统教会中的基督

徒为传教对象。根据以赛亚书第二章 2 节：「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

要流归这山。」他们认为「新天地」是耶和华的殿，诸山

就是正统教会。故他们常用「移山」一词，就是要把正统

教会抢夺到「新天地」来。
25

他们也从原来在教会中「移山」，逐渐扩展到社会当

中。有人发现在军队里有「新天地」的人在活动，
26
还有

的在企业及大学院校里。
27
在笔者就读的神学院及其它各

地神学院中，几乎都有「新天地」的人在活动。他们也针

对不同场所，设计了各种传教方法如：祈祷院传教法、教

会传教法、医院传教法、大学生传教法、监狱传教法、亲

24 申显玉（前新天地教育长）：〈第三次地区学术讨论会讲义〉（首
尔：2008），页12。
25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22。另参〈
新天地吃掉教会的新手法〉，《教会和信仰网》；〈http://www.amennews.
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916〉（2011年6月18日下载）。

26 笔者曾经与一位神学院姓全的前辈谈论过军队中异端的事情，他提
到韩国男性都要义务服兵役，所以部队里就有各种异端信徒（包括「新
天地」信徒），在那里进行传教和组织活动。

27 笔者在2008年夏天，参加了在釜山举行的韩国教授（有基督信仰
的）联合宣教大会，在异端防范的研讨会中得知全南大学的第十六届
学生会长就是「新天地」的人，当时在全南大学校的「新天地」学生
与全南大学基督联合会的学生发生了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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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传教法及工作岗位上传教法等。
28
他们也因应不同的传

教场所，背诵了数十条圣经经文和提问，这与耶和华见证

人传教手法相似。

（二）传教手段
1. 侵吞正统教会 

他们的传教手段很多，初时一般针对正统教会，派遣

「新天地」的信徒作为收取庄稼者。当他们看到有手里拿

着圣经，或是脖子上带着十字架项链的人，就走去接近他

们，说：「我是新搬过来的，想找个附近的教会聚会。」
29

当被带到教会后，他们就先隐藏自己的身份几个月，甚至

一两年之久，不做宣扬的工作，只是先融合到教会中，与

那里信仰好的信徒建立美好关系。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向

他们分发一些「新天地」的书籍，并开始讲一些末世论方

面的信息，最后更秘密地把他们带到「新天地」的福音房

及免费圣经神学院进行学习。
30
这是很值得中国教会领袖

注意的，因为弟兄姊妹大多热心参加这类的学习。而他们

一般迷惑信徒的过程包括十个阶段：(1) 伪装进入正统教

会；(2) 进入福音房接受特殊教育；(3) 利用福音房教材内

容反复教育；(4) 过五、六个月后进入免费圣经神学院学习；

(5) 通过学习进行洗脑；(6) 经过六个月后教导启示录讲义；

(7) 安排到「新天地」所属的教会中；(8) 进行新信徒教育；

(9) 将他们的名字在「新天地」教会注册；(10) 将他们的

名字在「新天地」的本部注册。
31

28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页96。 

29 申显玉：〈第三次地区学术讨论会讲义〉，页13。 

30 在韩国留学时，遇见的三个朋友就是「新天地」的信徒，他们在各
自所在教会里的行动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后来暴露的人也都是这方
式行动。 

31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页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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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快更有效地传教，他们更采用了侵吞整个教会

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曝光是因为「新天地」一些秘密

的电脑资料不慎泄漏，被上传到名为《教会和信仰》的韩

国教会新闻网站上。
32
其中有一个是「新天地」2005 年 1

月 25 日的演讲光盘，讲员是「新天地」的重要人物金姓

传道士，他讲的是「新使命者教育──收取庄稼地」。其

中一段讲到把整个教会带入「新天地」的手法，他说：「以

前我们是抓着尾巴（教会里的信徒）在做工，时间又长也

很累，收获也少。怎么样才能更容易呢？要抓住头（教会

的重要同工）来做工了。要把巴比伦教会（正统教会），

整个地转移到『新天地』来。」
33

这个异端称正统教会为庄稼地，并称派到各个教会中

的人为收取庄稼者。他们最初是锁定 50 人以下小型教会，

后来也开始在大型教会里活动。他们的手段主要有二，一

是让已经在各教会的收取庄稼者，想办法诬陷教会里的主

要同工。当有同工被教会停职之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向牧

师推荐他们的人来做，就这样对主要的同工一一地进行攻

击，最后当主要的同工都换成他们的同伙之时，他们就再

直接攻击牧师，把牧师赶出教会，让「新天地」全权接手。

另一种方法就是在教会应聘传道人的时候，向牧师推

荐「新天地」的人说：「我家附近住了一位很好、有能力

的传道士，他以前生病在家，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如果请他来我们教会，就会对我们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并

且他只是奉献，不拿教会给的任何费用。」牧师一般很容

易会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既有貌似虔诚的肢体建议，又有

传道人甘心奉献。

32〈新天地吃掉教会的新手法〉。

33 新天地：〈新使命者教育──收取庄稼地〉（光盤）（首尔：新天
地，2005），参第35至47分钟之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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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这位「新天地」中人真的以传道士身份进

入教会之后，他将会专职探访，并努力地去各个信徒家中

探访，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以抓住他们的心，最后当

然是全被带到这个异端中。

他们实行侵吞整个教会的手段之后，使韩国各地的教

会遭到了重创。有些教会的信徒全部被带到了「新天地」；

还有一些大教会里一次十个、二十几个人被带走，根本就

觉察不到，所以也没有给教会带来警惕。

2006 年春，在大田市新建的马提亚支派圣殿里举行

了「新天地传道士属灵会」，全国来了许多「新天地」

的传道士。据报

导，400 多 名 传

道 士 齐 声 喊 着

说：「他们是我

们的食物、他们

是我们的食物、

他们是我们的食

物……」意思是

正统教会的信徒

就 是 他 们 的 食

物。属灵会中对所有传道士进行了新的「收取整个教会庄

稼的战略」，这包括了七个阶段，包括：(1) 进入之前；(2) 
地点选择；(3) 进行侦探；(4) 绕城察看；(5) 成为主任牧师；

(6) 征服占领；(7) 配合收取庄稼。
34

34〈向正统教会（露出马脚）：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教会和信仰
网》；〈http://www.amennew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8485〉
（2011年8月14日下载）。

他们宣称正统信徒是他们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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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传教
「新天地」从 1985

年至今，出版了 20 多种

书籍，书中声称尽管有无

数的牧师对启示录进行长

时间的研究，但写出来的

都只是按着自己私意写的

荒诞书籍，故只有他们

「新天地」所写的才是真

正出于圣灵的启示。他们

并称能展开被七印封严书

卷的人只有一位而已，暗

示这位就是李万熙，只有

他写的书才是正确无误

的。「新天地」也强调人

们应当认识到该教派有启

示的能力，到他们那里才

能接受真理。
35

该异端出版的书籍计有：《天国的奥秘，启示录真

相》、《启示录实像》、《启示录的完全解说》、《圣徒

与天国》、《启示录的完全解说图》、《宗教世界的关心

事》、《「新天地」消息》、《基督消息》、《隐藏的吗

哪》、《神诞》、《统一教脱离者，金建男，金柄姬》、
36

35〈向假的开始争战胜过假的〉，《新天地网》；〈http://cafe.daum.
net/scjschool/〉（2010年5月20日下载）。这是第449号文章，2007年
月24日上传。还有同网页中，2008年06月17日发表的第11,004号文章
〈继承帐幕圣殿后裔中最成功的新天地历史〉，也提到类似论点，参
《新天地网》，〈http://cafe.daum.net/scjschool/〉（2010年5月20日下
载）。

36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页98。

「新天地」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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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 2》及《永远的福音新歌

启示录完全解说》等。
37

3. 教育传教
「新天地」颇注重讲解圣经中的比喻和启示录，这也

引起信徒的好奇心，因为正统教会对这方面讲得比较少，

所以信徒也因而被吸引到了「新天地」学习。值得注意的

是无论是在免费圣经神学院，还是在福音房等「新天地」

学习场所接受教育的人，都要对外绝对保密，包括原来所

在教会中的任何人、社会中的朋友、同学、甚至连自己的

父母兄弟和姐妹、配偶和孩子等都要保密。
38
他们的教育

传教方式有以下三类：

a. 新信徒教育
新信徒要接受一个月的初信徒教育，名字才能被记录

到这异端教会。在这之后，他们每个月还要接受一次信仰

考试，以反复巩固「新天地」的教义。
39

b. 免费圣经神学院
「新天地」还开办免费的圣经神学院。1990 年 6 月

12 日，在首尔瑞草区建立神学院，并于 8 月 6 日招收第一

批学生，且对所招收学生的学历、年龄及男女等均无限制。

到 2003 年，他们在韩国已经建立了二百多所免费圣经神

37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8。
38 进入「新天地」里学习要保密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笔者有位在「新
天地」学习过的朋友亦对人三缄其口。另有一些笔者所认识的家属，都
曾经谈起根本不知道自己家人去了那里学习。有一位长老也告诉笔者，
他曾经被朋友偷偷地叫去免费圣经学院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对
就出来了，他让带他的人也出来，但是那人怎么也不肯出来。

39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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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40
另外据他们讲在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及中

国等国建立了 25 所神学院，其中 15 所集中在中国。
41

招收学生时，「新天地」是以正统教会组织的名称，

在小区楼道、电线杆、公用电话亭、地铁站、商场及街道

的地面上等张贴广告，甚至还把广告单张发到正统教会

中，也通过报纸上的广告栏来宣传，迷惑了许多信徒。

「新天地」在韩国的免费圣经神学院因常被人们识破

的缘故，所以名称常常要改变，已被揭穿的计有：锡安基

督教神学院、平信徒神学教育院、基督教圣经神学教育院、

基督青年学生神学教育馆、开放圣经教室、开放圣经文簿

通信宣教会、三位神学教育院、圣经情报时代、韩国圣经

神学院及世界福音化宣教联合会等等。
42
直到今天，他们

的神学院还是不断地改头换脸，故被人称为「千变脸」。
43

在免费圣经神学院里，学员们会被反复教导正统教会

是「巴比伦」和「魔鬼的巢穴」，牧师是「文士」、「法

利赛人」、「毒蛇之种」和「撒但的子女」等。
44
学校开

办为期一个月的初级班，学习圣经常识、解释比喻及四福

音书讲解。另有一个月的中级班，学习以赛亚、耶利米、

以西结及但以理等先知书。还有两个月的高级班则学习

《启示录真相》。
45
最后把真正接受「新天地」教义者的

名字记录在这异端中，并被派回原教会进行侵吞行动。
46

40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4。 

41 李勇浩：《新天地教会的真相／集中分析》。

42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页99。  
43 李勇浩：《新天地教会的真相／集中分析》。

44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页107。  
45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52。 

46 申显玉：〈第三次地区学术讨论会讲义〉，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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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的神学院有十条行动指南：(1) 不要透露自

己在神学院里学习；(2) 神学院的教材不许向外泄漏；(3) 
为安全起见，神学院的领导者一概使用假名；(4) 要接近

教会中忠心的信徒；(5) 最大的使命是陷害牧师，抓住牧

师身上的弱点，不择手段地用金钱和女人的关系来诬陷牧

师；(6) 彻底强调以夫妇为中心的信仰生活，但轻视性的

伦理；(7) 一旦察觉曾学习高级课程的人要离开的话，会

以超出想象的威胁逼迫，使之无法脱离；(8) 参加崇拜时

寻找攻击的机会，要将讲道录音或者作笔记以便从中寻找

空隙，并暗中挑唆教会肢体与领袖的关系；(9) 为了胜利

和得到永生，敢于放弃律法和伦理、道德和家庭，并勇敢

献上身体去斗争；(10) 背诵在神学院里所学的圣经章节，

利用圣经来强调自己不是异端。
47

c. 福音房
「新天地」在工作地点、大学校园的空教室、地铁休

息室、咖啡馆、及小型教育场所等，均伪装成基督教或宣

教会来建立福音房。
48
由「传道士」或「宣教士」来教导，

从早晨 9 点到下午 1 点结束，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福音房

的教材，这时用的圣经也是标准版本的圣经。
49
他们的教

育分三阶段，包括选择田地、撒种及培养等，共有 25 个

科目。
50
经过学习后才获推荐去免费圣经神学院继续学习，

「新天地」也要求所有加入者都要进行这样的学习培训。

47 李勇浩：《新天地教会的真相/集中分析》。

48 申显玉：〈第三次地区学术讨论会讲义〉，页15。
49 全民淑：《为什么新天地是异端》，页106。
50 资料中只是简单地列出了25个科目的名字，并没有讲此三阶段所指
为何，参申显玉：〈第三次地区学术讨论会讲义〉，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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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天地」的教义
「新天地」每年除了 3 月 14 日的创立纪念日之外，

还有三大节期一定要遵守，包括逾越节、住棚节和收藏节。

李万熙指出这是圣经中已经约定的节期，也是「新的恩

约」，所以一定要遵守。如果不信和不遵守的就是罪，相

信并遵守的就是义。
51

（一）神论
李万熙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说明三位一体，圣

父（亚伯拉罕）生耶稣（以撒），耶稣（以撒）生圣灵（雅

各）。
52 另外又讲三位一体是指圣灵和耶稣成为一，圣灵

和耶稣合一的灵又进入地上使命者的肉体，这样就成了三

位一体。
53
他也引用圣经中我们受圣灵之后，耶稣的灵就

存在于我们里面（约七 38 ～ 39），以此证明这样三位就

成为一体。
54
「新天地」还教导信徒在旧约时代，神以耶

和华来显现；在新约时代，以耶稣来显现；到恩典时代就

以圣灵来显现，在末世时则以「再临主」（李万熙）来显

现。
55
由此可见，「新天地」所讲的神与我们所认识的三

位一体神完全不同。因神是独一无二的，是三位而一体的，

有三个位格，一个本体，共同工作。不存在所谓耶稣和圣

灵结合，进入地上使命者身上而成的三位一体。

51 郑云石等：《新天地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43。

52 李万熙：《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2》（首尔：新天地图
书，1988），页37。   
53 李万熙：《天国秘密启示录的真相》（首尔：新天地图书，1986），
页306。
54〈新天地三位一体神〉，《新天地网》；〈http://cafe.daum.net/
scjschool/〉（2010年5月24日下载）。这篇文章是第14号，2008年5月
9日上传的。还有第258、3718、5566及7907号等文章也都有提到类似
观点。

55 赵古道：《中国．韩国基督教异端批判》，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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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旧约中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看到了三位一体

神的工作（创一 1 ～ 3、26），在新约耶稣受洗的时候也

看到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太三 16 ～ 17）。圣父、圣子和

圣灵在位格上是同等的，在本性上也无高低先后之分，同

受尊荣和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

人无法测度的。一而三，三而一是圣经的启示，要以信心

才能接受。华菲德提到：「只有一位独有的真神，但在神

本体的独一性里有三位同为永存而又同等的位格，他们在

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必存上却是有别的。」
56

（二）基督论
李万熙不承认基督的神性，只承认基督的人性，他写

道：「圣灵进入在人间耶稣的肉体成为神的儿子」。
57

但我们要指出的是基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

人。基督本有神的形象（腓二 6），祂在生活中也让我们

看出祂神性一面，比如：祂行走在海面上（太十四 25）、

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约二 24 ～ 25）、有赦罪的权柄（可

二 5、7、10）、是永远不改变的、创造天地万物（西一

16）等等，都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神性。再看祂的人性，

祂有困乏的时候（约四 6）、睡觉的时候（太八 24）、

流泪的时候（约十一 35）、惊恐和难过的时候（可十四

33）等。可见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

是神人二性的。

56 雷历著，杨长慧译：《基础神学》（香港：活石，2003），页65。
57 李万熙：《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2》，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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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灵论
李万熙主张说：殉道者的灵魂也是圣灵。

58
他认为保

惠师不是圣灵，而是人间的代言者，
59
并称耶稣 = 灵 + 肉

体 = 保惠师，使徒约翰 = 灵 + 肉体 = 保惠师，李万熙 = 灵

+ 肉体 = 保惠师。
60
该异端指出：「约定好了的真理的圣

灵保惠师和由保惠师圣灵所拣选的牧者成为了一体，所以

这位约定的牧者为已得到成就了的预言和启示的话语作代

言。」
61

需要强调的是圣经上明明讲到：保惠师是父因耶稣的

名所差来的圣灵（约十四 26），也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约十五 26）。而且这位圣灵是有位格存在，就是我们基

督教所信的三位一体神，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光照、感

动、启示和引导我们，并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从圣灵的

全知（赛四十 13；林前二 12）、全在（诗一三九 7）和祂

创造之工所彰显的全能（伯三十三 4；诗一０四 30）等拥

有神才会具备的属性，证明圣灵就是神，
62
而不是「新天

地」所认为的人间代言人。

（四）救恩论
「新天地」否认唯有信耶稣才能得救的救恩论，而是

必须见到像使徒约翰一样的使命者，
63
听从并遵守使徒约

58 李万熙：《永远的福音新歌启示录完全解说》（首尔：新天地图
书，1996），页211。
59 赵古道：《中国．韩国基督教异端批判》，页110。
60 李行基：〈湖南和中部地区研讨会议讲义：对新天地证据帐幕圣殿
李万熙教理批驳〉（首尔：2008），页26。另参郑云石等：《新天地
俘教战略和李万熙神格化教理》，页84。 

61〈新天地──在新约中的约定的牧者和圣殿〉，《新天地東京教會錫
安堂網》；〈http://tokyozion.com/chn/147516〉（2011年5月1日下載）。

62 雷历：《基础神学》，页375。
63 李万熙：《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2》，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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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那样使命者（保惠师）的话语才能得永生。
64
他们主张

没有约翰，就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
65
而李万熙就是耶稣

直接赐给人类、向他们传扬真理的使者。
66

李万熙自我标榜圣灵是通过他向教会讲话，并称自己

是开启那被七印封闭的启示录之使者，要把启示向普天下

公开。
67
他还主张自己和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

耶稣是同等的代言者，更暗示自己是像约翰一样的保惠

师。
68
他强调旧约以守律法得救，新约中以信耶稣得救，

到末世则以相信「再临主」（李万熙）得救，因此来到「新

天地」才能得救。
69
不过有时候，他也强调自己只是使者，

通晓无人知晓的启示，但又称「迄今为止已经有数万名的

查考圣经的人既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这些道已成为了肉

身，而且还在为此做着见证。」暗示自己是那道成肉身的

见证者。

新天地的代言人，他既不是神也不是耶稣，仅是在末
世蒙耶稣所拣选的作为代言的使者（启一2、二十二
16）。正如在启示录中所记载的，这位代言的使者接
过了被展开的书卷（启第十章），并用自己所见证的
道战胜了对抗主的恶势力（启十二11）。同时他不仅
通晓了在这世上无人知晓（赛廿九9~14，启五1~3）
的启示话语，而且还担当起了传扬讲授此道的使命。
也正是因为这世上的神学博士、牧师和各教团的掌权
者们均不知晓这启示的道，所以这些人妒嫉这传授真
理之道的人，于是他们便捏造谎言批判这通晓了圣经
的人。但是与其心怀不满、妒嫉逼迫，还不如相信这

64 李万熙：《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2》，页537。
65 同上，页180。

