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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純正的信仰
一、 我們相信三而一的真神（創 1：26；太 28：
19；林后 13：14）
1. 聖父是至高無上的（賽 45：5；林前 15：28）
2. 聖子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來 1：8；
約 1：18；提前 3：16；約 6：27；羅 8：34；
來 13：8）
3. 聖靈是保惠師，是真理的聖靈（約 16：13－14；
約壹 15：26；約 16：8；弗 1：13－14）

二、 我們相信神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創 1：

第二課
識別和防範異端
一、 異端的定義
1. 違背福音的內容（加 1：8；林前 15：3－4。
如：耶和華見證人）
2. 越過基督的教訓（約貳 9；約 6：47。如：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
3. 傳假基督、接受邪靈（林后 11：4。如：東方
閃電／全能神教）
4. 在聖經外另立經書（啟 22：18－19。如：東方
閃電／全能神教）
5. 否認“三一神”的真理（約壹 2：22，4：2－3）
6. 看行為－顯出撒但的果子（太 7：15－16；約
8：44）

1；約 1：3）

三、 我們相信人犯罪與墮落，將來要面對審
二、 防範異端該有的裝備
判（羅 5：12，3：23；來 9：27）
四、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由童貞女馬利亞從
聖靈感孕而生（太 1：18，20；賽 7：14；

1. 警醒禱告
2. 以真理作裝備
3. 廣傳福音，辨明真理
4. 懂得如何對待那些落在異端裡的人

路 1：35）

五、 我們相信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成就
了救贖（弗 1：7；來 9：11－12；彼前 2：
24）

第三課
防範異端東方閃電（一）

六、 我們相信耶穌復活升天的事實（徒 2：32；
一、 邪教源起
路 24：46；來 4：14）

七、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還要再來（徒 1：11；
帖前 1:10；太 24：27；啟 1：7）

八、 我們相信“因信稱義、因信得救、因信

東方閃電又叫“全能神”教派。1990 年，河南鄭
州有一鄭姓女子，據說被鬼附身，自稱“女基督”，
是重返肉身的耶穌。後來她又自稱“閃電”而創
立了東方閃電，而且印刷大量書籍分發全國，迷
惑各地的人。又有黑龍江趙維山主領党派。

得生”的真理（羅 3：22，10：9；約壹 5：
12）

二、 慎思明辨
九、 我們相信的福音內容（林前 15：3－4）
十、 我們相信耶穌是基督（太 16：16）
十一、 我們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有絕對
權威（提后 3：16；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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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錯謬荒誕之一：關於神的形象、道成肉身的性
別和基督再來的情況
東閃／全能神教派曲解創 1：27。說神第一次
道成肉身是男，起名耶穌，第二次道成肉身是
女，起名閃電。
真相辯證：西 3：10；弗 4：24；創 2：18；林
前 11：8；林后 4：4；來 1：3 等經文可見三
一神怎樣向人啟示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可知
新人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可知男女的關係和
受造的次序。且聖經中論到神和天使以人形顯
現世間時，從來沒有以女性的身分顯現。到了
新約時代，除了耶穌基督的降生顯現，神再沒
2

