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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召會譴責邪教組織和行兇者地方召會譴責邪教組織和行兇者地方召會譴責邪教組織和行兇者地方召會譴責邪教組織和行兇者    
以及重申地方召會的正統地位以及重申地方召會的正統地位以及重申地方召會的正統地位以及重申地方召會的正統地位    

 
 2014 年 5 月 28 日在中國山東招遠發生了一宗駭人的兇殺案，據報導，

行兇者是屬於邪教組織「全能神」（又名「東方閃電」）的成員。對於是次兇

殺事件，我們深感震驚及難過，並予以強烈譴責。我們對受害者的家人表示

深切慰問，亦願受害人得到安息，以及行兇者早日受到法律的制裁。  

 

地方召會是正統教會，絕對不是『呼喊派』或任何邪教組織  

與此同時，香港一些報章亦刊登了多個活躍於中國的邪教組織，當中稱

「全能神」是由「呼喊派」演變出來，但卻誤指「呼喊派」又名「神的教會」、

「地方召會」，由「李常受於 1962 年在美國創立」。我們在此嚴正聲明：「地

方召會」的教導，合乎聖經的基督徒信仰。地方召會乃是正統教會的一員，

絕對不是「全能神」、「東方閃電」或「呼喊派」等邪教組織，亦與他們毫無

關聯。該等報導對地方召會及出版李常受著作機構的聲譽已造成嚴重損害。 

 

地方召會是合乎聖經的正統教會  

地方召會乃 1922 年由倪柝聲所帶領，在中國福州開始，照著聖經的真理

與實行，在各地實行基督徒教會生活的群體。1949 年地方召會由倪柝聲所差

之同工李常受帶領，從中國大陸擴展到台灣。1962 年起，擴展至美國及各大

洲。在全球各地之地方召會的信徒，多年來嚴守正統信仰，照著聖經的教訓，

追求最高標準的道德，都是信神愛人，奉公守法，作美好見證的基督徒群體。 

 地方召會的教導，合乎聖經的基督徒信仰。地方召會乃是正統教會的一

員。以下列出海內外著名人士、神學院、研究院及其他機構經多年來嚴謹的

研究、驗證和對話後，對地方召會予以肯定之評價：  

 

（ 1）  中國金陵神學院副院長王艾明，在《信經傳統與地方召會》中，表示

他「從 2002 年到 2012 年十年時間裡，從未間斷地研讀了倪柝聲和李

常受的全部著作文本」，並得出結論：「地方召會有恰恰符合新教教會

傳統的最高衡定標準」及「我們要澄清圍繞著倪柝聲、李常受和（地

方）召會的三種誤讀 . . .這三種誤解正在演繹成謊言和誹謗，並最終危

及這一特殊的基督徒群體的聲譽和基本權利。」 1
 

                                                      
1
 王艾明文章報導見《基督徒報》

http://43709.jwappgc.com/weizhan/article/100654902/31082740867/43709?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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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世界基督教福音派最具嚴謹神學立場之一的美國富勒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於 2006 年發表聲明，表示經過與地方召會兩

年的對話與研究，認爲地方召會的教導及實行，體現「純正、合乎歷

史並且合於聖經的基督徒信仰」。 2
 

（ 3）  真道實踐會（Answers in Action）與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 tute）連同《基督教研究學報》（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經

過三年審慎的研究、對話、檢視，以及神學分析，於 2007 年共同作

出結論：「倪柝聲、李常受的教訓，並水流職事站有關之地方召會，

持守並教導基督教正統神學，是一個在基督裏的基督徒運動；故此不

應該被貼上神學異端，或『邪教』標籤」。 3
 

（ 4）  同年（ 2007 年），地方召會的同工與富勒神學院在香港中國神學研究

院及香港浸會大學合辦了「從歷史、神學及護教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

信仰」研討會。邀請了時任美國富勒神學院神學部院長 Howard 

Loewen、神學教授 Veli-Matti  Karkkainen、時任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

周永健教授、楊慶球教授、美國資深護教工作者 Gretchen Passantino

女士等任主持及主講，分別從歷史、神學及護教三個層面，探討華人

教會的正統信仰問題。 4
 

（ 5）  專 門 研 究 異 端 邪 教 的 美 國 基 督 教 研 究 院 （ Christian Research 

Insti tute），也於 2010 年 1 月份的《基督教研究學報》（ 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以「We were Wrong（我們錯了）」為標題，表示經