66 李万熙：《永远的福音新歌启示录完全解说》，页46。
67 同上，页7。
68 同上，页46。
69 赵古道：《中国．韩国基督教异端批判》，页110。



51

第二章 视正统教会为食物的「新天地」

所有的事情都是靠着神的能力而得到了实现的，并把
所有的荣光和赞美都归于神。只有这样做的人才能算
是个真正信仰人。这位通晓了天上启示话语的人对圣
经的了解，远远地超过一般牧者的知识和想象范围。
迄今为止已经有数万名的查考圣经的人既亲耳听到、
亲眼看到了这些道已成为了肉身，而且还在为此做着
见证。70

新天地耶稣教（简称「新天地」）的信仰和世俗教会
的信仰有着天地之差。其理由是，新天地有启示的话
语，并且通晓启示录，新天地的圣徒都是从田(教会)
里收割来的麦子（太十三30，启十四14~16、1~5）。
如果不通过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得到启示，无
论是谁都得不到救恩，进不了天国。世俗教会里有的
只是咒诅、逼迫和谎言。71

「新天地」在 1995 年出版的《教会和信仰》月刊的

第 4 至 5 期上，更刊登李万熙自称是「唯一拥有神的话语

的人」，「只有我们才能得救恩」，「耶稣再临时通过我

们的教会才完成」等极端的主张，这引起了韩国基督教

耶稣长老会的关注，并在当年第 80 届总会上将之定为异

端。
72

李万熙的救恩论，总结一句话就是：自己是神所预定

的牧者，只有相信他及加入他建立的「新天地」才能得救。

然而他所讲的与圣经中的救恩论是有天渊之别。因为在约

翰福音第十四章 6 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前书第

一章 18 及 19 节中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

70〈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为什么会以这个名字命名呢？〉。

71〈新约的约定和天国的奥秘〉，《新天地東京教會錫安堂網》；
〈http://tokyozion.com/?mid=chn&page=3&document_srl=147432〉
（2011年5月1日下載）。

72〈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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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

督的宝血。」使徒行传第四章 12 节：「除他以外，别无

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圣经上许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唯有基督耶稣才是

人类的救赎主，祂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

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代替我们而死。只要我们口里认耶

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五）末世论
李万熙暗示：启示录预言末世成就的场所，就是现在

帐幕圣殿开始的地方──韩国果川的青界山，
73
并暗示末世

是在「新天地」里完成的。
74

圣经指出现在属于物质的世界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都

要消灭，如彼得后书第三章 10 节讲：「但主的日子要像

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

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难道「新天地」

的教会和韩国果川的那片地就会存留下来吗？而在启示录

第廿一和廿二章所说的新耶路撒冷是形容信徒最后永恒居

所，是基督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家（约十四 2），也是永世

的天堂。

另外，李万熙主张只要教会的人数填满 144,000 人，

那么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就会进入地上「新天地」的信徒肉

体之中，成就神人合一，达到永生不死。

圣经的教训明明指出，死亡临到人类，是因为人犯了

罪，罪恶进入了世界，死亡也随之而来。按着定命，人

人都有一死（来九 27），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 23）。

73 李万熙：《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2》，页49、469。另参李
万熙：《永远的福音新歌启示录完全解说》，页227。
74 李万熙：《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2》，页3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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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耶稣再临时肉体还没死的人，肉体才不会经历死

亡，而非李万熙所说的神人合一。况且启示录上记载的

144,000 这个数字是属灵上的象征而已，但李万熙却将之

拿来大作文章。

（六）圣经论
李万熙自称在耶稣那里得到了启示，具有与圣经的作

者同等或更高的地位。他亦否认圣经的完全，
75 
声称只有

马太福音廿四章和启示录为新的恩约，76 并声称旧约与新

约是无效的。
77

在李万熙派发的高等教材中，有一段「启示录的真相」

直接道出了其将自己的作品与圣经同等的谬论。

这本书并不是人为的想法研究出来的，也不是从人的
那里学来的，是活着的主、圣灵和天使看到的、听
到的，并按他们的指示见证出来的，这些见证是又真
实又可信的，是笔者在主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最好的见
证。《圣经》66位先知和笔者都在记录从神那里所看
到和听到的，笔者所见证的是《圣经》上记载的神的
预言和神所立的约中关于道成肉身的事情。一切都是
神的指示和为神所作的见证。78

这种声称只是李万熙的谬论，因为圣经是世上独一无

二的书，带有无上的权威，是神所默示的（提后三 16），

里面有 3800 次用了「神说」、「耶和华如此说」等用语。

保罗也说他所写的是主的命令（林前十四 37），信徒都

认同（帖前二 13），彼得也宣告圣经的真确性（彼后一

75〈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

76 李万熙：《从天上来的书秘密启示录真相2》，页52。
77 李万熙：《永远的福音新歌启示录完全解说》，页7。
78 参李万熙在1986年出版的《天国的奥秘实相》，见〈韩国异端或似
而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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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约翰也承认他的教训是从神而来，凡拒绝他的

教训，就是拒绝神（约壹四 6），
79
以及「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

他的份」（启二十二 19）。另外，主耶稣也说：「天地要

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二十四 35），「律法的一

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五 18），这些都证明

神的话是真理，不会因环境时间等因素改变而改变的，是

永不会失效的。

四　「新天地」在中国
正如引言所述，「新天地」这股异端之风正从东北向各

省推进，从一份 2008 年外泄的「新天地」信徒名单中，发

现当中有逾千名信徒遍布黑龙江，吉林，辽宁发北京等地。

表 1：2008 年新天地中国信徒省份分布图
80

79 殷保罗著、姚锦荣译：《慕迪神学手册》（香港：证主，1992），
页146。
80 中国人进入新天地异端的人不仅仅是这些人，因在韩国人的名单
里也有一些中国人夹在内，他们是留学生和打工的，在韩国被异端
吸引过去了，留下的地址就是韩国当时的地址。但是那么多的名单
无法一一去查对，其中有的人还不是真实的姓名，所以查对是相当
困难的，所以没办法把中国人都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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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教派在北京

建立的根基，位于较

多日韩籍人仕居住的

朝阳区望京小区星源

国际 B 座，每周两次

礼拜，每次分韩语堂

及汉语堂，约有一两

百人聚会。他们每天

都有学习，随时都可

能一对一进行辅导。

他们也公然以神学院

名义派发单张，而且

一如在韩国那样地不断改名，六月初叫「和平神学院」，

到七月已变成「感恩神学院」，到九月已改名為「北京神

学院」。
81
北京唯恩姊妹曾亲身到「新天地」在京的大本

营暗访崇拜情况，在听其牧师讲道时有以下发现：
82

（一）割裂圣经：「新天地」牧师将整本圣经很简单

地划分为「亚当时代、挪亚时代、摩西时代、耶稣初临时

代、耶稣再临时代」五个时代（理由是每个时代都有一个

神所约定的牧者），并强调每个时代交替兴衰，每个时代

都有该时代的得救之法，不能古为今用。

（二）贬低十架：那位牧师说既然每个时代救法不同，

亚当时代是信「不吃善恶树」，挪亚时代是信「进方舟」，

81〈异端真相揭秘──韩国李万熙（北京神学院）〉，《恩典文章
网》；〈http://news.edzx.com/zhendaoqu/yiduanbianxi/2011-09-19/2550.
html〉（2011年10月11日下载）。

82 唯恩：〈异端暗访手记──北京望京和平神学院（现名感恩神
学院）真相揭秘〉，《新浪博客：警惕异端新天地耶稣教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9879fbd0100tcpy.html〉（2011
年8月18日下载）。 

「新天地」在北京派发的招生单张



56

摩西时代是信「进迦南」，耶稣初临时代是靠「信耶稣」，

所以，如今的耶稣再临时代不能靠旧法，他说：「十字架

的救恩已经过时了」，要「迎接再临耶稣」。如何迎接再

临耶稣呢？只能靠「再临耶稣的使者」，也就是神所预定

的牧者，又名「得胜者」。

（三）自创救恩：那位牧师又说既然如今我们正处在

「再临耶稣」时代，得救必须靠「再临耶稣差来的使者」。

那怎么才能认识这位使者呢？唯恩姊妹当天下午没有机会

听到，但根据观察一位常在此聚会的弟兄几个月来详细的

创世记和启示录听道笔记，得知该使者是一名韩国人，后

来才知道他叫李万熙。

（四）偷换圣灵：据那位弟兄所述，这位使者、得胜

者也是「保惠师」。而唯恩姊妹当天确实亲耳听到牧师说

出如下的荒唐之言：「什么三位一体！……圣父和圣子（父

亲和儿子）怎么可能是一体呢？妈妈和儿子是一体还差不

多！」

（五）诋毁教会：那位牧师指出只有进入得胜者所创

立的教会，并在他们的档案册上进行登记（他们教会是

不受洗，不擘饼的，觉得都是比喻象征）才能得救成为

「十四万四千人」中的一员。而其它教会由于没有真正传

扬神的道，没有解开圣经中这一极大的奇特属灵奥秘，故

此都是巴比伦，都是大淫妇，都是兽，都是异端。颇反讽

的是，这位异端牧师再三告诫会众要小心异端。他贼喊捉

贼式地提出，圣经上预言真假基督会同时来，既然现今时

代假基督已经来了，真基督也来了，真假并存的时代，信

徒要格外小心，不要随便找教会，否则就会失去救恩。让

会众对正统教会失去信任，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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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让唯恩姊妹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牧师反复强

调，耶稣生了，又死了，升天了，现在还未再来，所以宣

传耶稣已经来了，并住在我们心里（他巧妙地将心改换为

肚子）的人就是撒但的使者。为了洗脑，他还声色俱厉地

问信徒：「你们说耶稣有没有来，有没有住在你肚子里

面？」大部分人回答：「没有」，只有几个异议的声音说：

「有」，这牧师便当头棒喝一声：「谁说耶稣已经来了，

就住在你里面！谁就是魔鬼！」然后几乎歇斯底里地大声

问：「再问一遍，真正的神有没有来？！」结果大家就异

口同声回答「没有」。

五　结论
研究「新天地」教义上的神论、基督论、圣灵论、救

恩论、末世论和圣经论，可见此教派不是纯正的基督教信

仰而是异端。
83
耶稣统一联合会研究报告也指出：李万熙

所强调的启示论、神论、基督论、救恩论以及大部分教义

是属于柳在烈派系，根本谈不上是基督教理论，其主张属

于异端，所以李氏所经营的「新天地」和免费圣经神学院，

凡学习、参加其集会者，应予以杜绝。
84

一旦接受了「新天地」的教育，就会给个人的信仰带

来极大的影响，以后不会轻易放弃「新天地」的信仰。笔

者有一位好朋友就深陷其中，甚至宁可与自己的男朋友分

手，也不愿放弃异端信仰。即若有肢体愿意从「新天地」

脱离出来，但要真正把从「新天地」教育当中所学来的知

83〈李万熙（新天地教会，免费圣经神学院）〉，《大韩耶稣教
长老会总会网》；〈http://pck.or.kr/PckCommunity/NoticeView.
asp?ArticleId=60&TC_Board=7819&page=9&Depth=1〉（2010年5月
25日下载）。

84 参李万熙在1986年出版的《天国的奥秘实相》，见〈韩国异端或似
而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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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全部从大脑中删除出去的话，也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漫

长时间。况且从「新天地」回转者，进入正统教会过信仰

生活时，教会也会对其有所戒备，只怕是该异端欺骗人的

新手法，不容易一下全部接纳。这也会导致回转者产生阴

影，不愿意去教会，也不喜欢和基督徒交往。

另外，从「新天地」所吸引的基督徒来看，他们大都

缺乏圣经知识，在教会中也很少听到牧者讲解有关启示录

和末世论。其实这是教会里普遍的现象，因为牧者们在神

学院里学习的时候，听到教授讲好多种末世信息，自己也

拿不准哪个对，所以就不敢轻易在教会里讲解这方面的信

息。那么有些信徒就为了想了解末世，结果就误入了「新

天地」。

要正确地行走在正路上，首先作为基督徒应该多多通

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并要警醒祷告。作为教会的牧者，

则担着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保护好教会中的基督徒。为

了避免神的儿女被异端掳去，牧者应当做好以下几点：一、

不断地督促信徒读经；二、常讲解神论、基督论、圣灵论

及末世论等全方面的真理。关于启示录自己知道多少，就

讲多少，不要不讲；三、研究并讲解有关异端的信息，或

是请研究异端的专家来教会讲解这方面的信息；四、常常

到信徒家里去探访，及时发现有和异端接触的信徒，予以

正确的引导。

正如引言所述，此股韩风现正从中国东北向各省蔓

延，深盼主内的肢体们警醒看守，免得被异端侵吞而不自

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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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异端「安商洪证人会」（下文简称「安证会」）

在他们的教主安商洪去世后竟没有枯萎，反而发展得更迅

速，且以很粗劣的推理法，捧出了所谓的母亲上帝 (God 
the Mother)，强调要加入他们教会方能得救。而这股早已

在 2001 年被定为异端的韩国邪风正在肆虐中国大地，本

文冀能有助中国教会防范他们的侵袭。

一　安证会的源头与发展
（一）五花八门的名称

安商洪证人会是外界对他们的称呼，安证会又称「上

帝的教会」、「神的教会」(The Church of God)，现在对

外发布的名称为「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The 
World Mission Society Church of God)，由教主安商洪于

1964 年建立。
1

（二）数代教主
1. 创立者安商洪（1918-1985）

安证会创始人为韩国人

安 商 洪 (Ahn Sahng-Hong)，
1918 年 1 月 13 日 出 生 于 韩

国全罗北道长水郡溪南面。

1937 年去日本，1946 年 10 月

回国，1947 年 7 月加入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次年 12 月 16 日在仁川落岛从李明德牧师

受浸礼。根据安证会资料，安商洪从 1953 年开始收到启

示，1956 年透过反驳安息日会牧师的讲道，声称真理会透

过自己来恢复。1962 年他与追随自己的 23 名信徒离开安

息日会，1964 年 4 月 28 日在釜山创立了「上帝的教会耶

1〈教会历史〉，《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china.
watv.org/intro/history.html〉（2011年8月24日下载）。

安证会创办人安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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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证人会」。
2 1985 年 2 月 25 日 67 岁时，他在釜山某饭

店进餐时因脑溢血而死亡，
3
但安证会的官方网站却说「基

督安商洪升天」。
4
在安商洪去世后不足一个月的 1985 年

3 月 22 日，他的跟随者将总部从釜山搬到首尔冠岳区奉

天 7 洞，并于同年 6 月 2 日将教会名改为「上帝的教会安

商洪证人会」，把原名称中的「耶稣」改为「安商洪」。
5 

关于安商洪的生平我们了解不多，安证会的官方网页对

此也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但据韩国基督教总会联合会 

的研究，安商洪在死之前，都一直站在「神」的位置上让

信徒把他当「神」一样对待。
6

据称安商洪在世时没有任何医病赶鬼的恩赐，也没有

记载他曾经行过任何神迹。
7
但他著书多部，主题大致为人

犯罪的问题、人和天使的分别、福音与新约及逾越节的奥

秘等，这些书中从来没有说过他得到「神的启示」。另安

商洪也喜欢用不相关连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皆因他的

想象力很丰富，写作时也爱用逻辑推理法和综合归纳法，
8
 

例如他曾尝试用推论法指出一切人类有可能前生都是天

使，
9
但这些并没有圣经依据，只是他的主观臆测而已。

2〈安商洪证人会〉，《中国传教信息研究网（韩文）》；〈http://
www.inbora.com/gnuboard/bbs/board.php?bo_table=board7&wr_
id=115&page=〉（2011年8月25日下载），在此鸣谢David弟兄将此文
译为中文。

3〈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中国传教信息研究所网（韩文）》；
〈http://www.inbora.com/gnuboard/bbs/board.php?bo_table=board2&wr_
id=428&page=13〉（2011年8月18日下载）。 

4〈教会历史〉。

5〈安商洪证人会〉。

6〈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

7〈韩国的安商洪「神的教会」是个不简单的异端〉，《极端异端异
教邪教观察网》；〈http://jesus.bbs.net/bbs/12/1826.html;only〉(2011
年5月31日下载)。

8 同上。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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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任教主张吉子（1943-）
值得一提的是，安商洪已经在 1985 年去世，领袖地

位由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灵妻
10
张吉子 (Zahng Gil-Jah) 接

任，她现在仍然在世，是安证会的重要人物。

张吉子生于 1943 年 10 月 29 日，与其前夫金在勋都曾

在安证会任执事，后与金在勋离婚后，自称是安商洪的「新

妇」。安商洪死后，张吉子

自称是「神的新妇，从天降

下的新耶路撒冷之母」。
11
安

证会的信徒称她为母亲，他

们引用圣经「但那在上的耶

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

的母」（加四 26），他们称

这里所说的母亲就是张吉子。

又根据经文「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

男子」（耶三十一 22），宣称张吉子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

位女性。在正统教会的解经中，「新妇」是用以寓表教会，

主耶稣和保罗都曾用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喻比基督与教会。

圣经从没有出现「母亲上帝」一词，但安证会却牵强附会，

为了证明安商洪和张吉子就是复临的基督，辩称他们姓名

的发音首个字母 A 和 Z，为英文字母的首和尾，正与主耶

稣是阿拉法、俄梅戛，是希腊文字母的首和尾那样，藉以

证明他们二人是复临的基督。
12

在网上搜寻张吉子中文资料，可以看到在中国内地网

上有数个博客专门建来介绍张吉子的活动，她是一个名为

10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2010年6月15日）。

11〈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

12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

张吉子（右）获颁国家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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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ove you 运动」的国际福利组织会长，内容大多关于

义务工作，如献血及探访灾民等。
13
张吉子也因这些公益

活动而得到前总统卢武铉颁发勋章。
14
这也是异端惯用的

手法，透过社会服务来获得社会的认同，却忽略了其本质

的败坏之处。然而，这也值得正统教会反思：是否我们关

心孤儿寡妇的力度连异端也不如呢？

3. 负责人金凑哲
现任总会长为韩国人金凑哲 (Kim Joo-Cheol)，但有关

他的生平网上资料不多，在安证会的官方网站多见他在一

些重要节期出来讲话，而该会的实际精神领袖为张吉子。

（三）发展四阶段
近年来，安证会自称发展非常迅速。截止至 2008 年

该会的资料记录，韩国国内有教会 400 余间，海外有教

会 100 余间，遍及亚非欧美澳各大洲，自称注册信徒已

有一百万。
15
根据该网页的这个记录，我们将安证会截止

2010 年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初始时期（1964-1988年）
安证会创立于 1964 年，其初期资料比较乏见。我们

只注意到按其统计，其创始人安商洪于 1985 年病故后两

年，即截至 1987 年 7 月，该会在韩国有 20 间教会，1988

13《张吉子会长的国际 we love you 运动本部网》；〈http://hi.baidu.
com/dak7986/blog〉（2011年8月29日下载）。另参《we love u本部张
吉子会长网》；〈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37462303_0_1.
html〉（2011年8月29日下载）。

14〈得奖情况〉，《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chi-
nese.watv.org/award/index.html〉（2011年8月29日下载）。

15〈教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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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注册信徒一万名。
16
由此可见安证会在以安商洪为

主力的二十余年发展中，每年平均发展一间教会，每间

教会平均人数达五百人。这在今天的教会发展速度来说，

已算不错的成绩，但对比后安商洪时期的发展，速度却

算缓慢。

2. 突破时期（1989-1996年）
在此期间的 1994 年 6 月，注册信徒人数由 1988 年的

一万名达到五万名，意即六年间增加了五万名，与起初每

年增加五百名比较实是发展神速。而两年之后的 10 月，

信徒人数就很快达到十万名，教会也发展到 107 间。
17

从以上数字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安商洪去世三年之后

的这八年时间，安证会的发展有了很大突破，并开始逐渐

调整其传教策略，主要有以下变化：（一）安证会开始

有了自己定期的大型聚会：「新耶路撒冷赞颂大会」；

（二）有了文字宣教机构：麦基洗德出版社，并有定期刊

物《十四万四千》；（三）有了自己的神学机构：全义山

研修院 (Jounyisan Training Institute)。18
这些全方位的传教

策略都有助其势力的大跃进。

3. 上升时期（1997-1999年）
这期间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安证会开始了海外宣