有，也絕不會再以人形顯現。啟 1：7 清楚記
著他再來時的情況。
2. 錯謬荒誕之二：錯誤釋經耶 31：22
東閃／全能神教派謬解耶 31：22，認為“女基
督護衛男基督”。
真相辯證：從字義解，耶 31：22，經文中的“女
子”指以色列民（參耶 31：21）
。耶 31：22 的
意思是指以色列民將來要回到神的身旁，環繞
他、敬愛他。“護衛”原文意思是圍繞、環繞，
這裡以女子和男子的相愛來比喻將來以色列
要如此歸向神和愛神。從上下文 31 章全章可
見東閃錯謬。約 1：3；腓 2：9－11 更證基督
不需要護衛。
3. 錯謬荒誕之三：錯誤解釋太 24：27
東閃／全能神教派謬解太 24：27，亂說“女基
督就是東方的閃電”，她的話語是從東方的中
國傳到西方的國家。她從普通家庭出來。
真相辯證：主再來的情況是人人可見的（啟 1：
7）；主再來時萬民也看見人子有大能力，駕雲
降臨，不是在普通家庭出來（可 13：26－27）。
4. 錯謬荒誕之四：錯誤解釋賽 41：2 的“東方”
東閃／全能神教派謬解賽 41：2“誰從東方興
起一人……”，說那人是“女基督”。
真相辯證：從賽 41 上下文，可知經文預言的
那位神從東方興起的人，指的是波斯王古列，
因波斯帝國正是位於以色列的東方。賽 44：28
記著神看古列為他牧人的話。
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也不是在東方，而是在
橄欖山（徒 1：11；亞 14：4；帖后 2：4、8）。
5. 錯謬荒誕之五：有關“全能者”的名字
東閃／全能神教派鄭姓女子自稱“全能者”，
說神有新名，就是在啟示錄中提過幾十次的
“全能者”。她說其他書卷沒有提過“全能者”
這名稱。
真相辯證：啟示錄只有 8 次提到“全能者”，
這是神的屬性不是他的名。這個屬性在表達出
神是全能的神，是審判全地的主，在他沒有難
成的事。再者，“全能者”在創世記裡就已出
現過了（創 49：25）。所以“全能者”不是主
耶穌的新名，是用來表達主耶穌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屬性（來 13：8）。
6. 錯謬荒誕之六：第二次再來的基督要再重返肉
身，人才能得救
東閃／全能神教派《聖靈向眾教會的說話》頁
55、57－60 說“沒有重返肉身的基督，人就不
能完全得救……”
真相辯證：耶穌道成肉身、完成救贖、復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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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坐在神寶座的右邊，被神立為主為基督，
還要再來審判世界，帶進國度時代。他絕對不
必再重返肉身，因為主在十架上最後所說的
“成了”，實在清楚表明神的救恩已經借著他
成全了（來 9：28，10：12－14）。