六年研究後，對倪柝聲和李常受之職事以及地方召會的立場改觀，肯

定其神論符合三一神論，其教導合乎核心性信仰真理，認為他們不是

異端，更不是所謂邪教。 5
 

（ 6）  2012 年，台灣國史館出版的《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中，表明李

常受對社會和基督教有重大貢獻。 6
 

                                                                                                                                                                        
=0；文章節選自王艾明《自治——中國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設計》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52384051_7.html 
2
 美國富勒神學院聲明見 http://www.cftfc.com/com_chinese/apologetics/reading.asp?title_no=4-16，英文原稿見 http://lctestimony.org/FullerStatement.pdf 

3
 研究報告見 http://cftfc.com/com_chinese/apologetics/reading.asp?title_no=4-18，英文原稿見

http://www.answers.org/news/article.php?story=20070223165418855 
4
 「從歷史、神學及護教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研討會報導見《時代論壇》2007年 1月 28日，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39212&Pid=5&Version=0&Cid=220&Ch

arset=big5_hkscs 
5
 《基督教研究學報》研究報導見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gen-1612/改稱地方召會神論無誤基督教研究院認錯，「We were Wrong（我們錯了）」原文見

http://www.equip.org/christian-research-journal/we-were-wrong-2/ 
6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_detail.jspx?gpn=100990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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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召會與「呼喊派」或「全能神」毫無關聯  

自 1949 年以後，李常受從未返回中國大陸。而「呼喊派」是 1980 年中

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期，一些對於基督福音一知半解的極端分子，將地方召

會按照《聖經》中歷代古聖及使徒之呼求主名的實行，予以斷章取義及別有

用心地推行狂呼亂喊，遂行其宗教狂熱和因野心而建立領頭地位的社會擾亂

者。  

「全能神」（又名「東方閃電」），其創始人為黑龍江人趙維山。1993 年，

他在河南汝陽推崇一名女子楊向彬為「全能神」，「女基督」，又引用《聖經》

馬太福音 24 章 27 節的話，「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

要這樣」，謬稱基督第一次來臨是男性身分，而第二次來臨則是女性，並從

「東方（即中國）」來。他又引用《聖經》啟示錄，胡稱這「女基督」現在

使用一個新的名字，叫作「全能者」，他自己則在背後利用此「女基督」組

織策劃「全能神教會」，目標專門滲透基督教會，利用各種有違道德之事，

吸收一般基督信徒和牧職人員。  

地方召會按《聖經》而有的實行，與「呼喊派」、「東方閃電」或「全能

神」的出現，無論在時間、地點和本質上，都毫無關聯、南轅北轍。把地方

召會視為「呼喊派」或「全能神」是完全錯謬的。。。。  

 

地方召會一直以來的聲明  

 我們一直以來都聲明與「呼喊派」或「全能神」毫無關係，近年的聲明

包括：  

 

（ 1）  我們在 2013 年 5 月 12 日於香港基督教報章《時代論壇》，刊登一份

包含六點的聲明，駁斥少數基督教人士，誤將「東方閃電」與李常受

和地方召會扯上關係，及誤將地方召會等同於「呼喊派」。 7
 

（ 2）  在台灣的地方召會也於 2013 年 8 月在台灣舉行的「兩岸基督教論壇」

中，作出正式的聲明，指「對於大陸的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以及依法

打擊取締邪教，包括呼喊派，均採取支持並肯定的立場。但是召會絕

對不是呼喊派。」 8
 

                                                      
7
 《時代論壇》第 1341期，2013年 5月 12日，

http://www.churchinhongkong.org/b5/upload/contending/christianTimeStatement.JPG 
8
 「兩岸基督教論壇」報導見

http://www.ct.org.tw/m/item_one/news/1/1552/201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台灣基督教眾教會聯合聲明》，2013年 3月，見 http://news.dhf.org.tw/Advertise/edm/130301/ 



 4 

地方召會一直以來的教導  

 我們不僅一直以來聲明與「呼喊派」毫無關係，我們也一直不遺餘力地

教導信徒提防、分辨邪教「全能神」：  

 