教。从其记录来看，1997 年 2 月美国洛杉矶教会的建立应

该是安证会第一间海外教会，同年的 4 月和 6 月，又分别

在巴基斯坦和德国建立教会；由此推测他们海外宣教的开

始时间大约为 1996 至 1997 年之间，因为在 1996 年之前

16〈教会历史〉。

17 同上。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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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海外宣教记录。在 1998 年的 2 月和 5 月，安证会还

分别组织了一万名和两万名的传道队差派仪式，并陆续在

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建立了教会。
19

随着其海外宣教步伐的开始，1998 年国内教会发展到

210 间；至 1999 年，其注册信徒人数由 1996 年的 10 万达

到了 20 万。
20

可见由于其海外宣教的开展，安证会在经过八年的突

破时期后，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上升时期，实在值得

我们反思。

4. 高速发展期（2000-2008年）
在经过以上三个阶段之后，安证会进入了高速发展

期。经过九年的时间，截止 2008 年，其国内教会增至

400 余间，海外教会则达到 100 余间，注册信徒人数达到

一百万，每年以接近九万人的增长速度在快速发展。另外，

在其 2005 年组织的海外宣教大会上，据报导有 25,000 人

19 〈教会历史〉。

20 同上。

总会长金凑哲访联合国捐献十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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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自费到海外宣教。
21
而且根据其网页截止至 2010 年的

记录，安证会还不断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建立海外教会。
22

另外据其官方网站，安证会在 2005 年于韩国沃川建有

Go & Come 研修院 (Okcheon Go & Come Training Institute)，
用于大规模教会活动和圣经教育，据称可举行一万五千人以

上的大规模会议。
23
另外，2002 年在韩国还建有专门接待访

韩外国信徒的埃洛希姆研修院 (Elohim Training Institute)。24

在教堂的建造和附属研修机构的建立上安证会可谓不惜血

本，不遗余力，以支持他们的各项事工和宣教活动。因为

安证会的教义特别强调末世观和十一奉献，并以此为得生

命的依据，相信这也为该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21〈装满生命水向五大洋六大洲出发！〉，《上帝的教会世界
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china.watv.org/news/korea/content.
asp?submenu=index&no_idx=443&seq=18&page=1〉（2011年8月30日
下载）。

22〈教会历史〉。

23〈往撒玛利亚和地极“Go”，到圣灵和新妇“Come”〉，《上帝的
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china.watv.org/news/korea/content.
asp?submenu=index&no_idx=439&page=2〉（2011年8月30日下载）。

24〈教会历史〉。

安证会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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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证会教义的谬误
韩国基督教总会在 2001 年第 12 届会议中把安商洪的

「证人会」（「神的教会」）定为异端，原因有七：(1) 

教主（安商洪）的神格化；(2) 将张吉子称为上帝的新娘；

(3)周六安息日教义；(4) 逾越节教义；(5) 毛巾教义（指

女的要蒙头）；(6) 时限终末论（指世界末日的预言）；(7) 

要填写生命册才得救等教义是异端思想。
25
他们甚至指出

安证会是「从正统教会中分离出来的安息日会派别中的另

一个异端，按《圣经》的观点连批判的价值都没有」。
26

所谓异端，一般都有其共同特征，就是在基要真理上

出现错误，在这一点上安证会也无例外。由于安商洪本人

有安息日会的信仰背景，安证会的很多教义与安息日会有

相似之处，但它在基本信仰上的内涵却足以令对圣经稍有

认识的人瞠目结舌。特别是安证会强调启示以及应验，很

强调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圣经的启示，故其会友很自豪于

他们对圣经尤其是启示文学的研究很下功夫，解释得非常

「透彻」，
27
然而所谓的「透彻」指的是几乎全部启示都

应验在他们的教主和教派身上。现在网络上已有不少文章

揭露他们的错谬，下面我们试透过其官方网页公开发表的

言论，来说明安证会为何会被定为异端。

（一）三一神论
安证会信徒基本不会提及耶和华神的名，他们称上帝为

「埃洛希姆上帝」，大概取自于希伯来原文对上帝称谓的

复数形式 Elohim 的韩文音译。其官方网页上是这样的解释：

25〈安商洪证人会〉。

26〈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

27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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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洛希姆上帝」是「上帝们」的意思，不是指单数
的上帝而是两位以上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以
男性即父性上帝和女性即母亲上帝存在。上帝的教会
世界宣教协会已经迎接了再临基督安商洪父亲上帝和
天上耶路撒冷母亲上帝。提起「上帝」，几乎所有的
人都只会想到「父亲上帝」。并且怀有只存在一位父
亲上帝的固定观念。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不仅有父
亲上帝存在，还有母亲上帝的存在。28

他们之所以认为有「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的存

在，是因为「圣经称上帝是复数的上帝，并晓谕上帝的形

象是男人和女人，所以存在男性的上帝和女性的上帝。」

并做了进一步解释：「在万物的法则中蕴含了上帝的神性

（罗一 20），没有母亲的存在，父亲独自生育子女的生物

存在吗？」
29

他们接着这样解释：

「我们」作为复数的概念用希伯来语叫「耶洛莹」。
耶洛莹作为上帝们的意思，是复数概念的上帝，即指
上帝父亲和上帝母亲。有人说：以复数概念所称呼的
「我们」上帝，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上帝。

假如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这世上就应当有三种形像
的人，即像圣父上帝形象的人、像圣子上帝形像的
人、像圣灵形像的人登场了。

但这地上只有两种形象的人，即男子和女子。因此，
创世纪1章26节登场的复数概念的上帝，是指男性的
上帝和女性的上帝，即上帝父亲和上帝母亲。30

28〈埃洛希姆上帝〉，《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text.
watv.org/chinese/truth/list.html?gub1=mother&gub2=jerusalem〉（2011年8月17
日下载）。

29〈天上母亲〉，《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text.
watv.org/chinese/truth/view.html?idx=1033〉（2011年8月17日下载）。

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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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谓上帝是有「男性的

上帝和女性的上帝」，依据的是创世记第一章 26 节：「神

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以及第 27 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

形像造男造女。」而他们对这两句经文的解释则完全是根

据经文的字面意思，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即：

地上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所造，地上的人形像是有男有

女，上帝也就有男有女。故此，安证会的信徒要称他们的

教主为「安商洪上帝」或「安商洪父亲」，他们祈祷、洗

礼都是奉安商洪的名，他们甚至篡改主祷文，并命名为安

商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安商洪父亲，愿人都尊你

的名……」最后在结束时，还要说「奉我主基督安商洪的

名祷告。阿门。」
31
他们认为安商洪的身份就是至高上帝，

也是再临的耶稣，又因耶稣基督升天前许诺赐下保惠师圣

灵，所以安商洪就是再来的「主」保惠师圣灵。在这种教

义之下，他的信徒看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关于这一点，

有文章指安商洪去世以前一次也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神，

也没有称自己是基督再来，但在他死后却有安证会的信徒

宣称他曾私下向数位弟兄透露自己是上帝。
32

教会历史中的异端邪教往往在「基督论」、「救恩

论」或某些神学观点出现错谬，而将一个人高举为神的全

部三个位格却十分罕见。他们三一神论错谬的关键就在于

对「我们的形像」这句经文的理解。那么，究竟什么是神

的形像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

时说：「神是灵」， 这就说明神和人有着本质上的分别，

31 晨祷：〈关于异端安商洪证人会（「神的教会」）的特别整理〉，《恩
典在线网》；〈http://www.edzx.com/Article/Class9/Class15/200610/10281.html〉
（2011年8月25日下载）。

32〈韩国的安商洪「神的教会」是个不简单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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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并没有物质形体。一般对「我们的形像」的解释均

是指神的属性而言，是说人的生命反映出神的本质。正如

学者艾利克森 (Millard J. Erickson) 所言：「形像是存在人

本质里的东西，人依此而被造；它指人的『所是』（is），

而非『所有』（has）或『所为』（does）。」
33

由此可见，他们在神论上的主要神学理据其实是一个

推理出来的「道理」，而非真理。而他们这种推理的根本

性错误就在于其前提实质是把神人格化，即等同于人，由

此得出上帝有性别这样的结论，这是对上帝严重的亵渎。

（二）基督论
在基督论方面，他们把安商洪当成了道成肉身的神。

我们在其官方网页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启世录十九章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
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
了」，上面话语中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
自己预备好了」，这里的羔羊是指耶稣，即指再临耶
稣安商洪。34

在讨论逾越节的文字中，有这样的句子：「恢复新约

逾越节的安商洪上帝，是应验圣经所有预言登场的再临基

督，是上帝。」
35

如果说他们的「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概念是通过逻

辑推理得出的结论，那么「再临基督安商洪」这个概念则

连推理的步骤都省略了，而是毫无顾忌地露出异端本色──

33 艾利克森著，郭俊豪等译：《基督教神学》卷2（台北：华
神，2003），页79。
34〈天上母亲〉。

35〈逾越节〉，《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text.
watv.org/chinese/truth/view.html?idx=665〉（2011年8月22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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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官方网页上，除了引用经文，凡是有「基督」的地方，

大都是以「再临基督安商洪上帝」这样的语句来表达，基

本上不提基督耶稣或耶稣基督。

安商洪出生于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家庭，安证会的信徒

就援引希伯来书对大祭司麦基洗得的引述「他无父、无母、

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希七 3），指出他虽然有父母，但因为他们不信基督，

所以他有父母如无父母。
36
但希伯来书这段话是指麦基洗

德乃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和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毫无关系，

他们对经文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是穿凿附会，曲解圣经。

由于安商洪从前的职业是一名石匠，据安证会的信

徒称，这一点符合圣经中关于「匠人的头块石头」（诗

一百十八 22）的说法，所以安商洪就是那在圣经中指向

主神和基督耶稣而言的「磐石」。
37
在福音书中主耶稣

亲自引用过这句经文（太二十一 42；可十二 10；路二十

17），根据上下文的关系，这是主耶稣指着自己说的：祂

被自己的百姓所拒绝，但祂将成为教会的基石。彼得前书

第二章 4 至 8 节中也解释此节经文，强调基督耶稣是教会

的基石。

除了麦基洗德和「磐石」的讲论属于生硬穿凿之外，

下面更有此教派的奇谈怪论：

安证会认为安商洪是基督，因为他在《神的秘密》与

《生命的泉水》两本书中称，只要信徒们祷告时用安商洪

的名字，并且追随他们所坚信的安商洪，他就会在死后

再临。另外，他们也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 32 节中所述：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

36〈韩国的安商洪「神的教会」是个不简单的异端〉。

37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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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给他。」他们认为耶稣虽是大卫的主，但大卫任职 40
年，耶稣传道才 3 年半，其余的 37 年是安商洪从 30 岁到

67 岁之间的 37 年所作的工作，所以再临主和安商洪的名

字是神新的名字，而那名字就被启示在启示录第十四章 1
至 2 节中──「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

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

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安证会认为其中「众水」

指的是「洪」，「琴声」指的是「商」，安商洪这名字又「巧

妙」地与启示录挂钩。
38

基督论在教会近两千年的发展史上一直居于神学中的

核心地位，也是抵挡异端的一把利剑。透过上面的简略分

析，已不难看出安证会的异端本质。

（三）救恩论
正统教会视救恩的工作体现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赎去

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救恩。因此救恩的理论把神论、

人论、罪论和基督的救赎等多个基督教主要教义联在一

处。这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复杂的题目，但其价值却非同

寻常，因为这是基督教神学与信徒生命发生关联的关键。

比较而言，安证会的救恩观就简单很多，他们解释说

「圣灵」是安商洪，「新妇」是张吉子，唯有透过安商洪

和张吉子，世人才可得永生，他们是「父亲上帝」和「母

亲上帝」。另外，安证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守逾越节

的教会，教主安商洪的到来重新恢复了逾越节。安商洪认

为从主后 321 年开始，到 1948 年他自己重建教会为止，

期间所有没守逾越节和安息日的人都无法得赎。
39

38〈韩国异端或似而非教〉。

39 晨祷：〈关于异端安商洪证人会（「神的教会」）的特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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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官方网页上写道：「但事实上，不知道逾越节就谈

不上得到救赎了。再临基督安商洪上帝重新找回了耶稣做

榜样的逾越节，迎接再临基督安商洪上帝的教会是全世界

唯一遵守逾越节的教会。」

又说：「主后 325 年尼西亚宗教会议上，废除如此重

要的新约逾越节以后，再也找不到逾越节了。逾越节遭到

废除的情况下，在这世上谁能得到生命呢？因此，为了重

新恢复废除的逾越节，耶稣说要再来。」
40
在他们看来，

只有守节期才是得救的关键。「但事实上，不知道逾越节

就谈不上得到救赎了。」
41
「在上帝预定的末时灾殃中得

到拯救的唯一的路是逾越节。」
42
「（大）赎罪日是圣历

7 月 10 日，这日是以色列百姓们一年来所犯的罪得到赦免

（利二十三 27）如今为了使我们一年来所犯的罪得到赦

免，一定要遵守（大）赎罪日，不遵守（大）赎罪日谈不

上罪得赦免了。因此，上帝的教会按照再临基督安商洪上

帝的教导纪念并遵守（大）赎罪日。」
43

在他们眼里，只有守逾越节才是得救的唯一道路，守

「赎罪日」才能罪得赦免；只有守逾越节的教会才是真正

教会，守逾越节的信徒才能得救。他们把「因信称义」的

救恩变成了因守逾越节及赎罪日才能称义的救恩。

此外，安证会信徒恪守安息日崇拜，并在一年一度的

逾越节上领唯一的一次圣餐。值得一提的是安证会对考勤

查得很严，他们会有专门的考勤册记录信徒的出勤情况，

而且称之为「生命册」，强调名字不记录在他们的「生命

40〈逾越节〉。

41 同上。

42 同上。

43〈大赎罪日〉，《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text.
watv.org/chinese/truth/list.html?gub1=festival&gub2=atonement〉(2011
年8月16日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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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中就不会得救。
44
而要守逾越节则要先受浸礼，因为

他们认为浸礼是让罪葬在水里。
45

说到救恩论，就会讲到人有罪，唯有基督才能拯救我

们。由于安证会严重错谬的三一神论和基督论，因此他们

的救恩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关于救恩，圣经是怎么说的

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

二 8）这里清楚说明救恩乃是神所赐，得救在于信心而非

行为。另外，罗马书第三章 24 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和彼得前书第二章

24 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

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

得了医治。」更是清楚说明，若非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舍

命流血的救赎之功，人就不能得救。

至于逾越节，乃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晚，他

们把羊羔的血涂到门框上，在灭命的天使击杀埃及人长子

及头生的牲畜时得到拯救。这件事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工作，祂是神无瑕疵的羔羊，祂的血要流出，好把祂的百

姓从罪和审判中拯救出来。而基督徒守主餐正是为了纪念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命，并指向祂的国将要

在荣耀中降临。
46
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7 节下：「因为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由此可见，安证会的救恩论只是对圣经经文的断章取

义，曲解真理，这也是异端的一个共同特征。

44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

45〈浸礼〉，《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china.
watv.org/truth/fundam_baptism.html〉（2011年8月30日下载）。

46《圣经．灵修版》，第四版（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3），新约
页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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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末世论
末世论是讲有关耶稣再来的事情，异端最容易出现问

题的地方就是末世论，安证会在此也没有例外。

安证会称世界历史按圣经记载可分为三个时代，即圣

父时代（旧约）、圣子时代（新约）和圣灵时代。而安商

洪本人就是圣灵上帝，所以称现在的时代为「圣灵时代」，

在他们看来，圣经中所说的基督再临，并非是二次再临，

而是三次再临。因为安商洪本人已死去，而「母亲上帝」

张吉子犹在。他们认为张吉子肯定不会像普通人或安商洪

一样死亡。她的死会是特别的，安证会信徒称她会「升

天」，而且带走信徒，那时安商洪基督就会「再临」，就

是第三次再临，也就是世界末日了。这种末世观曾经造成

他们数次（1988 及 1999 年）宣称安商洪基督将要再来，

即世界末日的来临，并且因此命令信徒必须「努力」全然

奉献给「神的教会」。
47
在其官方网页有以下的言论：

就如初临时预言了在伯利恒诞生一样，再临时圣经中
也必有关于再临场所的预言。就是东方地极之国「大
韩民国」。再临基督安商洪上帝按照预言披着肉身来
到世上，实现无花果树比喻的预言在1948年再临，再
临之地就是东方地极之国「大韩民国」。

赛四十一4：「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

东方兴起的那人就是上帝，即上帝要亲自披上肉身降
临于东方的意思。按照此预言来临的就是安商洪上
帝。所以上帝的教会所迎接的安商洪就是上帝。

47 晨祷：〈关于异端安商洪证人会（「神的教会」）的特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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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四十一11：「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抱愧蒙羞；与你相
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

以赛亚先知再次对在东方地极的国家兴起的一人作了
记录。在圣经里，鸷鸟比喻着上帝（申三十二11，出
十九4），在东方召鸷鸟，又召一人的话语是指上帝
要以人的模样来到东方的意思。所以，安商洪上帝以
人的模样来临了。48

那么安证会引用以赛亚书时反复强调的「东方」究竟

是指哪里？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25 节中提到的「我从北

方兴起一人」究竟又该如何解释呢？解读圣经，绝不能像

安证会那样离开当时代的社会背景私意解经。因为以赛亚

所在的地区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在他的一生之中，西

方各邦所受到的威胁，都是来自东方，而入侵的军队则都

是由北而下。但是当以赛亚在后面逐渐发挥这个题目时，

那位匿名的征服者成了古列王（赛四十四24～四十五7），

他的确出于东方，而且是由北方临到巴比伦。
49
其实，「东

方」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地理观念，就是指巴比伦以及其

后的波斯。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是预言神要兴起波斯王古列

去灭掉巴比伦，因神要藉他的手拯救自己的百姓。历史的

发展一如先知的预言，正是古列大帝下诏使被掳的以色列

人开始归回，这在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 22 至 23 节和以斯

拉记一章中有明确记载。

况且基督耶稣二次再来必定是荣耀的降临，这是圣经

清楚讲明的：「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

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

48〈再临基督：关于东方〉，《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
〈http://text.watv.org/chinese/truth/list.html?gub1=father&gub2=east〉(2011
年8月16日下载)。

49  莫德：《以赛亚书》，丁道尔释经注释（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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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云降临。」（太二十四 30）；「看哪！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

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启一 7）；「因为主

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

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

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四 16 ～ 17）
透过圣经的记述，可以看到基督耶稣再临称得上是惊

天动地，「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又怎么会是悄无声息地降临到地上的某个角落，不为世人

所知呢？

（五）教会论
在安证会官方网页的自我介绍中，他们称自己为

「上帝亲自建立的教会，是地上唯一的真教会。」
50 

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有一个他们制作的《相对的异端

和绝对的异端》的短片，表达了他们对所谓「异端」的定

义：第一，遵守星期天礼拜的教会是异端；第二，不遵守

逾越节的教会是异端；第三，遵守圣经里没有的 12 月 25
日为耶稣诞生日的教会是异端；第四，立十字架的教会是

异端。
51
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除了安证会，恐怕没有不

是异端的教会了。

另外，安证会不容许信徒接触其它基督信仰的教导，他

们称跟从安商洪为「奔向锡安」，信徒若返回正统基督教

50〈实践基督的爱的上帝教会〉，《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
网》；〈http://chinese.watv.org/intro/welcome.html〉（2011年7月4日下
载）。