第四課
防範異端東方閃電（二）
1. 錯謬荒誕之七：否認聖經的權威，她認為摩西
不可能知道神如何創造天地，認為新約書信是
保羅的偏見。她斷章取義曲解聖經，迷惑信徒，
又說聖經已過時，要聽女基督的“新啟示”。
真相辯證：提後 3：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
的……”啟 22：18－19“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
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
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這書上
的預言，若有人刪去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
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神的話不能
廢去，在聖經以外，任何自稱為神的話或“新
的啟示”，都是鬼魔之道。
2. 錯謬荒誕之八：錯誤解釋啟 5：1“書卷”，10：
2“小書卷”，曲解但 12：4，說今天就是末時，
封閉的書已經展開，就是“女基督”所講的
道。
真相辯證：啟 5：5、9 清楚表示除了那位曾被
殺的羔羊基督外，就再沒有人配揭開那書卷和
七印。而且啟 10：2、10、11 已經明說小書卷
的內容是啟 10 章之後的內容，所以是不會有
所謂小書卷新內容。而但 12：4 也提到天使吩
咐但以理要好好保留這書，預言直到末時，必
有多人對它細心研究，以至知識大有增長，所
以不會像“女基督”說封閉的書已經展開。
3. 錯謬荒誕之九：多方攻擊聖經，又利用聖經打
倒聖經。說聖經是他人的傳說，是叫人死的字
句而不是真理。
真相辯證：從太 26：63－68、23 章；路 24：
44 可知舊約摩西律法、先知的書、詩篇所記、
預言所指著耶穌的話都應驗了。林后 3：6 提
到聖靈解開神的話，叫人明白真理。
4. 錯謬荒誕之十：“女基督”說她不為人醫病，
不為人釘十架，只在肉身說話，……她要在地
上成全一批得勝者，如啟示錄所記的十四萬四
千人，那些不領受她話的定規是地獄子孫，是
永遠滅亡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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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辯證：基督完成的救贖是永遠的，他在十
架上早已宣告“成了”，是不需要有人再來完
成他的救贖計劃。而且主耶穌第二次再來是要
審判世界，結束整個世代，建立一千年榮耀的
國度，並將撒但丟在無底坑裡封鎖一千年，而
不是所謂的用話來征服人。至於啟 14：1－5
提到的指基督－這被殺的羔羊站在錫安山，有
那“十四萬四千”象徵的歷代得勝者與他同
行，跟從著他。
5. 錯謬荒誕之十一：錯誤引用經文來說神的國在
地上，不用上天堂。
真相辯證：按聖經啟示的真理，信耶穌的人死
后靈魂是到樂園裡與主同在，享受安息、喜樂、
平安。如昔日耶穌對那個與他一同被釘十架且
悔改信他的強盜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
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 23：43）主耶穌再
來時，歷代已經在主裡睡了的信徒都要復活，
而那些還活著的、得勝的信徒都要分批被提。
那時，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審，得勝
的信徒要與主同在千年國度裡作王，失敗的要
在黑暗裡哀哭切齒悔改。
6. 錯謬荒誕之十二：亂講神末後的工作，亂解以
啟 5：4“約翰大哭”的原因，說人們因為不能
接受神在末世的工作，是賞善罰惡、說嚴厲審
判的話、有威嚴、親自來、以女性和中國人的
長相來，結果不信神，因此約翰大哭。
真相辯證：啟 5：4 清楚說明約翰大哭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人配揭開七印、配看那書卷,而不
是像東閃講的那樣。另一方面啟 19：11－16；
太 24：30 清楚提到主再來時的情況，完全不
是像東閃說的那樣。至於耶穌基督的屬性，來
13：8 說“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
7. 錯謬荒誕之十三：當被問及所傳的有沒有聖經
根據時，胡亂引用約 6：48、54 說在“恩典時
代”不用事事有聖經根據，因為耶穌的事在舊
約也沒有聖經根據。
真相辯證：舊約對耶穌基督的降生，以至他完
成救贖的事有很清楚的預言，見賽 9：6；7：
14。彌 5：2 對耶穌的降生、身分、出生地點、
職分、工作等聖約早已清楚預言。至於主耶穌
要道成肉身、經歷猶太人的逼迫、厭棄、甚至
被釘十架、然後復活升天，也早已記在舊約預
言中。如賽 53 章、詩 22 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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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防範異端東方閃電（三）
一、 隱藏的話
錯謬荒誕之十四：亂講啟 10：3－4 的“七雷所說
的話”、但 12：9、林后 12：4 中的“隱藏的話”
現在已由“女基督”說出了。
真相辯證：啟 10：3－4 清楚記述約翰聽從天上來
的吩咐，不將七雷發聲所講的內容寫出來，是出
於神的吩咐。但 12：9“這話……直到末時”中
的“這話”是指上文但 11 章和 12：7 所論的預言。
這些預言早已寫在聖經裡，到末時必有一些清心
愛主、研究神話語的人，因蒙聖靈啟示而明白過
來。“這話”決不是末世的人隨便說的。林后 12：
4 使徒保羅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秘的言語，是
人不可說的。神禁止人知道的事，人自然不可能
知道。除了神所默示的話之外，任何聲稱是神在
末世所講的話，都是騙人的謬論。啟 22：18－19
也提示我們不要在預言上加添或刪去甚麼。