（ 1）  早於 1998 年起，在中國大陸、本港及美國的地方召會，都曾受到「全

能神」的潛伏。其後，我們的出版單位立即出版了兩本小冊子《認識

異端—警告提防東方閃電》及《我們是地方召會不是所謂的呼喊派》，

教導地方召會內外之信徒真道，抵擋異端邪教 9；我們也向教會的信

徒發出呼籲—《給所有弟兄姊妹的一封警告信！－提防危險的異端、

邪教「東方閃電」》，提醒信徒提防異端邪教。 10
 

（ 2）  鑒於「全能神」組織近年來在香港活躍猖狂，去年（ 2013 年） 8 月

10 日，我們與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以「邪教、普世宗教與你」為題，

合辦了一場國際反邪辯證座談會。該座談會由香港真理書房負責人劉

陽博士及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葉敬德博士擔任主持，由反邪教專家、美

國基督教研究院（Christ ian Research Institute）院長漢尼葛夫（Hank 

Hanegraaff）及台灣新北市召會歐陽家立長老作主講嘉賓，並邀請香

港新興宗教關注事工副主席胡志偉牧師回應香港受邪教「全能神」影

響的近況。在是次座談會中，我們共同呼籲香港各教會全力提防「全

能神」滲透危害。 11
 

故此，抵擋異端邪教，是地方召會及所有基督徒一直以來的共同目標。  

 

重申  

我們重申，地方召會及李常受絕對不是「呼喊派」，更與「全能神」或「東

方閃電」毫無關係。不經查證而張冠李戴地將他們扯上關係，是歪曲事實及

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於有人隨意使用、散播或報導流傳於網絡上未經查證的

                                                      
9
 《認識異端—警告提防東方閃電》及《我們是地方召會不是所謂的呼喊派》見

http://www.cftfc.com/com_chinese/heresies/reading.asp?title_no=3-05&chap_no=3-05-01 
10《給所有弟兄姊妹的一封警告信！－提防危險的異端、邪教「東方閃電」》見
http://www.cftfc.com/com_chinese/heresies/reading.asp?title_no=3-06&chap_no=3-06-01； 《香港教會通訊》第 345期，2005年 2月 13日，「提防危險的異端、邪教『東方閃電』」
http://churchinhongkong.org/b5/upload/church_news/345_news.PDF 《香港教會通訊》第 346期，2005年 2月 20日，「認識真理 提防異端--『東方閃電』」 

http://churchinhongkong.org/b5/upload/church_news/346_news.PDF 
11

 「邪教、普世宗教與你」國際反邪辯證座談會報導見《基督教週報》，2557期，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3/ta2020443.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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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資料，把地方召會錯誤地說成是「呼喊派」或「全能神」，令我們備受

污衊，我們深表遺憾。  

殘殺生命絕不是信神愛人之表現。我們對是次兇殺事件予以強烈譴責。

「全能神」或「東方閃電」等組織的思想為宗教異端，違反《聖經》正統教

訓，絕非符合基督教正統的教會。近年，「全能神」或「東方閃電」在中、

港、台等地的活動越來越活躍，我們呼籲香港市民明辨是非，切勿參與「全

能神」或「東方閃電」等組織的任何活動；已經沉溺其中的人要趕緊脫離該

等組織。我們與全港各正統基督教會對這些邪教組織一樣是同仇敵愾，共同

抵制「全能神」或「東方閃電」等邪教。在台灣的地方召會已與各大基督教

會、神學院及研究機構於今年 1 月共同成立了「台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

希望通過建立常設組織，聯手應對異端邪教組織。 12
 

要來香港真理書房會印刷《真理辯證－認識全能神教會異端》一書的增

訂版。該書針對「全能神教會」的起源、主要異端教訓、常用手段技倆，及

已過對基督徒和廣大社會造成的破壞，提供較深入和系統性的介紹。亦一併

討論中國大陸地區常見的幾派異端邪教（如『呼喊派』等）的興起，以及他

們如何影響甚至損害其他正常基督徒團體。該書附錄也載列了台灣地區各基

督徒團體一致抵制『全能神教會』的聯合聲明，充分表達台灣基督徒團體願

意同心捍衛真理，證實福音的堅定立場。另外，增訂版亦將海外及國內的基

督教領袖對地方召會的見證，以及香港教會於 2013 年刊登於時代論壇 1341

期的聲明增列在其中。  

  

香港教會  

香港真理書房  

2014 年 6 月 15 日  

                                                      
12

 「台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見 https://www.cb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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