51〈相对的异端和绝对的异端〉，《Youtube网》；〈http://www.
youtube.com/watch?v=98mkWvPtZwI〉（2011年8月24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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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则被批判为「走向巴比伦」，接近基督徒的原因也只

为传他们的「福音」。他们甚至看与非安证会信徒握手为

「异俗」。他们也不许信徒有异心，不顺从安证会的信众

被批评为受魔鬼控制，「不悔改」的信徒也不可参加敬拜。
52

 

（六）其它独特的信仰行为
1. 安证会的一些特殊观点与崇拜上的特别要求

透过安证会在网络上载的一些有关其教义的视频，可

以了解到一些他们的信息。例如他们反对在圣诞节敬拜主

耶稣的出生，所以他们不庆祝圣诞节；而基督教的标志

──十字架，也被他们视为是偶像崇拜，
53
他们严禁信徒带

十字架和过圣诞节，在其聚会的地点也看不到有十字架。

安证会在崇拜上还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包括：在进入

他们的教会以前，男子要脱鞋（依据是摩西在何烈山上与

神见面时脱鞋），女子要蒙头（依据林前十一 2 ～ 5)，以

示他们的虔诚。
54
他们的

男女信徒彼此间不握手。

这虽然只是一些外在表

现，但是仍可看出他们

强调字面解经和应用。

52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

53〈崇拜十字架就是崇拜偶像〉，《Youtube网》；〈http://www.
youtube.com/watch?v=_M_AnBQT9bQ&feature=related〉（2011年8月
24日下载）。

54 晨祷：〈关于异端安商洪证人会（「神的教会」）的特别整理〉。

安证会的女信徒蒙头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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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证会的「学经」与「新歌」
安证会的崇拜称之为「学经」，每个安息日，安证会

都会有三堂聚会，从上午直到晚上，而且要求来的信徒三

堂全部都参加。在这种强制的意识灌输与洗脑的过程中，

造成听众彼此对教导的认同感。而且安证会不建议女性讲

道，在「学经」的过程中，对新信徒可以随时「施洗」。
55

与传统教会相仿，安证会信徒在崇拜中也会唱诗，

但他们所唱的与普世基督教会完全不同，而是自己编撰

的诗歌集，称为《新歌》。这是一本由从韩国安证会统

一制作的歌本，已经翻译为各种文字来应用到他们的

教会中。其内容只是赞美歌颂「父亲安商洪」和「母

亲张吉子」。至于为什么叫《新歌》，相信是取自于

启示录中「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

歌，彷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

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启十四 3）的字面直意。
56 

三　安证会在中国
安证会在中国内地的宣教情况很难在相关的网上资料

中寻得，只看见其在 2001 年于香港建立教会，
57
并有策略

地派员分头进军香港的十八区，且集中向青年人传教，发

展甚速。
58
估计以香港的特殊地位，其传入内地的年份应

在 2001 年之后。

55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

56 同上。

57〈教会历史〉。

58 邝伟志：〈天国近了〉，《短宣双月刊》第136期，页3；〈http://www.
hkstm.org.hk/monthly/136/136_p3.pdf〉（2011年9月29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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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别地方
1. 在北京

据曾在安证会的贺弟兄讲述，安证会在中国起初只在

与朝鲜相邻的吉林省朝鲜族语聚居区的人群中宣教，但近

年来很快地渗透到内地。很多大中城市近年来都见他们的

踪迹，以北京为例，2007 年似乎是他们「复兴」的一年，

在北京建立了许多家庭聚会点，虽然每个聚会点人数不

多，多为 10 至 20 个人左右（相信这也是他们的策略），

但总人数较可观，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北京三年以前就有

约 600 多人，现在则更多。据称他们在北京的领导人是个

五十多岁的韩国人，在韩国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也说明他

们很看重中国内地的事工。
59
因为安证会在中国国内的宣

教侍工作较为隐蔽，故很难核实其在内地的资料。

2. 在西北
另外，他们亦向西北发展，根据如今可以在网上找到

唯一一篇内地官方网站报导，有五名操东北口音的安证会

教徒，在天水秦州区兰天广场、中心广场等繁华地段对行

人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并在今年 2011 年 7 月 24 日被公安

人员逮捕。原来他们计划在此区发展 20 名成员，故先租

民房一套，收集了市基督教会周一、周三、周五及周日的

活动情况后，白天、晚上在兰天广场、中心广场、文庙及

籍河风情线等处分头物色中青年人传教，已初步接触物色

20 余人，并多次打电话要求他们到其住处听课、洗脑、受

洗。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名教徒均持有护照，其中李淑洁、

刘香春及金东花三人曾去韩国参加安证会活动，并得到张

吉子的接见，李淑洁及刘香春持有与张吉子的合影照片。

59 郭利民：〈电话采访已归正的原安证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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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还曾在青海、兰州等地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60
另外，

这五人都来自东北，其中有四人来自辽宁省，一人来自黑

龙江，其中一名男性年仅 22 岁，
61
由此亦可见其势力应以

东北为重。

（二）传教方式
1. 「诚意」传教

在中国大陆，由于政策原因，不能自由表达信仰，安

证会的传教策略亦因此比较小心，但是他们的传教方式是

很有「诚意」的。

从目前我们采访到的资料以及网上披露的情况看，安

证会常常采用一对一，二对一的方式，对正统教会内外的

人宣讲「福音」。传教人员大多是以女性为主。他们的宣

教活动有时是在教会的附近，拉拢不明真相的基督徒听他

们讲圣经的启示，讲他们的「福音」。他们也会在大学校

园内、大街上向非信徒传教。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主内姐妹向我们讲述了她在通州区

的亲身经历：

那天我去教师进修学院拿资料，刚刚下车就碰到一个
人问我附近有没有基督教堂，我说：这么巧，我也是
基督徒。然后她表现得很热情，留下我手机号、问我
在哪里聚会、什么时候受洗；问我们教会让我们什么
时候吃饼、喝杯。我回答了她前面所说的所有问题，
当我说到我们每个月领圣餐时，她说我们触犯了神的

60〈秦州区「百日利剑」行动遣返非法教徒 维护全区稳定〉，《天
天天水网（甘肃日报）》；〈http://www.tsrb.com.cn/xqlb/2011-07/27/
content_157498.htm〉（2011年8月30日下载）。

61〈秦州区宗教局处理东北安商洪教会骨干分子来我区非法传教活
动〉，《天水秦州网（政府网站）》；〈http://www.qinzhouqu.gov.
cn/jinriqinzhou/bumeng/201107/Article_20110726093714_53299.html〉
（2011年8月30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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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她说逾越节是半年举行一次（好像说的是半
年，我有点不太确定这个数字了），说我们在吃喝自
己的罪了，还问我知道圣经上有「母亲上帝」吗？我
说我不相信，她说给我找圣经。我忘记了是哪一章
了，她提到那里的「新妇」就是指的母亲上帝，我
记得老师教我这里的意思是指「耶路撒冷」，她说是
谁的肉身生了我，我说是我的母亲，所以她接着讲一
个父亲不可能单独就孕育出一个孩子的，只相信父亲
上帝，不相信母亲上帝是不会得救的，而且还说圣经
上只有几千人（她说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我忘记
了）可以得救，今天遇到我就是神的意思，要我把握
机会去听一堂得救的课，听完就可以得救，我心里觉
的不平安所以就走开了。她大概有40多岁，还有一个
大约25、26岁的姑娘和在她一块。62

另外据贺弟兄讲述，他是在北京朝阳公园中被安证会

的信徒盯上了。他们从以色列历史的预言和应验开始讲述

圣经，很是吸引人。及至来到他们的「教会」，他们的牧

师传道极尽谦卑，服事关怀，倒水做饭，亲力亲为，非常

到位，很有「见证」。他们要求信徒或跪或坐参与崇拜，

他们的传道人则全时间跪着讲道，以身作则。总之，安证

会信徒用他们超凡的「热心」来掩盖他们荒谬的教义，用

「真诚」来打动那些缺乏圣经知识的信徒和从未读过圣经

的人们的心。

至于贺弟兄为何脱离安证会，原来并非对他们所讲论

的内容有什么异议，而是因为尽管他们的教导奇妙非常，

待人又热情关怀，但是始终感觉此信仰并无法和现实生活

相配合。后来听到真正福音信息以后，醒悟过来，最终使

他彻底离开安证会，归信耶稣基督。

62 陈连虎：〈网上访问北京一姊妹〉（201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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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用媒体
安证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利用网络去宣传自己的

教义，并设有互联网设计竞技大赛，因为「在福音的领域

里因特网宣教部份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因此就需要更多

能在因特网的世界显出上帝之荣耀的同工和执事。」
63

我们可以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找到很多他们的短

片，大多是将一些正式发行的影片片段剪辑，然后配上自

己要表达的信息，
64
短片剪辑的颇具水平。这些短片涵盖

的范围较广，有他们关于圣诞节、逾越节、安息日及十字

架的观点，也有他们参与社会关怀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

很具诱惑性。在这些短片中，他们举出一些极个别的例子

来强化自己的论点，例如欧洲某处教堂被改为餐厅，被其

用以说明传统教会才是异端。对圣经真理不甚了解的人，

若是只看这些短片，很容易会认同他们的观点。

除了善于利用网络外，他们还利用手机短信的方式来

传教，近日我们从

网上看到有这样的

信息：

有肢体在主内

网站上发帖说「一

位在北京工作的姊

妹收到的短信拉她

进去，她拒绝了。

短信内容为：谢谢，

63〈第二届因特网网页竞技大赛受奖式〉，《上帝的教会》；
〈http://chinese.watv.org/news/korea/content.asp?submenu=index&no_
idx=463&page=2〉（2011年9月29日下载）。

64〈母亲上帝〉，《Youtube网》；〈http://www.youtube.com/watch?v
=d2X6obNFy1s&feature=related〉（2011年8月24日下载）。

安证会制作的短片:〈十字架是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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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告诉你的是在我们这个末后时代只有迎接圣灵和新

妇的人才能得到最终的救援。还有一条就是说要相信父亲

上帝和母亲上帝。」
65

3. 貌似正统
如果不了解安证会的背景而打开其网页，你会发现这

个组织在体育方面很热心做啦啦队或义工等工作。从其网

站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得出，他们很擅于「抢镜头」，以致

内地一些主流或官方网站如雅虎、新华网等也在不知就里

的情况下为他们做了宣传。
66
也使不知就里的弟兄姊妹以

为内地政府也认可他们所做的。

安证会在获得韩国政府的认可方面下了一番功夫，这

也突显在国民体育方面。例如安证会在 2003 年的第八届

釜山亚太残疾人运动会和 2004 年第 22 届大邱大学生运动

会等多个项目中都派出了义工、志愿者团队，并「作出了

重大贡献」，以至于包括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卢武铉，国

务总理李海赞等政府要员都曾为此颁奖给安证会的高层领

袖，盛赞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特别贡献。
67

这种社会服务本是教会使命的外展，与信仰并无直接

关联，但安证会高调宣传和报告这些「政绩」，藉此来美

化他们的社会形象和塑造在世人面前的善行。这样予人他

们的事工「得到政府特别认可」的印象。据说，安证会在

中国国内传教时，会强调他们的宣教尽管在中国遭到政府

65〈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异端〉，《极端异端异教邪教观察网》；〈http://
jesus.bbs.net/bbs/12/2485.html?ne=1&ni=1〉（2011年8月25日下载）。

66〈言论报导：因特网〉，《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
〈http://china.watv.org/press/list.asp?gub=W〉（2011年8月26日下载）。

67〈得奖情况〉，《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网》，〈http://chi-
nese.watv.org/award/index.html〉（2011年8月29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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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与干涉，但在韩国却深受政府的支持。这种强调方

式也可带来国内部分对政治不满人士的特别青睐。

四　对应策略
正统基督教会一定要教导信徒建立整全的神论、基督

论、救恩论与末世观等神学基础，竭力使信徒对福音有正

确的认识、防范异端的错谬教导。在近代诸多的异端邪教

的教导中，屡屡是在基督论及末世论出现错谬。在圣经中，

针对末世来临之征兆的提问，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

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路二十一 8），主耶稣所预言的假基督和错谬福音如今

正应验在各种异端邪说之中。

作为神人中保，主耶稣的独一性是不可替代的，祂完

美的救赎与代偿也是无可复制的。但安证会却发明了另外

一套福音，并且把三位一体上帝的所有属性全部加诸于安

商洪一身，并封为宇宙主宰。在他离世后又生出「母亲上

帝」之说，以延续欺骗人的谎言，叫罪孽在他们身上显大，

安证会擅于「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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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使多人陷在罪中，成为吞噬生命的网罗。正统教会务

要警惕魔鬼撒但无时无刻不在筹划邪恶的工作，「如同吼

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 8），

作主工的人当随时留意保守，为教会警醒代祷，保护羊群，

防备罪恶的侵袭。同时，信徒领袖须多方栽培会众，当三

位一体真神的属性、救赎和启示成为信徒心中牢不可破的

信仰基石以后，任凭风浪侵袭，靠着神的恩典与怜悯，就

可以抵挡一切仇敌的工作。教会也当奋力外展多做主工，

抢夺生命。殊不知大凡异端邪教，他们的宣教工作往往分

外努力。像安证会这样的异端邪教更是多管齐下，研经、

栽培信徒、宣教、社会服务齐驱并进，难怪有那么多人会

盲从上当。然而，正统教会在中国还只是初期状态，眼界

待开阔，跨越过分关注教会内部事工的局限，放眼去关注

社会，关注时代，注目基督，紧随圣灵，从而凭借主恩，

荣耀主名。

此外，新生正统教会在中国大地虽遍地开花，但根基

尚浅，没有形成完善神学体系，须恒久忍耐。当今的中国，

在经历长久的信仰缺失以后，正在渐渐觉醒，人们渴慕思

考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正是上帝所预备的禾场，教会要走

出去为主做工，更要预备打美好的仗。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有强大而深厚的神学根基，异端邪教尽管有华丽的包装，

新奇的教导，背后也有邪灵的工作，但在我们的主基督面

前则一触即溃，教会怎样把这样的属灵装备尽力尽意教导

会众，使之成为神的军队，这势必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当

信徒全面成长起来，就「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

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

样的异端了。」（弗四 14），愿主保守当今的中国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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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信母亲上帝的「安商洪证人会」

參考網站
网名／内容 网址

安证会官网 http://china.watv.org

优酷视频：十字架是偶像 http://u.youku.com/user_show/id_UM-
jAzODQ1ODYw.html

安证会在内地博客 http://lihong1988.blogspot.com

相片來源

• 安证会创办人安商洪：http://english.watv.org/intro/introduction.asp
• 张吉子获颁国家勋章：http://china.watv.org/intro/history.html
• 总会长金凑哲访联合国：http://chinese.watv.org/news/world/content.

asp?cons=index&no_idx=943
• 安证会的势力范围：http://china.watv.org/mission/overseas.html
• 安证会的女信徒蒙头聚会：http://china.watv.org/news/korea/con-

tent.asp?submenu=index&no_idx=429&seq=22&page=1
• 安证会制作的短片:〈十字架是偶像〉：http://www.youtube.com/

watch?v=C37hXfL6P3A&feature=related
• 安证会擅于「抢镜头」：http://china.watv.org/press/content.asp?gub

=W&articleid=n20030829515&seq=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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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Dragon（简称RD，「赤龙」）是「国际基督教会」

（The International Churches of Christ，简称 ICOC）在中

国大陆建立的分会的统称。对于 ICOC，有较多的研究或

报告集中于其 2003 年之

前的情况，对其后的发

展变化所论较少，尤以

论及在中国内地发展变

迁的更为鲜见。本文透

过对 ICOC 在 1991 于内

地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也

即华南地区总部）──广

州 RD（迄 2006 年才有

中文名称「广州基督教

会」）田野访谈和问卷

调查，
1
发现其教义在「救

恩论」上，体现出过份强调悔改和洗礼功效的极端倾向，

其建制在教义实践、内部架构、领袖地位、教会观念、传

教方法和生活灵命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异端特征。

一  RD与ICOC的关系
（一）ICOC的总体发展脉络

「国际基督教会」由美国人麦基柏 (Kip McKean) 创
立于 1979 年，当时称「历克辛顿基督教会」(Lexington 
Church of Christ)， 后 易 名 为「 波 士 顿 基 督 教 会 」

1 访谈6人，收回调查问卷13份。受访者包括原广州RD普通门徒、查
经组长、全职和教区领袖，他们在RD的平均时间为8年，84.6%于2004
年之后离开。

RD（广州基督教会）的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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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Church of Christ)，其来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
2
 

1992 年，所有由麦基柏成立的基督教会联合命名为

「 国 际 基 督 教 会 」(ICOC)。 至 1999 年， 其 在 158 个

国家和地区有 372 间分会，主日崇拜人数近 20 万。
3
 

因其强调浸礼得救、称自己为唯一真教会、金字塔式的

权力结构、高举律法在恩典上、要求完全委身及强调顺

服的师徒制度等特征，较多声音指证其为「极端」、
4
 

「异端」。
5

2003 年，「伦敦基督教会」传道人亨利 (Henry Krie-
te) 发表题为〈诚实对神〉 (Honest to God) 的公开信，详

列 ICOC 的种种问题，
6
引发席卷全球 ICOC 的风暴，麦

基柏退出 ICOC，全球的 ICOC 也陷入混乱，会众人数锐

减。2006 年 3 月，ICOC 发布〈教会合作计划书〉 (Plan for 
United Cooperation)，7

意在矫正错误，呼吁约 500 间有相

同历史、传承的教会团结。
8
截至 2009 年底，有 429 间的

8 万多名成员回应此计划书，占其成员总数的 88%。
9

2 苏颖智：《异端辨惑》（香港：恩福制作中心，1995），页
282~283。亦可参护教网站http://www.reveal.org/。
3 马国栋：《极端！？异端！？基督教会》，修订版（香港：基督徒
短期宣教训练中心，2000），页1~5。
4 苏颖智：《异端辨惑》，页290。
5 马国栋：《极端！？异端！？基督教会》，页83。
6 其中最重要的是腐化的架构、对统计数字的迷恋、可耻的傲慢及贪
爱金钱。Henry Kriete,“Honest to God,”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
reveal.org/library/stories/people/hkriete.htm> (accessed 27 May 2011).
7〈教会合作计划书〉，《国际基督教会网》；〈http://www.icocco-
op.org/images/chineseproposal.pdf〉（2011年5月27日下载）。

8 同上，页6。
9 “God Blesses ICOC Growth Last 3 Years,” ; available from <http://www.
icocco-op.org/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0&pop
=1&page=0&Itemid=8> (accessed 27 M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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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D的发展
1. 由香港传入广州

1987 年，ICOC 差派祈思国 (Scott Green) 等人由波士

顿进入香港，
10
建立「香港基督教会」(Hong Kong Church 

of Christ, HKCOC)。1991 年，「香港基督教会」差派由

Danny 等人实施「登陆计划」，进入广州，成立「RD」教

会，
11
其第一批20多名成员全部是大学生，至2009年9月，

有 230 多人参加主日崇拜。
12

2. 由广州传至全国
广州 RD 是 ICOC 登陆内地的第一个分会，称为

「RD1」，
13
也是在大陆华南地区的总部。此后，选择一

些综合实力较强或者大学数量较多的城市向全国拓展。截

至2009年9月，共在内地15个城市有会众约870人；其中，

超过 50 人的分会有 7 个。
14

10〈教会历史一九八七〉，《香港基督教会网》；〈http://www.hong-
kongcoc.org/church_history.php〉（2011年5月27日下载）。