二、 從聖經真理辨明東方閃電的謬論
1. 有關時代的分法
按聖經真理顯示，新舊約聖經包括八個時代：
起初亞當被造時的“無罪時代”；洪水前的
“良心時代”；洪水後的“人治時代”；列祖
時的“應許時代”；神向以色列人頒佈律法后
的“律法時代”；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
贖，立了新約而帶進的“恩典時代”，即新約
時代；主耶穌第二次再來時所要建立的一千年
國度的“千年國度時代”；最后是“永世時
代”。東方閃電說的律法時代、恩典時代、國
度時代似是而非。
2. 有關神的性情
律法時代，神的性情並不是隱秘的，而是顯明
的。神在舊約聖經多次多方表明他是公義、聖
潔、忌邪、滿有威嚴的神（出 20：5－6）。恩
典時代，神的性情一方面顯出慈愛憐憫，另一
方面也顯出了聖潔和公義，這見於耶穌基督的
救贖（羅 5：8，1：17）。國度時代父神借著基
督掌權治理全地，那國度稱為“彌賽亞”國，
即基督的國。那時撒但被丟在無底坑，大罪人
敵基督和假先知也會被丟在火湖，只有地上的
基督徒才能進入這國度。那時，基督和信徒中
的得勝者要與主一同作王一千年，治理全地。
主基督要以萬王之王的身分來治理全地，他顯
出了公義、聖潔、權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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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神的名
出 3：15 下；太 1：21；約 1：18 提到父神的
名字，聖子的名字，父與子的關係。“全能者”
是新舊約聖經中對神屬性的表達，並不是名稱。
神永是全能者，並沒有分別（啟 1：8）。可是
東閃卻說：神在名在昔日是耶和華，在新約時
代是耶穌，在國度時代叫全能者，也就是女基
督。
4. 有關神的性別
按聖經啟示，神是自有永有的神，而神差派他
獨生愛子耶穌降世為人，是以人子（男性）的
身分向世人顯示。主耶穌在完成救恩、復活、
升天后，則是以榮耀的人子、主基督的身分坐
在神寶座的右邊，也是以全能者神的身分來表
明自己。將來主耶穌再來審判並了結世界，帶
進國度時，更是以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身分
而來，如啟 19：16 所言。聖經從沒說過到了
國度時代神以女性身份顯現。
5. 有關神工作的地點
神在律法時代的工作主要作在他的子民以色
列人的身上，無論他們是在本地或是被擄到外
邦，神都繼續眷顧他們。恩典時代，神工作的
地點是在全地（提前 2：4；太 28：19）。國度
時代神的工作同樣遍及全地，不單是在中國
（啟 19：11－21：2）。
6. 有關神道成肉身的真理
賽 7：14 下；太 1：18－23 顯明舊約先知早已
清楚預言主耶穌借童女馬利亞道成肉身一事。
主再來時，也會以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身分
來審判和了結世界，聖經從來沒提到聖靈重返
降臨人身，以中國人形象出現。
7. 有關神的工作
按聖經真理，主耶穌完成十架救恩就已是完全
打敗了撒但，如主在升天之前說：“天上地下
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 28：19）。來
2：14 說“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
籍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徒 2：
34－35“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
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東方閃電卻宣稱
神在恩典時代的工作“不能完全勝過撒
但”。
8. 有關人的回應
聖經從來沒有論到國度時代有女基督，只寫到
國度時代基督會再來作王，萬民要順服敬拜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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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方閃電傳教的方法
1. 著書迷惑人
東方閃電著書多冊，內容多是重重複複，如：
《救主早已重歸》、《神向全宇發聲》、《話在肉
身顯現》
、
《審判在神家起首》
、
《神隱秘的作工》、
《東方發出的閃電》、《上帝的聲音》、《在光中
行走》
、
《小書卷》
（又名《聖靈末世的工作》）、
《基督的發表》、《耶穌駕著白雲重歸》等。有
看來“屬靈”的書名，內容卻曲解聖經，又有
很多低俗的話，罵人的話、咒詛人的話。
2. 謊言洗腦
東方閃電很多謊言。他們用假名假地址，製作
大量傳單錄音影帶發放，向信徒作疲勞轟炸式
播放，洗腦。要他們奉獻全部家財。
3. 暴力恐嚇
他們用黑社會手段抓人打頭羊，又用色誘利誘
式方法拉人入他們的教派，甚至說如果頭羊能
拉整個教會到他們那裡，就有賞金。
4. 如何辨識
交談中可問他們兩條問題：
女基督是可咒詛的嗎？（東方閃電的人會不
答。）
耶穌基督是可稱頌的吧？（東方閃電的人會不
答。）

第六課
如何識破邪靈欺騙人和迷惑人的工作
一、 基督徒被污鬼或邪靈所附的原因
1. 因真理裝備不足，追求聖靈充滿的方法違背了
聖經的教訓
2. 加入了異端組織
3. 隨便讓人（有邪靈附身的人）按手
4. 存心驕傲，高抬自己，標奇立異
5. 渴求能力，存心追求奇異的事

二、 被邪靈充滿的現象
否認耶穌基督的神性、人性、位格、救恩（約壹
4：1－3）
行為上結出壞果子（太 7：15－16）
違背聖經真理（約 16：13－14）
懼怕奉主名的聚會（約壹 3：8，4：4）
充滿假方言和異能（林前 14：32－33；太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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