11 在香港基督教会网上指出1991年9月第一个赤龙传道团被差派到中国，
参〈教会历史一九九一〉，《香港基督教会网》；〈http://www.hongkong-
coc.org/church_history.php?year=1991〉（2011年5月26日下载）。

12 最初重点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及华南师范大学开
展传道工作。见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
B姊妹〉（2010年4月26日）。

13 RD1成员平时均称教会为「RD」。除非特别强调RD与RD1的区
分，本文均以RD指代RD1。
14 除了广州，其它14个城市中，佛山、深圳、昆明及武汉分会由广
州差派传道团建立，北京、上海、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南京及
杭州分会由「香港基督教会」差派传道团建立（南京分会后由广州
接管），大连及西安分会由「台湾基督教会」差派传道团建立。截
至2009年9月，RD在大陆的成员人数分别约为：广州230人、成都100
人、上海80人、大连80人、深圳70人、北京约60人、西安50人、昆明
30人、武汉30人、重庆30人、长沙30人、佛山20人、厦门20人、南京
18人及杭州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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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一管理建制
RD 长期属「香港基督教会」管理，财政长期由其支

持，在教义及教会生活方面也一脉相承。
15

4.  发展与变化关联
2003 年前，ICOC 发展迅速，「香港基督教会」持续

增长，
16 RD亦拓展壮大。

17
此后，以两封公开信为导火线，

出现较大波动。一封是〈诚实对神〉，引发全面动荡，香

港门徒减少，RD亦受冲击。
18
此后，ICOC发表改革方针，

RD 也回应调整。另一封信是 2009 年的〈RD (Red Dragon) 
Church ──撒但教会〉，引发广州 RD 成员锐减。

19
可以

说，第一封信引发了 ICOC 的整体改变，第二封信则表明

了对 2003 年以来 RD 改变的极度失望。

15 1992年前，RD主任牧师是「香港基督教会」林志信，后由其广州
门徒C接任，2009年底D接替，继续接受「香港基督教会」主任牧师覃
思源(Steve)管理。RD教义和教会生活准则、教会入门课程（《天国
之钥》）和门徒训练教材（《加深你的信念》）以及传道策略等均
与「香港基督教会」一致。2009年前，RD开展事工的主要费用，以
及传道和全职工的工资福利，也由「香港基督教会」定标准供应。见
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16「香港基督教会」门徒从1987年的17人，到1998年的1957人，再到
2002年的超过2000人。参马国栋：《极端！？异端！？基督教会》，
页11~12。亦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
姊妹〉。

17 广州1991年20人，1999年150人，到2002年约250人，大陆15个RD分会成
员达约1000人。见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
姊妹〉。

18「香港基督教会」连续几年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因广州RD受冲
击稍小，减少会员10多个。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
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19 2009年8月31日，Ray和Sherry向所在的广州RD发表公开信〈RD 
(Red Dragon)Church──撒但教会〉，广州RD减少约50人。参
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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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3年以后RD偏谬的变与不变
（一）改变的方面
1. 得救步骤由四变三

2003 年前，RD 的得救步骤主要有四个：相信、悔改、

接受门徒训练、最后经过浸礼才得救。
20

2003年后，变成了三个步骤：相信、悔改、浸礼。
21

其引起甚多争议的接受浸礼才得救却没有改变，下文

再谈。

2. 淡化唯一真教会论
不再明确地、公开宣称自已是「唯一的真教会」，

22

只称「相信神只建立一个普世教会」。
23 2003 年前，RD

成员被明确教导：除了RD教会，再没有其它真正的教会。
24
 

离开了 RD，就等于离开神 (fall away)。

20 马国栋：《极端！？异端！？基督教会》，页13~14。
21 关于得救的表述，〈香港基督教会信仰确据与实践〉与「国际基
督教会」〈共同信仰确据宣言〉不同（两者在2006年〈教会合作计划
书〉里一同发布））。前者为：「救恩是本于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
宝血，借着人的信心、顺服基督的主权、悔改并且全人受浸，以致罪
得赦免。」得救分三步骤，后者为：「我们的归信，由相信耶稣是神
的儿子和祂的复活开始，然后是认真的悔改、接受门徒训练、承认『
耶稣是主』，最后我们成为基督徒，在水里获得重生、赦罪和领受所
应许的圣灵」，仍然是四步骤。因RD一直在「香港基督教会」直接管
理之下，故此笔者认为RD的「救恩论」发生了由四步骤到三步骤的改
变。参〈教会合作计划书〉，分别见页58及15。

22 参苏颖智：《异端辨惑》，页285。马国栋：《极端！？异端！？
基督教会》，页15、33及43。
23 香港基督教会编：《天国之钥》（出版资料不详，2004），页48。
〈教会合作计划书〉，页58。
24 见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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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部管理架构扁平
ICOC 总体的管理构架先前是金字塔形，

25
属垂直管

理、层层负责。
26
麦基柏退出后，开始地域化管理，分建

30 个平行的区域小组 (Geographic Region)。27
内地和「香

港基督教会」、「台湾基督教会」同属大中华区域小组，
28
 

广州 RD 及属下分会组成「华南教会议事委员会」，
29
 该

委员会向「大中华区传道议事委员会」负责。

4. 从「重传道」到「想牧养」
2003 年前，RD 每年都有公开的传道数量任务，每周

必定汇报传福音的人数、帮人看圣经的人数，以每天晚上

帮人查考圣经的次数来评估成员对教会传福音的投入，还

25 金字塔共分八层：「世界区域传道人」及世界妇女侍奉領袖，其下
分别是世界教区領袖 (World Sector Leaders)、世界区域領袖 (Geo-
graphical Sector Leaders)、教区领袖 (Sector Leaders)、全职工 (Intern 
Staff)、事奉组别领袖 (House Church Leaders)、查经班领袖 (Bible 
Talk Leaders) 及信徒。参Ray、Sherry：〈RD (Red Dragon) Church 
──撒但教会〉。

26 RD的上层是世界区域领袖林志信（也是中国教区「香港基督教
会」主任牧师），林志信的上层是世界教区领袖组员之一的祈思国，
祈思国的上层是麦基柏，处于顶端的麦基柏有权力掌控所有「国际基
督教会」在各地的教会。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
及全职牧者B姊妹〉。

27 各区域小组内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议事委员会」(Agenda Commit-
tee)，委员会内设主席一名，任期两年（可连任）。参〈教会合作计
划书〉，页23~24及54。
28 区域小组的「大中华区传道议事委员会」由香港、大陆、台湾三地
推选出主席，然后主席按照心意自己拣选9位议会议员组成，「香港基
督教会」主任牧师为主席（现为覃思源Steve）。参Jonathan：〈访问
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29「华南教区传道议会」由广州、佛山、深圳、昆明、武汉及南京RD
组成。内设主席一名，由广州RD的主任牧师或传道人担任，其它各分
会领袖作议员。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
牧者B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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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派三批传道团到广东各个城市传道。2003 年后，广州

RD 向外的差派行动减少，
30
开始注意门徒的牧养。

31

5. 教会氛围有所宽松
此外，RD 也调整了教会制度及师徒关系，给予信徒

一定自由度。
32
与此同时，成员之间素来基于责任和行动

习惯而建立的紧密关系，也随之降低。 

（二）不变的方面
1. 坚持得救三步骤

这三步骤是：先相信，再悔改，然后受洗得救。认为

一个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还不

够，必须在人面前悔改、在行为上体现出来，并经过领袖

一系列评估「达标」后，才可受洗。
33
强调只有在 RD 受

30 一方面是因为牧养压力增大，另一方面是缺乏领袖，无人可派。见
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31 但是，差派传道团一直被称为是广州RD的「光荣」传统，并成为
内地RD的表率和榜样。见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
及全职牧者B姊妹〉。

32 2003年之前，强调门徒要完全舍己，主日聚会、周间聚会成员不准
缺席，教会对周间小组统一分组，成员必须服从分配。风波之后，成
员热心明显减退，开展密集活动和严格管理难度很大，分组不再完全
强制分配，出现个别自组的查经小组，并允许自组小组带领人由成员
推选等。原来每一位成员均有明确的师傅，鼓励门徒几乎每一件事都
问师傅的意见。后改变为初信者均有明确师傅，但受洗时间较长者，
不再分配专人作师傅，而是鼓励灵命相仿的成员「互相守望」。参
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33 RD对接受洗礼者进行严格把关，查经教材《天国之钥》共八课，
每一课都有「过关」标准。比如第四课〈罪〉，必须在带领查经者面
前细数己罪、认罪悔改，并针对最大的两三样罪作出行动上的悔改，
才能继续往后查经。最后，要「计算代价」，由传道人或教区领袖亲
自把关，审定其能否通过受洗。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
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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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才是真正的洗礼，若此前在其它教会已受洗，进入 RD
后必须重新受洗。

34

2. 自认唯一真教会
虽不公开地宣称，但在 RD 教会内部，主要是在牧者

的心态上，仍自认是一世纪以来「唯一的真教会」。教会

不允许或者不提倡会众与系统外其它教会互动，不提倡成

员与其它教会的异性恋爱、结婚，只允许在教会内部寻找

恋爱婚姻伴侣。
35

3. 金字塔形架构
RD 内部管理

架构与之前一样

──仍是金字塔

形，
36
是一个相当

阶级化、集权化

的架构。每一层

必须对上一层的

领袖顺服，不顺

服领袖等于不顺

服神。
37

34 参马国栋：《极端！？异端！？基督教会》，页14~15、33及43；亦
参附录的问卷调查。

35 参马国栋：《极端！？异端！？基督教会》，页28及30。另参香港
基督教会编：《天国之钥》，页49及附录的问卷调查。

36 金字塔分为四层，顶层是主任牧师或传道人，第二层是传道团领袖和
广州各教区领袖。第三层是查经班领袖，底层是普通信徒。截至2009年9
月，广州RD有5个传道团领袖（在各分会），广州分两个教区，每教区内
有4至5个查经小组，共有230多名成员。见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
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37 Ray、Sherry:〈RD (Red Dragon) Church ──撒但教会〉。

RD的金字塔架构

传道人

传道团领袖
与

广州不同教区领袖

查经班领袖

普通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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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英传道策略
RD 的传道对象一直是「精英」：SOS。S (sharp) 意指

「精明」，至少是大学毕业，在大公司工作更好；O (open) 
意指「开放」，性格要开朗；S (strong)，意指「性格坚强

不软弱」。2007 年，提炼出新的传道策略：Y (Young) P 
(Professional)，将外企白领作为教会增长的突破点。

38 

5. 个人领受式讲道
RD 从领袖到一般成员几无系统的神学训练，

39
主日讲

道以领袖个人领受及主题式讲道为主。
40
仅在讲道开始、

中间某处或末尾引用片断经文。在讲道的结尾，常引用非

圣经之外的话语，可能是一个故事或者一首诗。讲道风格

有时是搞笑的方式，觉得这才是生活化。
41

6. 保持师徒制度
对每一位初信者，均分配一位同一性别的师傅。师傅

要在门徒受洗之后，带领其按照门训课程进行连续 40 天

的灵修。此后，师徒之间每天电话联络，每周见一次面 

38 2007年，由于RD在高级白领圈里发展了20多位加入RD，遂为成功案
例，被「国际基督教会」推广经验。笔者认为，从中可见「国际基督
教会」非常重视传道的策略和技巧，热衷于开发、包装，以推出新榜
样、新概念来激励成员传道热情。这种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与2003年
前如出一辙。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
B姊妹〉。

39 2004年以后，虽有传道人用网络学习的方式学习神学，但所读科
目集中在教会领导学、教会管理学和传福音等方面，可见其侧重。见
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40 RD讲道最大的特点是讲人的例子，讲个人对神的理解、讲人如
何得胜，甚少讲解圣经本身的话语，几无释经式讲道。参Jonathan：
〈访问广州RD前查经领袖E弟兄〉（2010年4月24日），以及
Ray、Sherry:〈RD (Red Dragon) Church ──撒但教会〉及附录的问卷
调查。

41 参Ray、Sherry：〈RD (Red Dragon) Church──撒但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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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Time)，实践「彼此相爱」。师傅根据自己的领受，对

门徒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徒弟不听，常被定罪为骄

傲。
42

7. 强力维持教会稳定
RD 非常注重维持教会正常运转，维护权威。对持异

议者，一般将其视作破坏「合一」、「顺服」的问题和危

胁，并运用圣经和权柄，如附图
43
那样批评异议者性格出

现问题和犯罪，并对坚持异议者孤立打压，甚至将其赶出。

基本模式就是不认同 RD 者就要离开。
44

42 门徒制度实施初期，一是对初信者的属灵生命比较有帮助，二是令
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然而，由于师傅不是在真理上扎根，提供的常
是出自个人经验的意见，一两年后，就难以再帮助徒弟解决灵命成长
中的问题，DP时间遂变成世俗的谈天时间，只是维系人的关系，不能
建立与神的关系。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弟兄及全职
牧者B姊妹〉。

43 Sammy、Mandy：〈真实谎言──ICOC之结构问题与教义谬误〉，《基
要书室网》；〈http://www.fundamentalbook.com/TrueLie.pdf〉（2011年5月20日
下载），页14。
44 此模式在2003年稍有改观，但风波过后仍故态重萌，导致教会各层
级之间难以沟通，甚至没有沟通。参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
领袖A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RD对异议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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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03年以后的「RD」：是极端？还是异端？ 
（一）从教义上的判别与回应
1. 判断异端与极端的一般标准

判别信仰的正统性主要以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为

依据。
45
其核心是救恩论，因三者皆与「人是否能信而得

救」有关。所谓异端，指的是在真理上发生基础性错误，

在三一论、基督论或救恩论之一上出了问题，破坏了信仰

根基，以致普世正统教会判定其不能算为基督教会的一部

分（如东方闪电派创始人自称「女基督」）。
46
所谓极端，

指的是在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的信仰内容仍然纯正，

但过份偏重或强调某一部分真理或观点，以致失去平衡及

福音的整全性（如极端灵恩派认为一定要说方言才算是得

救的凭据）。
47

2. 对RD教义的回应
「国际基督教会」(ICOC) 及「香港基督教会」(HK-

COC) 的教义通过其〈共同信仰确据宣言〉和〈信仰确据

与实践〉表达，RD 与「香港基督教会」保持一致。
48
他们

的核心信仰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

45 当我们说正统教会，主要是指持守〈使徒信经〉及〈尼西亚信经〉的
教会；宗教改革后，信义宗教会的〈奥斯堡信条〉、改革宗教会的〈韦
斯敏斯特信条〉，以及信（重）洗派的信条等，成为古教会信经以外的
教派特色。但并不是所有合法的基督教信念（公认为真的信念），都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参杨庆球：〈从教义和教制上看异端（上篇）〉，
《时代论坛》第882期（2004年7月），页码不详。奥尔森著，吴瑞诚等
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2003），页6。
46 赵天恩：《真理异端真伪辨：透视大陆教会异端问题》（台北：基
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2000），页56~59。
47 王永信：《真道手册》（Argyle, TX：大使命中心，2000），页98。
48 如果RD的教义与「国际基督教会」的〈共同信仰确据宣言〉完全
一致的话，则是把得救分成了相信、悔改、接受门徒训练、受浸四个
步骤，明显属于异端。参阅〈教会合作计划书〉，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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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为人的罪被钉死于十字架，肉身

在死后三天复活；救恩是本于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宝血，

借着人的信心、顺服基督的主权、悔改并且全人受浸，以

致罪得赦免。
49

RD 的「三一论」、「基督论」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是一致的，但在「救恩论」上，其「相信 + 悔改 + 浸礼 =

救恩」的「三步骤」得救模式，把悔改和浸礼当成了得救

的条件，而非「唯独依靠恩典，因信称义」，明显偏差。
50

救恩的本质是基督，有基督才有救恩。耶稣说：「认

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永生。」（约十七 3）「唯独依靠恩典，因信称义」的「信」

包括理性上的认知、情感上的赞同和意志上的信靠。
51

当然，有不少经文把相信、悔改与浸礼连在一起，「香

港基督教会」引证的是最常引用的经文之一：「彼得说：

『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

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二 38）。这似乎符合

相信+人的悔改+有功效的浸礼=得救的模式。但实质上，

悔改虽与救恩有关，但悔改不是人在神面前立「悔改的功

劳」，人不能凭「悔改的功劳」得救，因得救是本乎恩也

着信（弗二 8 ～ 9）。悔改也不是赦罪的原因，赦罪是根

49〈教会合作计划书〉，页58~59。
50 马丁路德认为，称义是救恩论的核心，救恩论是所有神学的核心，
其最著名的神学贡献就是「惟独依靠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也就
是恢复大体上失落与忽视超过一千年以上的真理」。参阅奥尔森：《基
督教神学思想史》，页411及421。
51 马丁路德提出的「信」，不仅是理智上的相信,也不仅是依靠的依
赖,它更是代表着完全接受耶稣基督所宣称的一切关于自己的身份以及
他向世人所作的应许，并对此作出委身的回应。参马丁．路德著作翻译
小组：《马丁．路德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页7~10。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1），页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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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神的恩典（徒五 31；约壹一 7；罗三

24；弗一 7）。
52

「受洗」本身也无赦罪的功效。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16
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并未说「信而不受洗的

必不得救」，乃是很清楚地说：「不信的，必被定罪。」

一个人不得救是因为不信。
53
后来彼得在书信中也明确表

达：「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

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彼前三 21）洗礼乃是外在信仰的标记，

本身不是救恩的条件或原因。

悔改和赦罪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而两者都是凭信心

领受的。悔改由信心产生，赦罪凭信心领受。
54
唯独依靠

恩典，因信称义。

当然，真悔改是必须的（路十三 3 ～ 5；徒十七

30），因它是真信心的表现；洗礼尽管也不是得救之必需，

52 希腊文「悔改」（μετανοέω）即「改变想法」的意思。耶稣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一15）指悔
改转变想法，相信耶稣所传的福音必然得救。另希腊文「后悔」
（μεταμέλομαι），即「改变主意」，如卖耶稣的犹大，虽然改变主
意，却没有归向耶稣的福音，只是后悔他做错事，仍然与救恩无补。
马太记载：「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
有罪了。』」（太廿七3~4）。参郑国治：〈救恩与信仰〉，《华人
事工国际学园传道会网》；〈http://www.chineseministries.org/books/
savefaith.htm〉（2011年6月1日下载）。

53 在使徒行传里，当保罗与西拉在监狱中遇地震，狱卒惊问：「我当
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时，他们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
必得救。」（徒十六30~31）此外，还有大量的经文（如徒二29~38，三
18~19，五30~31，十43，十一17~18，十五9，十七30~31，十八8、27，
十九18，二十21，二十六18等，也一致表明了：唯有信才是得救的必要
条件。参苏颖智：《异端辨惑》，页288~289。
54 约翰．加尔文著，钱曜诚等译：《基督教要义》（北京：三联书
店，2010），页58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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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见证得救的最好方式。
55

（二）从信仰实践上的判别与回应
仅从宣称的教义来看，RD 具有偏重某部分真理的极

端特征。然而，从其信仰实践和所结的果子来看，其在诸

多方面与异端的特点相似。

1. 异端共有的特点
对于异端共同的特性，《面对异端》作者赖瑞仁综览

多家观点，
56
归纳为十二个：(1) 有活力极强的领袖；(2) 

宣称有新的启示；(3) 相信自己是唯一的真教会；(4) 末世

的信仰；(5) 热心宣教；(6) 要与世俗分别；(7) 强调完全的

交托；(8) 密集的教义灌输；(9) 独裁的、权威的教会组织

（金字塔式）；(10) 排除异己的态度，对「外人」存怀疑

敌对，在「内部」不允许唱反调；(11) 靠行为称义。有的

认为人称义除了靠信心，还必须加上行为，而不是「仅只

信心」。有的虽自称教导因信得救的道理，但却坚持必须

在他们教会受洗和遵守教规方得救恩。这是一种「律法主

义」，而不是基于恩典；(12) 降低基督的地位。
57

以上众多对异端特性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是从六个

方面进行的考察：(1) 看教义实践；(2) 看组织架构；(3) 看
领袖地位；(4) 看教会观念；(5) 看传教方法；(6) 看生活灵命。

55「新教教派都不认为浸礼本身有任何属灵更新的能力；相反的，浸礼
的前设是人已经获得信心的恩典并且借着信得到称义和救恩。」，「相
信与接受基督是获得救恩必具的条件，而浸礼却不是条件之一」。参阅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页296~297。
56 这其中包括马丁 (Walter R. Martin)、何克满 (Anthony A A. Hoeke-
ma)、力得诺 (Fritz Ridenour)、戴豪登 (Horton Davies)等，他们分析
都对异端共有的特征进行了精辟分析。参赖瑞仁：《面对异端》（香
港：天道，1983），页14~16。
57 赖瑞仁：《面对异端》，页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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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RD的特点
看教义实践，有行为称义之嫌。其从相信到得救之间，

人为地设置了得救的规条，产生的后果，一是凭行为称义，

二是律法主义。然而圣经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

律法称义。」（加二 16）「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

得有人自夸。」（弗二 8 ～ 9）
看组织架构，有专权化现象。RD 属小金字塔形的垂

直管理，金字塔顶端是一个人。然而圣经中，教会只有耶

稣基督是头（弗一 22 ～ 23），其中既有选举执事管理财

务、行政，也要按立长老管理教会，会众共同参与一些重

大决定（徒一 15 ～ 26，六 1 ～ 6，十五 22）。

看领袖地位，有绝对化倾向。领袖受下层的绝对顺从

和尊重，陷入专权试探之中，有错误不能接受任何质疑和

挑战，不能容纳不同意见者，甚至对异己做出「不顺服就

离开，离开 RD 就是离开神」的审判性、咒诅性话语。似

乎忘了领袖是要喂养、牧养主的羊（约廿一15～17），「不

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五 3）
看教会观念，属狭隘自大。自认是唯一的真教会，排

他性很强，趋于内向、封闭，把自身「地方性教会」概全

了「普世教会」，对外失去同道相交、良性互动的作用，

不能经历「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弗三 18）的普世教会国度真理。
58

看传教方法，精英化年轻化。59
虽然宣称「寻找、拯

救失丧的灵魂，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但区别传道

58 滕张佳音：〈个人vs.全群〉，《今日华人教会》第249期（2005年
6月），页29~31。
59 调查问卷填写者进入RD时的平均年龄为25岁，参附录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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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锁定「SOS」、「YP」精英、白领。看似在拓展神

国，实质却是凭着血气和人意在增加人数，拓展组织。

看生活灵命，显操控和畸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

可以认出他们来。」（太七 16 ～ 20）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在 RD 两年以上的成员中，有 46% 感到「抑郁」，超过

60% 感到「教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失衡」，接近 70%「越来

越迷茫」。他们用于描述「在 RD 的感受」的词语，超过

72% 是负面的。
60
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和灵命是畸形的，

在 RD 所结的果子是苦涩的。

五　RD向异端转化的危险
     如果RD对其偏谬之处不予矫正，任其发展，有继续向

异端全面「变质」的危险，危险集中在组织架构、领袖带

领和真理偏差三个方面。

（一）危险之一：组织架构
2003 年以后，ICOC 最明显的变化是削平大金字塔，

推行「区域化」。然而改变并不彻底，因为在各个区域中，

依然是层层的金字塔结构，RD 亦然。换言之，一个大的

金字塔变成了一个个小金字塔，居于每一个塔顶的，依然

是一个专权式领袖。

这些小金字塔可能发生以下两种变化：

规模由小变大。据 ICOC资料，自2006年到2009年底，

其成员新增 4000 人，教会由「约 500 间」发展到 547 间。
61

60 以「有开心」、「有火热」等正面词语描述的占13%，以「难忘」
、「人的关系」中性词描述的占15%，以「压抑」、「捆绑」、「被
控制」及「后悔」等负面词语描述的占72%，参附录的问卷调查。

61 “ God Blesses ICOC Growth Last 3 Years”; available from <http://www.
icocco-op.org/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0&pop
=1&page=0&Itemid=8> (accessed 27 M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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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增长缓慢，但已经不再是负增长和零增长，开始重拾

升势。由于其非常强调积极传道，未来无疑会继续发展。

目前，大中华区的「香港基督教会」已发展到 17 个教区，

俨然一个大金字塔。广州RD下辖五个城市分会，还在〈广

州基督教会使命宣言〉里，
62
订下了未来十年继续差派传

道，「福音传遍华南七省」、
63
成为超千人大型教会的目

标。按此趋势，最初的一座大金字塔虽然削顶，但一座座

小金字塔可能又变成一座座大金字塔。

毒害由浅入深。即使金字塔的规模不似以前一样迅速

扩张，其毒害也必与日俱增。这种架构集中促成和体现了

有毒信仰体系的一系列特点、定律，
64
比如领袖专权、层

层顺服、单向沟通、盲目忠诚等等。其造成的一系列病症

是封闭、压抑、假像、畸形和灵命枯竭。投身 RD 的大部

分成员，他们起初被RD的「开放」、「真诚」吸引进入，
65
 

但一两年以后，时间越长，却越感到「抑郁」、「封闭」

及「迷茫」。
66
同时，由于久而久之集体意识取代了个体

62 2006年，RD除增加中文名「广州基督教会」，与英文名并用外，
并设计了RD1的会徽，同时发布〈广州基督教会使命宣言〉，其中确
定了3年「增长到350个门徒」、5年「增长到500个门徒」、10年「广
州教会成为超过1000人的大型教会」的目标。参RD内部材料〈广州基
督教会使命宣言〉。该资料已得起草人之一A弟兄确认，估计是发表
于2006年底。

63 指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江西和海南七省。

64 这些「特点」包括领导者独裁、由上到下的单向沟通、缺乏监
督制约等；「定律」包括控制、责怪、千万不要点破事实、盲目
的忠诚、遵照指示、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持组织形象等。笔者认为，
这均与专权化的金字塔式架构密切相关。参阿特伯恩、费尔腾著，
周慧芳译：《走出迷雾──信仰的创伤、医治与复原》（台北：雅
歌，2006），页145~168，219~235。
65 由于其「开放」、「真诚」的特点被吸引入RD的成员分别为38%及
69%，参附录的问卷调查。

66 在调查问卷「一两年后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生命状况有何
变化？」一题中，选择「抑郁」和「封闭」的共计有46%和62%，选择
「越来越迷茫」的有69%。问卷填写者在RD的平均时间为8年。参附录
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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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成员形成依赖心理，虽然感到了种种问题，却又很

难脱离，只有靠个人之间的友情维持，其灵命成长陷入停

滞甚至干枯。然而，中毒的不仅是一批。由于不断有新人

进入，他们进入时间越长，中毒会愈来愈深，如是，形成

恶性循环。一个本该是传递神爱、建造丰盛生命的管道，

却变成了扭曲、拆毁生命的流水线，时间越长，吞吃的生

命越多。

（二）危险之二：领袖带领
从领袖产生的机制上看，RD 领袖均为「香港基督教

会」指定，过去如此，现在如故。会众选举的权利已被完

全剥夺，这是完全不合理的，甚至是专制的。
67
危险的是，

被指定者的灵命并不一定成熟，却站到了必须有相当成熟

度才可担当的位置。
68
他们很难以来自真理的领受和生命

的榜样来喂养、牧养、带领群羊，靠得多是人的血气、才

干和组织赋予的权威。更为危险的是，RD 的领袖在小金

字塔内没有约束和制衡，这样一个专权化结构，使未来每

一个处在这个位置的人也都必然「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

所受的刑罚里。」（提前三 6）
当然，并不否认领袖灵命有成长的可能。然而，滕张佳

音指出，领袖个人的成长及对教会的带领，重点体现在其

与宗派、与国度、与群羊的三个关系向度是否健康的发展。
69

在 ICOC 体系当中的 RD 领袖，应该可在框架内改良，进行

67 这种斥责原是针对罗马天主教的，在马丁路德之前一百年已经有
很多这样的呼声，到加尔文更是继续呼吁大家注意任命教士职位的失
败。参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页1103。
68 RD原主任牧师在受洗仅八个月即被任重职，其对真理的认知和经
历上应尚属吃奶的婴儿阶段。见Jonathan：〈访问广州RD前教区领袖A
弟兄及全职牧者B姊妹〉。

69 参滕张佳音：〈个人vs.全群〉，《今日华人教会》第249期（2005年6
月），页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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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的改革，必须依靠直接从神领受的恩典与真理的力

量。倘若 RD 领袖在小金塔内专权自大，带领越陷越深，最

后「瞎眼领路」，「都要掉在坑里」。（太十五 14）

（三）危险之三：真理偏差
组织架构和领袖带领的偏差，两者互相影响，其根源

都在于真理偏差。

教义破坏福音。从 RD 的教义层面看，其偏差的救恩

论，破坏了福音的全备。在称义上，他们强加一系列规条，

起初是「为了神」，继而成了「替代神」，最后变成了「高

过神」。本应人面对神，变成人面对人；因信称义，变成

了因行为称义。在成圣过程中，他们强调顺从权柄、宣教

热心行动、表现牺牲舍己，本应是随从圣灵（罗八 4），

却变成了随从肉体，本应是高举神的荣耀，却变成了高举

人的荣耀。他们自以为可以替神来选择福音对象，不是传

向万民，而是单向精英，看似光明的使者，却成了撒但的

差役，令人想起主耶稣的警训：「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

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

还加倍。」（太廿三 15 下）这样的教义，坚持下去，千

里之堤将溃于蚁穴，其所传的，将成为当「咒诅的」「别

的福音」（加一 6 ～ 9）。

教导有失偏颇。传扬真道和施行圣礼，这是真教会不

可或缺的两个特征，因为「撒但的企图是破坏这两个特征

或其中一个。」
70 RD 重视洗礼，重视宣教，却不重视真

理的教导。如前所述，领袖主日讲道多凭个人的感动，而

非扎根于使徒和先知的教导。同时，缺乏与其它教会在真

70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页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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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互动交流，封闭排外，已出现「以个人领受取代释

经原则、以主观经验取代客观真理」的倾向。
71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 15），RD 最

大的危险，是真理偏差的危险，故必须回归真理方为正途。

六　引领RD归正的态度和方法
（一）以真理劝戒

真理使人得自由。圣经要我们「……用温柔劝戒那抵

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

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提后二 24 ～ 26）。RD 中的成员虽然缺乏真理知识，

但一旦明白、经历了真理带来的自由释放，他们会坚决离

开。受访的一位弟兄，他脱离 RD 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

神学毕业的弟兄与他仔细查经，他认识到了 RD 的教义和

实践与圣经多有不符，确认「因信称义」才毅然退出的。

（二）以爱心接纳
对RD的错谬，要公平了解，认真指正；对RD的成员，

不可怀疑他们信仰的动机和诚意，而要接纳劝服，「都是

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九

23）。大多数起初进入 RD 者，是因为「孤独迷茫」而被

其「真诚」、「开放」所吸引，其信仰经历比较「情绪化」，

乐于响应没有排斥、藐视及拒绝的爱心，故我们要如圣经

上所说：「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八 1）。 

71 滕张佳音：〈个人vs.全群〉，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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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信息沟通
RD 比较封闭，与其成员面对面沟通的机会较少，可

运用书籍、网络、信函及光盘等，将经过慎选而得的材料，

通过合适的管道传播沟通，进而「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

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

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十 5）。2009 年底，广

州的 Ray 和 Sherry 通过电子邮件给会众发了一封长信，信

中有力地指出 RD 教义和教会生活偏差之处，使广州 RD
减少约 50 人。

72

（四）勿轻视祷告
要持续地、真诚地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虽然在血

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

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林后十 3 ～ 4）。

七　结语
「国际基督教会」登陆大陆 20 年来，由一个城市发

展到华南五市，直至全国十六个城市，广州「赤龙」（RD）

教会是其发展变化的一个代表。2003 年以来，广州 RD 的

主要改变是在外部的管理架构上，由一座大金字塔变成了

若干小金字塔，塔顶由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但其教义和

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教义在「救恩论」上，过分

强调悔改和洗礼功效的极端倾向，其建制在教义实践、内

部架构、领袖地位、教会观念、传教方法和生活灵命上，

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异端特征，并且有继续向异端发展的趋

72 2009年8月31日，Ray和Sherry向所在的广州RD发表公开信〈RD 
(Red Dragon) Church ──撒但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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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因此，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危险性。对其偏谬之处，

我们应当「竭力争辩」（犹 3），对其中的成员，我们应

当爱心劝导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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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RD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一　基本情况说明
本调查问卷发放、回收时间：2010 年 4 月至 7 月，收

回问卷 13 份，对象为原广州 RD 成员，目前均在其它家

庭教会。他们进入 RD 时的平均年龄为 25 岁，在 RD 的平

均时间为 8 年。他们在 RD 期间的事奉岗位：教区领袖 1
人，全职 2 人，查经小组组长 3 人，一般信徒 7 人。离开

RD 的时间：2003 年以前离开的 2 人，2004 至 2006 年的

3 人，2009 年离开的 6 人；离开时间不详者 2 人（他们均

是 2004 年以后离开的，但未填离开的具体时间）；他们

的学历：大专以上 11 人，不详 2 人。

二　调查问卷内容及统计结果

1. 您在何处接触到ICOC成员？

A：其他（76%）  B：餐厅（23%）  C：地铁站（0%） 
D：公园 （0%）  E：亲友处（0%） F：大学（0%）

2. ICOC成员的哪些特点吸引了您最初愿意与之建立关系？

A：真诚（69%） B：开放（38%）  C：快乐（31%） 

D：其他（23%） E：有品位（7%） F：认真（7%）

3. 对您来说，ICOC能够供应您当初哪些方面（处境）的需要？

A：孤独迷茫（69%）          B：人生使命感（23%）  

C：在传统教会里不适应（7%） D：其他（7%）

4. 您加入ICOC前的身份？

A：工作人员（69%） B：其他（15%）   C：大学生（7%）   

D：教师（7%）      E：传统教会成员（0%）



119

第四章 「国际基督教会」：变色的「赤龙」

5. 如果您是在ICOC成为基督徒的，那是经过什么形式确认为基督徒
的呢？

A：虽认罪悔改，也必须经ICOC领袖评估同意才可决志（76%） 

B：其他（31%）C：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认罪悔改，自己决志 （7%）

6. 对于得救，ICOC是怎样强调和实行的？

A：相信+悔改+受浸=得救（54%）　B：不受洗不得救（46%）

C：缺乏关于得救与否的教导（7%）

D：不参加聚会或门徒训练不得救（0%） 

E：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认罪悔改，已得救（7%） F：其他（7%）

7. 对于洗礼，ICOC是怎样强调和实行的？

A：只有在ICOC受洗才是真正的洗礼（69%）　

B：若此前在其它教会受过洗，来ICOC要重新受洗（62%）

C：点水礼无效（46%） D：其他（0%）

8. 对于传福音的对象，ICOC是怎样强调和实行的呢？

A：有知识（69%）  B：年轻人（69%）  C：大学生（69%）  

D：有品位有修养者（31%） E：有工作（31%） F：其他（7%）

G：商人（0%）  H：有车者（0%） I：有房者（0%） 

 J：贫穷人（0%）K：所有人（0%）

9. 对于传福音 (share faith)，ICOC对会众是怎样强调和实行的呢？

A：未达到目标就是不够热心，做得不够（或者不爱主）（23%）

B：每年有目标（15%）  C：每周有目标（15%） 

D：每月有目标（7%）  E：无数量目标要求（7%）  

F：未达到目标要谈话（7%） G：未达到目标也无所谓（0%） 

H：其他（0%）

10. 对于查经聚会，ICOC的主要要求是什么呢？

A：必须参加（38%）   B：一般不允许请假、迟到（38%）

C：教会统一分组，成员必须服从分配（38%）

D：不参加就是不够摆上（15%）

E：聚会分组征求和尊重个人选择意见（15%）F：每周 1 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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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聚会分组按就近原则（7%） H：对迟到者进行严格管理（0%）

I：其他（0%）

11. 查经聚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凭领袖个人领受解经（92%）  B：互相关心（69%）  

C：做益智游戏（38%）   D：唱赞美诗（31%） 

E：突出强调分享传福音人数和经验（31%）　　F：祷告（31%）   
G：奉献（23%）　H：依正意研经解经（15%）   I：其他（7%） 

 

12. ICOC里的崇拜聚会的内容主要包括？

A：讲道（100%）  B：奉献（69%）  C：唱赞美诗（69%） 

D：突出强调传福音人数和经验（54%） E：个人见证（23%）  

F：其他（7%） G：医病（0%）

13. 根据您的体验，ICOC里崇拜聚会主要的焦点是什么？

A：传递领袖的感动（62%） B：加强肢体之间的关系（54%）  

C：传福音的果效（38%）  D：耶稣基督（15%）   

E：真理（15%） F：供应会众灵里的需要（15%） G：其他（15%）  
H：天父上帝（0%）  I：圣灵（0%） 

14. ICOC里的讲道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A：主讲个人感动，引圣经证明（85%）  
B：传递领袖的感动和领受（62%）   C：讲新近时事（46%）  
D：讲道德教训（23%） E：讲成功技巧（15%） 

F：解经释经（7%）  G：其他（7%）

15. 当您与ICOC的师傅建立关系后，师傅最关心您哪些方面的成长？

A：按时聚会（85%）  B：传福音的数量（62%）  
C：发现恩赐（38%）  D：舍己（38%）  E：恋爱婚姻（31%）  

F：扎根圣经真理（15%）  G：奉献数量（15%）  H：其他（0%）

16. 您个人的哪些事务必须征求师傅的同意才可实施？

A：确定婚姻伴侣（92%）B：谈恋爱（85%）  C：工作变动（46%）   
D：家庭计划（如旅游）（38%） E：其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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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您与另一个不属于ICOC的弟兄（或姐妹）恋爱，是否可以？

A：不允许（76%）  B：只能在ICOC里寻找恋爱婚姻伴侣（46%）   
C：要征求师傅的意见（15%）  D：经过师傅同意，也可以（0%）    
E：可以恋爱，不能结婚（0%）   F：其他（0%）

18. 在ICOC的奉献是怎样的？

A：必须十分之一奉献（69%）   B：领袖严格管理（31%）  

C：越多越鼓励（23%）  D：鼓励即使失业或借钱，也坚持奉献（23%）  
E：明确倡导10倍奉献（15%） F：凭个人甘心乐意（7%）  

G：其他（7%）

19. 您在ICOC有压力吗？如果有，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A：与领袖（师傅）的关系（76%）  B：传福音的人数任务（62%） 
C：奉献数额（38%） D：其他（23%）

 

20. 在ICOC，评估生命成长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A：顺服（76%）  B：抛弃一切（家庭、工作）（69%）

C：结福音果子的数量（62%）　 D：结出圣灵的果子（46%）  
E：与神与人的关系和睦（31%）　F：金钱奉献（23%）　　

G：其他（15%）

21. 对于顺服，ICOC是怎样强调和实行的呢？

A：必须对Leader顺服（54%）B：不顺服Leader等于不顺服神（46%） 
C：不顺服就离开（15%）D：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15%）
E：其他（0%）

22. 在ICOC一两年后的成员，您发现他们的生命状况随着时间的变化
有何改变？

A：越来越迷茫（69%）  B：教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失衡（62%）  

C：不冷不热（62%）D：封闭（62%）  E：抑郁（46%）  

F：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15%）     G：越来越安逸（15%）  

H：家庭婚姻关系有美好见证（7%）    I：其他（7%）  

J：越来越后悔（0%）  K：越来越火热（0%）  

L：信仰越来越坚定（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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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COC对将离开和已离开的成员会怎样认为和对待？

A：离开ICOC，等于离开了神（62%）  

B：离开了ICOC，就不再联系（54%） 

C：离开可以，但不要离开神（7%）  

D：现在离开ICOC，将来欢迎再来（7%）  

E：其他（7%）

24. 对于其它的传统教会，ICOC是怎样认为和对待的？

A：只有ICOC是唯一真教会（62%）B：与其它的教会不相来往（54%）  
C：只有ICOC是真教会（46%）   D：其他（15%）  

E：圣徒相通，可以沟通交流（0%）   F：都是普世教会（0%）

25. 您所在的ICOC的领袖在Henry Kriete〈诚实对神〉一信公开后，有
何反应？

A：其他（54%）  B：敷衍了事（38%）  C：说一套做一套（38%） 
D：以行动表明悔改（7%）  E：真诚查找错误并道歉（0%）

26. 在2005年ICOC总部发表了〈教会合作计划书〉(Planfor United Co-
operation) 之后，您所在的ICOC有什么样的变化？

A：其他（46%）  B：说一套做一套（31%）

C：调整师徒关系（23%）   D：改变领袖个人专权（7%）  

E：注重真理栽培（0%）

27. 现在您会用哪五个词来描述您在ICOC这段时间的感受？

共有47个词，其中：

（1）负面的词有34个（次），占72%。

具体为：迷茫（4次）、压抑（3次）、抑郁（3次）、捆绑（2次）、
失衡（2次）、枯干（2次）；以下均出现1次：封闭、孤独（与亲人
隔离）、被控制、表面火热、虚伪、不敬畏神、伤害、不被尊重、律
法主义、没自由、浪费、矛盾、软弱、后悔、失望、亏欠、痛苦、愤
怒。

（2）中性的词有7个（次），占15%。

具体为：难忘（2次）、心情复杂（2次）；以下均出现1次：忙、人
的关系、投入。

（3）正面的词有6个（次），占13%。

具体为：以下均出现1次：开心、火热、感动、真诚、喜乐（初期）、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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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您进入ICOC时，那里会员有多少人？离开时有多少人？除了本地，
据您了解在内地其它哪些地方还有其分支机构？

（1）进入时30、50、100人不等，离开时100、200多人不等。

（2）有分支机构的城市：武汉、北京、大连、长沙、昆明、上海、
南京、成都、厦门、深圳、杭州、佛山、西安及厦门等。

29. 您认为ICOC在哪些方面比传统教会的教会生活有优势？

（1）注重门徒训练令初信者感关爱。

（2）在个人关系中注重培养，营造家庭氛围。

（3）年龄、学历相近，有共同经历和语言。年轻有活力，比较生活化。

（4）对于人的行为规范是挺好的，那里的人表面上都很优秀。

30. 您认为如何有效帮助现在仍在ICOC的成员的有效方法有哪些？

（1）为他们祷告，真诚关心他们的灵命，正确解经，分享神的话语。

（2）出版一本客观反映大陆ICOC教会状况及偏差的属灵书，让其看
清楚真相。

（3）多与其它教会沟通；祷告求神引领，揭开一些先入为主的错误。

（4）离开的人在生活、工作、婚姻家庭、信仰等各方面有好的见证
是最有说服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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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谓医治与预言的先知伯兰罕思

想传入内地，并在各地建立信息教会，借以否定三一神观，

只奉耶稣之名洗礼，并宣扬其荒谬的「蛇种论」以及践踏

女性的言论。笔者牧区所联络的一个外地县城教会，牧师

和教师都受该异端迷惑，故希望列出该异端的弊论，以助

主内肢体予以明辨。

一  伯兰罕（1909-1965）生平与事工
（一）家庭与出生

威廉．伯兰罕（William Branham，又译：伯南汉）
1
1909

年 4 月 6 日出生于美国肯塔

基的山区，小时候过着艰苦

和贫困的生活，也没接受过

什么教育。他是家中九个孩

子的长兄，母亲说当他在黎

明前出生的时候，有一束光

出现在他们家的空地上。伯

兰罕的生活也因为见到的许

多异象以及天使的造访而被

改变了，他说当他七岁的时

候：「哦，我又继续往前走，

当我回头再看得时候，我听

到一个人的声音说：『永远

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因为你长

1 两个译名涉及该教派的内部斗争，为方便故，故本文统一用「伯兰
罕」一名，有关其斗争参〈伯兰罕与伯南汉是两个人吗？〉，《时代
信息网》；〈http://www.godvoice.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10〉
（2010年6月5日下载）。

伯兰罕最经典的头上现火环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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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这个声音就像我自己说

话的声音一样清楚。怎么会这样，我吓得几乎要死！」
2

（二）早期事工
在 1931 年，22 岁的伯兰罕相信基督教。他当时非常

热心，次年 12 月就在传道浸信会被按立为传道人。
3
1933

年 6 月 11 日，据说当他在靠近印地安那州的俄亥俄河里

为人施洗的时候，突然有一道炽热耀眼的光出现在他头

上，并有声音说：「像施洗约翰被差派预备耶稣基督的第

一次到来，你也要被差派预备他的第二次再来！」
4

在他的早期事工中，与「唯独耶稣」(Jesus-Only) 五
旬节派联系比较紧密。这个宗派因为否认「三位一体」的

教义而从传统的五旬节运动中脱离出来。他参加了这个宗

派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应邀讲道，该宗派的许多同工也邀请

他去复兴他们的教会。尽管家人和同工劝他不要再去参加

这个宗派的活动，然而他还是受到其很深的影响，特别是

在后来采用了许多这个宗派的教义。1937 年，伯兰罕的妻

子和女儿死于结核性脑膜炎，他觉得那是因为自己中断了

和五旬节派的联系，没有把握住神的旨意而引致。
5

1946年，伯兰罕被一位「天使」告知已得到两种恩赐，

就是医治和「话语知识」(word of knowledge) 的恩赐。他

相信这位「天使」是他所有异象的来源，但质疑对方是否

从神来的天使。「天使」告诉他在基督的时代，宗教领袖

2 Phillip Arnn：〈警惕异端伯兰罕主义〉，《基督徒博客家园网》；
〈http://yes.blog.hexun.com.tw/9313503_d.html〉（2011年8月9日下载）。 

3〈谁是威廉．伯兰罕？〉，《耶稣基督的福音网》；〈http://
cn.bibleway.org/si/branham.html〉（2010年5月20日下载）。

4 Phillip Arnn：〈警惕异端伯兰罕主义〉。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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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说基督是魔鬼，故不要担心来自家庭和同工的反对。

对于伯兰罕曾碰到算命的术士说他有从神而来的特殊恩

赐，「天使」就让他确信魔鬼也承认耶稣是基督，因此对

于算命术士的见证不必在意。
6

据说在接下来的一个主日，一位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

妇女被带到他面前。就像那个「天使」说过的，伯兰罕看

到了一个异象并且为这个妇女祷告，她就被医治了，他的

名声因而被传开了。从那时候起，伯兰罕说那个「天使」

日夜和他在一起，并说如果「天使」不在他身边的话，他

做不了任何的事工。伯兰罕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和正式的

圣经学习，七年级的时候就辍学，
7
故他的事工被称为有所

谓的超自然能力显示以及有灵界生物的授权。
8
而他自己在

十九年的国内外事工中，有一千一百多篇的讲道被记录在

磁带中亦多次述及这些经历，「在他大部分讲道中，他讲

了许多关于他非凡经历的故事。许多次他讲到一些刚刚临

到他的事，描述得很详细，包括其中的对话。」
9

（三）事工的拓展
伯兰罕以三个阶段概括他的事工，并称之为三次的

「吸引」：医治、预言及解开或揭示神的道。
10
由于媒体

不断报导那些医治的见证，于是各地的教会开始纷纷联络

伯兰罕，要求他来主持聚会并为病人祷告。后来因为人数

6 Phillip Arnn：〈警惕异端伯兰罕主义〉。

7〈威廉伯兰罕是谁〉，《相信这迹象网》；〈 ht tp: / /www.
believethesign.com/cn/who_was.htm〉（2010年6月1日下载）。

8 Phillip Arnn：〈警惕异端伯兰罕主义〉。

9 欧文．金生：《神奇的一生》，页5。原书下载自《神奇的一生》
第二版，《时代信息网》；〈http://www.godvoice.cn/index.php/action-
viewnews-itemid-4085〉（2011年8月3日下载）。

10〈谁是威廉．伯兰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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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教堂也没有办法容纳蜂拥而来的会众，于是这些联

合布道会就移师到北美一些主要城市的大礼堂或体育场举

行。
11

1947年6月12日，阿肯色州的《夕阳日报》报导：「有

至少25个州以及从墨西哥来的人们涌入了约翰内斯博路，

来参加伯兰罕在 6 月 1 日开始的帐篷聚会，与会人数超过

两万人。」
12

1951 年在南非的德班聚会，是由使徒信心传道会、神

召会、五旬节圣洁会和全福音神的教会在十个城市联合举

办的，参加聚会的人数超过 50 万人。最后一天在德班的

格里维尔赛马场举行的聚会创下了该地教会史上的记录，

估计当时有 4.5 万人参加了聚会，而且还有很多人无法挤

进会场。
13

伯兰罕以神迹医治大会吸引人跟随他，呼召人们离开

有组织的教会，建立独立非宗派教会，
14
以自己为基督再

来的开路先锋自居，将他的错误教导推广到世界各地。受

影响的国家有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

加拿大、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英国、斐济、德国、加纳、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美国、

新加坡、瑞士、越南、俄罗斯及乌克兰等。
15

11〈《圣经》「启示录」中的七个印于1963年在美国解密？〉，
《2061地球国网》；〈http://yhtyx2021.blog.163.com/blog/stat-
ic/2349681620070605850527/〉（2010年6月5日下载）。

12 同上。

13 同上。

14〈威廉．玛利安．伯兰罕〉，《耶稣基督的福音网》；〈http://
cn.bibleway.org/william-branham.html〉（2010年6月2日下载）。

15〈影响〉，《相信这迹象网》；〈http://www.believethesign.com/cn/
impact.htm〉（2010年6月2日下载）。 



132

而伯兰罕在 1965 年遇车祸去世，
16
但他的许多跟随者

认为他必复活，有些相信他变成神，另有些相信他原是童

女所生。
17

（四）伯兰罕事工要点
1. 超自然的经历

1933 年 6 月，他说耶稣向他启示七个重大且连续的异

象：「主耶稣对我说，主来临的日子近了，但在他来之前，

将发生七个重大的事件」。
18

1950 年 1 月 24 日的晚上，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

山姆休斯顿竞技馆拍摄了一张照片。当伯兰罕站在讲台上

的时候，一道火环出现在他头上。这是整卷胶卷中唯一一

张能被冲洗出来的相片，据说这张相片的原版现被保存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斯索尼安研究院宗教系的档案室

里。
19

1962 年 12 月，他说神赐给他一个有关天使造访的异

象。在 1963 年 2 月 28 日传讲的信息〈先生们，是这个时

候吗？〉中，他预先说出了这个异象，又称这一异象和预

言得到了应验，当时七位天使组成基督的头像与他相会并

吩咐他去传讲、解开启示录中的七个印。
20

16  “The Accident,”; available from <http://www.bridemessage.org/actsof16.
htm> (accessed 22 August 2011).
17 原载Burgess and McGee, editors,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1988) , 96。
现参“ William Branham (1909 - 1965), ” ; available from <http://www.
apologeticsindex.org/b05.html> (accessed 19 August 2011).
18〈倒计时〉，《相信这迹象网》；〈http://www.believethesign.com/
cn/countdown.htm〉（2010年6月2日下载）。

19〈谁是威廉．伯兰罕？〉。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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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兰罕的跟随者宣称他是神赐予特别能力的末世先

知，认为他是玛拉基书第四章中所说的先知以利亚，是启

示录第十章中所说的第七位天使。根据他门徒的看法，伯

兰罕不只是一个先知，而是一个大先知。
21

笔者却认为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12 至 14 节及十七章 9

至 13 节已经告诉我们，先知以利亚已经来过了，就是施

洗约翰，而且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主耶稣基督对

这已有定论，故哪里还有像伯兰罕的末世先知以利亚？我

们不会相信耶稣改变自己说过的话，给伯兰罕与圣经不一

样的启示。况且伯兰罕在七个异象中，错误的预言美国将

在 1977 年被毁灭，实在是犯了假先知的罪。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灵界有其势力，到底伯兰罕所凭借的「天使」是

来自哪里？我们以下将进一步予以探讨。

2. 神迹医治大会
从 1947 年开始的帐篷聚会到 1965 年伯兰罕去世，他

不断地举办信心医治大会。在一些大城市，与当地灵恩派

教会合作举办大型的跨宗派聚会。有人认为他是 1947 年

开始的医治和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创始人。
22

在他医治事工的记录中，最经典的莫如一个小男孩的

死里复活。在 1950 年芬兰举行的赫尔辛基大会开始前两

年，据说伯兰罕见到自己使一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的异

象。他将异象的细节告诉会众们，并要求他们将之写在各

自的圣经上。后来在芬兰科皮奥的一次车祸中，一个骑自

行车的男孩被车撞死了，当时伯兰罕一行人的车队正好路

21〈玛拉基书4章〉，《耶稣基督的福音网》；〈http://cn.bibleway.
org/si/mal4.html〉（2010年6月11日下载）。

22〈《圣经》「启示录」中的七个印于1963年在美国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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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车祸现场，他要求将蒙在男孩尸体上的床单掀开，认出

这个男孩正是他在异象中见到的同一个人。于是他祷告，

据说这个孩子就从死里复活了。
23
这件事一直被他的跟随

者拿来当成他是先知的凭证，且让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伯兰罕的医治能力从何而来？伯兰罕曾告诉为他翻译

的鲁夫牧师 (Pastor Ruff)，若他的天使不发出信号的话，

他没办法医治。而鲁夫牧师发现一些伯兰罕工作的几个交

鬼术特征后，就停止为他工作。曾现场了解伯兰罕医治大

会的高科尔博士 (Dr Kurt E.Koch) 拥有辨别诸灵的恩赐，

他有四十年赶鬼经验，辅导过二万多个精神和心灵受邪灵

搅扰的人。
24
高科尔参加了伯兰罕在德国卡尔斯鲁 (Karl-

sruhe) 及瑞士的洛桑 (Lausanne) 主持的两次大会，当时他

和几位基督徒祷告说：「主啊，若这个人的能力出于祢，

请祢祝福及使用他。若这医治的恩赐不是出于祢，请阻止

他！」结果，伯兰罕均在这两个场合宣称：「这儿有干扰

的力量，我无法做什么！」
25

3. 利用文字、网络信息和媒体的传播
伯兰罕说自己的信息都是直接和神的天使交通而得到

的，他有逾千篇相关内容的讲道，被做成录音与许多小册

23〈《圣经》「启示录」中的七个印于1963年在美国解密〉。

24〈跟随基督的脚踪行　第五十二课：赶鬼入猪群〉，《归正学义
网》；〈http://www.pcchong.net/JesusChrist/Jesus52.htm〉（2011年8月
23日下載）。

25 原载Kurt E. Koch, Occult ABC: Exposing Occult Practices and Ideolo-
gies, (Grand Rapids, Mich.: Kregel, 1978), 235. 现参“ William Branham 
(1909 - 1965), ” , 该书的中文版可参柯克著，苏景星等译：《撒但技
俩》（台中：台中神学院，1987），页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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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流传。
26
伯兰罕的信众们甚至相信原本的录音是带有能

力的，盗版的则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官方出版物计有 The 
Voice of God Recordings, Inc.(Spoken Word Publications) 出
版的《超凡的一生》、

27
《七印的启示》、《教会的七个

时代》等。
28
他们也利用网络信息，建立了他们的网站及

资料库，参下表：

网名／內容 网址

伯兰罕弟兄信息中心

（52种语言）网站      
http://www.messagehub.info/

相信这迹象 http://www.believethesign.com/cn/ 
耶稣基督的福音网站   http://cn.bibleway.org/tr/index.html 
威廉．伯兰罕弟兄信息

录音与文字中心 
http://churchages.com/en/sermons/branham/ 

圣经与讲道广播网站

（英文）
http://www.livingwordbroadcast.org/ 

时代信息网       http://www.godvoice.cn/index.php/action-news
最新的教会聚会录像、

录音中文翻译
http://cn.bibleway.org/local/si/

威廉．伯兰罕的语音与

文字图书馆  
http://cn.bibleway.org/contact-us.html

他们也有组织机构：The William Bran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Branham Tabernacle; The Voice of God Record-

26《信息下载中心网》；〈http://www.messagehub.info/zho/messages.
do〉（2011年8月11日下载）。

27〈超凡的一生：威廉．马利安．伯兰罕传记〉，《相信这迹象网》；
〈http://cn.bibleway.org/tr/tr_special.html〉（2011年10月1日下载）。

28 中国深圳（梅林）时代信息堂的石晓鹰(Eaglet)：〈新中文版《七印
的启示》今天开始发行首页〉，《时代信息网》；〈http://www.god-
voice.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4029〉（2010年6月3日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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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s, Inc. 全世界范围内还有上百个小的团体，但是没有正

式的教会组织。
29

二  信息教会在中国的源起与发展
伯兰罕的思想约在 1992 年传入中国，并在蛇口

及福建沿海一带建立信息教会。
30
 1996 年第一位传

播其信息的荷兰传道人，先后到广东、湖南、湖北、

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及福建等地

讲道。
31
根据他们的网站资料，他们在深圳梅林、

32 

29〈异端辨析：伯兰罕主义〉，《百度文库网》；〈http://wenku.
baidu.com/view/f6b6d100a6c30c2259019eae.html〉（2011年6月16日下
载）。

30〈伯兰罕与伯南汉是两个人吗？〉。

31〈本堂牧师在庆贺克拉斯弟兄和安娜姐妹金婚午宴上致辞中英
文〉，《时代信息网》；〈http://www.godvoice.cn/index.php/action-
viewnews-itemid-4651〉（2011年10月1日下载）

32〈教会名片〉，《时代信息网》；〈http://www.godvoice.cn/index.
php/action-viewnews-itemid-85〉（2010年6月5日下载）。

免费派发的伯兰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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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福州及泉州、
33
江西南昌及某县城等都有聚会点。

34

不过，现在内地的信息教会分成了两派，澳洲派那边出的

书叫「伯南汉信息」，加拿大派那边的则叫「伯兰罕信

息」。
35

（一）源起
伯兰罕思想传入中国乃与一位新加坡华人林彼得息息

相关，他也是澳洲派的主力。1969 年，林彼得接受了伯兰

罕信息。1981 年，伯兰罕信息的版权人「伯兰罕传福音协

会」改名为「神之声录音机构」。1990 年，林彼得取得了

该机构的授权，可以将伯兰罕的信息翻译为中文。自 1992

年起，由林彼得领导的「石晓鹰」翻译组，
36
开始将已译

成中文的伯兰罕信息白皮书运到中国，同时林彼得（当时

他已定居澳洲、在悉尼信息教会当牧师）开始在蛇口和福

州建立了若干个信息教会。
37

加拿大派出现于 1995 年，加拿大圣经之道教会有位

叫约翰的美国人认识了林彼得，得知他已组织翻译、印刷

了大量信息书籍，并已在中国建立过若干信息教会。在约

翰的牵线下，林氏与加拿大圣经之道教会牧师毕斯科联合

起来做此项工作，他们在 1995 年开始筹备，并于 1996 年

正式起动，由约翰和另一位美国人小约翰二人传福音和做

搬运工作，又邀请了荷兰的克拉斯 (Klaas) 作为给中国信

徒传讲伯兰罕信息的第一位传道人。他们三人以加拿大圣

33〈伯兰罕与伯南汉是两个人吗？〉。

34 笔者牧区所联络的江西某县城教会中的教师，因接受伯兰罕思想后
建立了信息教会。

35〈伯兰罕与伯南汉是两个人吗？〉。

36 早期翻译组成员包括林佩姗等，参〈伯兰罕与伯南汉是两个人吗？〉。

37〈伯兰罕与伯南汉是两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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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道教会的名义，用林氏赠送的大量书籍，以深圳为基

地，开辟了在中国传播伯兰罕信息的管道。澳洲派方面则

继续以福州为基地传播，进展迅速。
38

（二）影响
第一位来中国传播伯兰罕信息的荷兰传道人克拉斯，

他年轻时曾在荷兰某宗派教会担任过传道人，后在接受了

伯兰罕的信息后，就脱离了该教会，而成为时代信息教会

的传道人。近五十年来，他在欧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亚洲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传道，被称为「欧洲信息教

会中公认的独立传道人」。
39

他从 1996 年开始来中国传道，先后到广东、湖南、

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地

讲道。在深圳梅林信息教会于 2010 年为克拉斯夫妇举办

的庆贺金婚午宴

上，主任牧师樊

弟兄致辞时提到

克拉斯在中国最

早的讲道场所就

在其教会，并长

期以深圳为基地，

到中国其它地方

传道，然后又回

到深圳。
40

38〈伯兰罕与伯南汉是两个人吗？〉。

39〈本堂牧师樊弟兄在庆贺克拉斯弟兄和安娜姐妹金婚午宴上致辞中
英文〉。

40 同上。

深圳梅林时代信息堂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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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斯所建立的深圳梅林时代信息堂，是我们在网上

可以找到的在内地唯一一间信息教会。这间教会在网络世

界中可谓十分高调，除了清楚列出教会地址、联系人的电

话及电邮外，他们更将 2009 年迄今的每个主日聚会都拍

照及录音，将之放在网上。
41
他们的聚会时间是每个星期

日上午 9 时半开始，一般在中午 12 时结束；每个星期三

晚上 7 时半开始，一般在 9 时结束；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有

下午场，下午 3 时开始，一般在下午 5 时半结束。洗礼、

圣餐及洗脚一般安排在这个下午聚会中。网上也列出任何

时间都可以临时安排洗礼。
42

然而，伯兰罕的信息带来的是分裂。在吴国安撰写的

《圣经──超越时空的神言》一书中，指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伯兰罕教派从澳洲传至福建省泉州市华侨大学里

的基督徒团契时，他们宣扬并坚信要奉耶稣基督和伯兰罕

的名受浸才算真正得救，结果导致团契严重分裂。
43
笔者

牧区所联络的一间在江西省某县城教会的牧师和教师也受

伯兰罕思想迷惑。前段时间得知那位教师已被停止圣工，

离开县城教会，现到江西南昌红谷滩自己建立一个聚会

点。牧师则因江西省基督教两会的介入，已经重新回到教

会侍奉。问及他们教会个别同工，才知道他们是在青岛那

边受培训，回来就变了，在教会鼓动信徒重新受洗。

41 照片可参〈照片与录像〉，《时代信息网》；〈http://www.god-
voice.cn/index.php/action-category-catid-119〉（2011年8月21日下载）。
讲道录音可参〈本堂聚会录音〉，《时代信息网》；〈http://www.god-
voice.cn/index.php/action-category-catid-118〉（2011年8月21日下载）。

42〈教会名片〉。

43〈第九章《圣经》对末世的预言〉，原见吴国安：《圣经──超越
时空的神言》，现刊于《基督徒生活网》；〈http://www.cclw.net/gos-
pel/new/cyskdsy/2/09.htm〉（2011年8月11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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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裂
伯兰罕教派不只分裂教会，他们在内地建立的信息教

会也分成了两派，这与在国外的翻译与出版有关。当时双

方使用的所有的书都是「石晓鹰」翻译的「伯南汉信息」，

其数量非常多，双方的合作非常紧密。翻译目录由加拿大

的托尼与林彼得协商列出，在国内出版。1998 年，加拿大

在深圳印的 8 篇信息单行本，都是国内翻译的，并把「伯

南汉」改成「伯兰罕」，因为使人容易联想到中文圣经里

的亚伯拉罕。自 2002 年，加拿大教会把「石晓鹰」翻译

组里的翻译挖走几个人，翻译的人多了，出版的书也就越

来越多。加拿大「伯兰罕」这边的影响就超过原来的「伯

南汉」了。
44

根据他们自己写的资料，两派之间会彼此攻击，2001

年 3 月，加拿大圣经之道教会有人在香港讲道时说：「澳

大利亚原来出的那些书可以扔到垃圾里去了。」2004 年，

从澳洲林彼得教会里分裂出来的人也到处散布说：「林彼

得的翻译有问题。」加拿大那派从 2005 年开始在国内举行

「亚洲信息教会传道人会议」，曾邀请澳洲这边的人过去，

但也遭到拒绝，并给这个会议冠以巴兰主义的标签，说其

借会议之名，其实却是为自己到国外募捐。
45
在深圳梅林

时代信息堂的网页上，可以看到为批评加拿大派，甚至连

他们在青岛举行的 2009 年中国信息教会传道人会议的相

片，
46
也被公开刊登出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逾

百名传道人聚集在一起，由此也看出信息教会的势力。

44〈我为什么拒绝他们的邀请？〉，《时代信息网》；〈http://www.
godvoice.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3684〉（2010年6月5日
下载）。

45 同上。

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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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伯兰罕信息教会的错谬
伯兰罕的讲道信息在美国早已被认定是异端，近年来

进入中国却找到了市场。笔者现将其错谬分析如下：

（一）神论：否认三位一体
伯兰罕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教导形态论 (Modal-

ism)，即神是只有一个位格（耶稣），在历史中的不同时

间，以不同的称号或形态出现，伯兰罕的教导其实质与公

元三世纪的异端撒伯流主义
47
(Sabellianism) 并无二样。伯

兰罕说道：

47 现今人多数会把撒伯流（Sabellius，约198～220年在罗马）与形态
神格唯一论相提并论。撒伯流为了维护神绝对的独一性，说圣父、圣
子与圣灵这些名字虽是来自圣经，却是指同一位神；神是独一的，却
有三个不同的，也是相继而来的自我显示形式，结果神的独一得到了
保障，但神的三位性却牺牲了──圣子与圣灵不过是圣父暂时的表现
而已，没有祂们自己的永恒地位。因他们认为圣父自己成为肉身，又
被钉死，故这派思想又称作「圣父受苦说」。见〈神格唯一论〉，杨
牧谷编：《当代神学辞典》（光盘）。

2009年青岛举行中国信息教会传道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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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三位一体……那是天主
教的错误，你们新教徒也向这个教义俯首屈膝。48

他也在教导洗礼时提到这种「唯独耶稣」观点，并认

为已奉三位一体之神受洗的必须重洗：
49

他的名被称为什么？耶稣。好的。父、子、圣灵，父
和圣灵是同样的那个灵。

灵是指什么？是指神的灵，当耶稣受洗后，他就降临
并住在耶稣里面，「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
面。」他降下来住在耶稣里面，这使得他成为在地上
的以马内利。所以父、子、圣灵的名是什么？耶稣基
督。绝对正确。50

笔者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不可能被人有限的理性完

全了解得到，但是正如梁家麟院长说的：

「三一论」在人间的思考和推理上困难重重，但它之
所以被提出、确认和信奉了一千八百年，乃是因为它
拱卫着两个重要的教义：一、只有一个上帝；二、在
人间活了三十三年的耶稣基督是真实且完全的上帝。
这两个教义都有充分的圣经根据和群体认信，但它们
的内在矛盾只有借着「三一论」才得以消解：上帝是
父、子、灵的三一上帝。父、子、灵各自是完全的上
帝，却只有一个上帝。51

48  Phillip Arnn：〈警惕异端伯兰罕主义〉。

49 "Branham, William Marron (1909 - 1965), "in Dictionary of Pentecos-
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ed. Burgess and McGee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2) , 441.
50〈如何受洗？〉，《耶稣基督的福音网》；〈http://cn.bibleway.org/
si/baptism.html〉（2011年8月6日下载）。

51 新兴宗教关注小组编：《变质之路：辨析张熙和「基督门徒福音
会」的偏差信仰》（香港：新兴宗教关注小组，2009），页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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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论：否认基督的神人二性
伯兰罕否定耶稣的人性，因为他讲到耶稣时，认为马

利亚和其它女人一样都只是个孵化器，就是说耶稣虽是她

生的，但没有她的基因和血统，就像母鸡孵鹰的蛋孵出来

的还是鹰，母鸡不可能把鹰的蛋孵成鸡一样。
52

笔者认为伯兰罕说马利亚只是个孵化器，是要证明耶

稣没有人的血统，否认基督的神人二性。道成肉身的真理

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这是鉴别所有异端邪教的准绳之一。

　　

（三）救恩论：奉耶稣之名洗礼才得救
基于伯兰罕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神，故其主张洗礼只奉

耶稣的名。伯兰罕更将洗礼与得救挂勾，宣称要施行正确

的洗礼，不要接受各宗派教会的洗礼，不然就会被印上「兽

的印记」，将来将错过大喜乐而进入大灾难。
53
 如果在受

洗的时候采用了不正确的形式，伯兰罕就说归信者将进入

黑暗，
54
 并声称若奉三一神洗礼是属魔鬼的。

每当他们（按：门徒）聚集在一起，每当他们提到洗
礼，他们一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因为神
说：「天下人间，也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
得救的。」（徒四12）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根本
就是从魔鬼而来的错误理念，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圣经
的根据。55

52 青草放蕊：〈给「伯兰罕信息教会」的一份查经笔记〉，《基督徒
博客家园网》；〈http://yes.blog.hexun.com/35534143_d.html〉（2010年6
月11日下载）。

53〈伯南汉弟兄为什么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是错误的」？〉，
《时代信息网》〈http://www.godvoice.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
id-2575〉（2010年6月11日下载）。

54 Phillip Arnn：〈伯兰罕主义──来自美国的异端〉 。

55〈如何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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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伯兰罕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才得救，甚至

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说成是属魔鬼的，是违背

主教导（太廿八 19）的异端教训。

（四）人论：将人视为蛇的后代
人是按着神的形像所造，而伯兰罕信息中的核心内容

之一「蛇种论」，
56
是对人性的严重诬蔑。伯兰罕自称受

「圣灵」启示后，揭示了圣经的真正奥秘：亚当夏娃在伊

甸园里不是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犯罪，而是夏

娃被引诱上午与古蛇性交，下午与亚当性交，并且怀了古

蛇和亚当的双胞胎。被赶出伊甸园后，夏娃生了双胞胎该

隐和亚伯，该隐既是古蛇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而亚伯

既是亚当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该隐杀了亚伯后，亚当

和夏娃又生了塞特，塞特代替亚伯成为神的儿子。
57

伯兰罕还满有想象力，将此「蛇种论」与进化论中「遗

失的一环」扣上关系：

这头兽（古蛇）曾经十分近似人类（但它还是纯粹的
动物），甚至能推理和说话。它是只直立的动物，
介于猿与人之间，但比较类似人。它与人是如此的类
似，甚至它的种子能够，而事实上也确实与女人的卵
子结合，并使她怀了孕。这事发生之后，神咒诅了古
蛇，将它身上的每根骨头都改变了，使它用肚子爬行
就像今天的蛇一样。科学家们尽力寻找，也找不出那
介于猿与人之间的「遗失的一环」，因为神留心这件
事。人很精明，他看出人与动物之间有些联系，而试
图以进化论来证实它。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然而人

56 原载Burgess and McGee, editors,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1988) , 96。现参“ William Branham 
(1909 - 1965)”。
57 青草放蕊：〈给「伯兰罕信息教会」的一份查经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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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确与动物结合过。这是其中一个仍然隐藏着的神
的奥秘，但在此被揭开了。这件事是发生在伊甸园
中，即夏娃离开生命，去接受死亡的时候。58

伯兰罕实际上是借「蛇种论」来引诱人归向他，因为

他指出神圣的种子是塞特和其后代，他们都已经通过伯兰

罕事工的呼召而显明出来了，将在大灾难之前被提。至于

该隐和其所有的后代是蛇的种子，他们注定要下地狱。至

于第三个种类，他认为是那些还在各种宗派当中的人，他

们有自由意志选择天堂和地狱，因为各宗派最终将成为兽

的印记，那些仍然留在宗派里的人将经历大灾难。
59

「蛇种论」其实是对创世记第三章的谬解。夏娃在伊

甸园犯的并不是性的罪，而是他们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

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罗马书很清楚地说他们是不顺服悖逆

神，这和性犯罪没有任何关系。撒但原是神所创造的天使，

但牠堕落了，耶稣说天使不能繁衍后代（太二十二 30）。

「蛇种论」诱骗人们承认撒但能够在人间繁衍后代，也承

认世人是由神的儿女和撒但的儿女组成，这从根本上背离

了圣经中的人观，背离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个真理

（创一 26 ～ 27）。「蛇种论」也诱骗人们，承认神的救

赎不是对普天下的人，而是按照血统来救赎，只救赎少数

人，咒诅大部分人不能得救。这种理论并不是伯兰罕首创，

而是与某些种族主义团体的思想相似。
60

除了将上帝所创造的人推向蛇种外，伯兰罕对女性也

十分歧视，并将罪恶根源矛头直指女人：「没有任何东西

58〈蛇的后裔〉，《耶稣基督的福音网》；〈http://cn.bibleway.org/si/
serpentseed.html〉（2011年8月26日下载）。

59 Phillip Arnn：〈警惕异端伯兰罕主义〉。

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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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设计成女人那样容易诱惑人和被人诱惑，也没有任何东

西被设计成女人那样下贱、那样淫荡，连狗、猪、鸟都没

有那样淫荡」，所以他认为女人没有遗传基因的能力，人

的全部基因完全在于男人精子的遗传，女人只是个孵化

器。伯兰罕给女人定了许多律法：想得圣灵的女人必须穿

长裙以遮住下体、不能剪头发以保住神的荣耀、不能化妆、

不能穿裤装（男人的服装），否则就是淫妇、女人嫁人只

能嫁给相信「先知信息」的男人、女人没有资格解释神的

道，所以女人不能传福音、不能讲道，女人作牧师讲道就

是属魔鬼的、甚至女人在教会里要把嘴闭起来，有问题回

家问自己的丈夫等等，女人若不遵守这些律法就会受咒

诅，成了兽的印记。
61

（五）教会论：反对宗派教会
伯兰罕反对宗派，认为是神所憎恶的，其实这无非是

为了抬高他的信息教会，反对现有的教会。在他的讲道信

息中：

我所反对的是宗派，即组织制度。我必须反对它，因
为神憎恶它。请告诉我有哪一间教会从组织中出来、
却不马上又重新组织起来？一间也没有。信义会（路
德派）出来了又另行组织，并且今日对基督教会联合
运动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卫斯理派出
来了又重新组织；灵恩派也是如此。将来会另有一群
人出来，他们会赞美神，他们永远不会组织起来，因
为他们晓得真理，这群人将是末日的新妇。当路德派
一组织起来，死亡便临到了他们。五旬节派组织起来
后，圣灵便离开了他们，虽然他们不这样认为。但圣
灵的确离开了，那个婚姻带来了死亡。后来「一神
论」的真理之光来临，他们一组织起来，就马上死去

61 青草放蕊：〈给「伯兰罕信息教会」的一份查经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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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的火柱在1933年降在俄亥俄河上，发起了一个
遍及世界的医治复兴，但这个复兴运动却不是通过哪
一个组织发起的。神越过五旬节派组织，在组织之
外。神将要行的事也是在组织以外，他无法通过死人
来工作，他只能在有生命的肢体中运行。那些活着的
肢体是在巴比伦以外的。62

　　

然而，真理告诉我们，主没有规定在哪一间教会才可

以得救，而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

里复活，就必得救。」（罗十 9）。况且宗派教会只是教

会历史的产物，他们今天依然在为主做救人灵魂的工作，

哪里是伯兰罕所说的一组织起来，圣灵就离开他们，死亡

就临到呢？而说这些话的背后除了抬高信息教会的身价

外，其实也是一种反智文化的表现。

四　总结：守望教会──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对于异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以为真理会战胜邪

恶，因此异端也会自生自灭。教会历史证明，异端不但没

有自生自灭，反而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但我们也不

能以为异端很可怕，就不闻不问，消极躲避。笔者认为教

会在面对异端时，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来防备和揭露他们

的错谬。其一、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及有系统地教导圣经

真理。教会应当建立有系统的护教学和教义神学，定期培

训信徒，装备信徒可以捍卫自己的信仰。
63
其二、我们当

排除崇洋媚外的心理，从海外或外地来的，不一定都是好

62〈圣经预言〉，《耶稣基督的福音网》；〈http://cn.bibleway.org/si/
themessenger.html〉（2011年8月4日下载）。

63 靖玖玮：《异端邪教面面观》（中国：中国基督教协会，2002），
页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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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先了解他们的背景。
64
其三、诚如梁家麟院长所言：

「期盼中国教会能逐步摆脱政治的羁绊，与历史性和普世

性的教会全面接合，重新恢复以教义和神学传统为规范的

『宗派』，藉以取代以赤裸裸权利拱立的『教派』或『帮

派』」。
65

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长老的劝勉，今天同样也提醒

我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徒二十 28）。愿神

使中国教会在茁壮中成长，像圣经所说的：「祂所赐的有

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

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

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

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

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

端。」（弗四 11 ～ 14）

64 靖玖玮：《异端邪教面面观》（中国：中国基督教协会，2002），
页176。
65 梁家麟：〈溯本清源：基督教新兴教派与中国教会〉，《中宣文
集》第6期（2006年1月），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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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先知」伯兰罕与中国信息教会

相片来源

• 伯兰罕照片： ht tp : / /www.godvoice .cn / index .php/ac t ion-
viewnews-itemid-260

• 免费派发的伯兰罕作品：http://www.godvoice.cn/index.php/action-
viewnews-itemid-2647

• 深圳梅林时代信息堂聚会：http://www.godvoice.cn/index.php/ac-
tion-viewnews-itemid-5491

• 2009年青岛举行中国信息教会传道人会议：http://www.godvoice.
cn/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