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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文 章

昔日的人高舉無神主義，高呼上帝已死；但在

後現代的今天，宗教反成了一種熱潮。後現代人對

宗教的看法，不像理性主義時代鍾情於宏大敘事結

構進路，反而以個人主義觀感出發。宗教就成了

屬靈的超級市場、琳瑯滿目、多元選擇，在支離破

碎的人生交叉點上，尋搜一些「不一樣」、「另

類」、「出位」的宗教經驗。新興的異端對他們產

生了一定的吸引力，這就正中魔鬼的網羅。以下簡

述一些異端教派種類及其吸引人的手法：

A. 異端教派種類

一、偶像崇拜的異端

這類教派由魅力領袖來領導，很多追隨者都甘

願獻上一切，包括金錢、肉體，甚至性命也在所不

計。因為不少人正在尋找一些可以信任的屬靈父母

去牧養自己、帶領人生。可惜，他們卻被這些異端

所欺騙！

1.	獻財產──統一教(Unification	Church)，

創教人文鮮明

1936年，韓國的文鮮明宣稱在禱告時看見耶穌

向他顯現，請求他完成那尚未成就的救贖工作。

1954年，他正式成立「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

會」，並出版著作。1972年到美國，大肆投資，

所獲利潤豐厚。統一教最矚目的是集體配婚，每次

集體婚禮都有上萬對新人在文鮮明夫婦面前成親，

很多都是互不相識、不同種族的盲婚。但在信眾眼

中，他是真父、救世主、跨國月老、商業和傳媒巨

子。

70年代我在美國修讀大學期間，曾看見很多統

一教徒縱然下著大雪，也爭取時間穿插於街道和車

輛之間，每當有汽車稍停下之際，即向車上的人兜

售鮮花、人參茶等物品，目的是為該教賺取微薄金

      的傳教策略
   對普世宣教的挑戰
異端

滕張佳音

本文為滕張佳音博士於大使命中心

20週年感恩宣教講座的講辭，經編輯整

理，由作者修訂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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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他們就如此奉獻自己的人生。但其教主文鮮明

卻被美國政府逮捕，因逃稅的罪名而囚於獄中。可

是，當他出獄時，竟又有大批信眾去歡迎他。這樣

的一個教派，竟有多人為其獻上一生財物、甚至離

開家庭。

2.	獻肉體──天父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God)又稱「愛的家庭」(Family	of	Love)、

「國際家庭」(The	Family	International)，

創教人是大衛摩西。

上世紀60年代末於美國亞利桑那州興起，70年

代迅速發展，並擴展到東南亞。1978年香港政府

因其道德敗壞，將他們趕出境外。他們到了澳門，

後又再被驅趕，輾轉到中國內地去。大衛摩西不單

自己，也指使信徒參與各種形式的淫行，如通姦、

欺騙、獸姦、男女同性戀、兒童性行為、成人與兒

童的性關係，並且教人接受亂倫為教義，大衛也迫

使自己的女兒和媳婦與其發生關係。這異端宣揚愛

是包括肉體的愛，不止在言語上，也要在行動上表

明。他們教唆女教徒甘願出賣自己肉體為教派去

「釣人」，變相進行販賣肉體的勾當。縱然如此，

被趕到世界各地仍有人歡迎他們。

3.	獻性命──人民殿堂(People	Temple)	與大

衛教派(Branch	Davidians)

在美國歷史裏，曾有異端帶著追隨者集體死亡

的，人民殿堂和大衛教派就是其中兩個。

1977年，詹鍾斯(Jim Jones)把教徒從加州帶到

南美洲圭亞那建立人民殿堂教會，不久卻吩咐人

用槍枝指嚇全體教徒服下有毒飲料，結果918人死

亡，當中276名是兒童。但人民殿堂的宣傳冊子把

他描繪成「彩虹家庭」中充滿愛心的慈父。猶記30

多年前第一次在神學院看到有關紀錄片時，忍不住

流下眼淚。看到很多追隨者家庭拉著孩子奔跑逃命

的片段，叫我實在扎心。縱然造成如此震驚的集體

公墓，可惜未能為這個自由信仰的世界帶來警惕！

1993年，美國又發生另一宗慘劇。大衛科里什

(David Koresh) 的大衛教派在美國德州韋科鎮自稱

基督，宣揚世界末日，教徒們要與異教徒戰鬥，嚴

厲控制信眾，並開始非法屯積軍火。被美國聯邦調

查局包圍，雙方駁火。科里什宣稱犧牲者方可進入

天堂，結果導致連自己在內有86人死亡，當中有20

多位是小孩，教人十分惋惜。

二、鼓吹末日的異端

教會歷史上曾出現不少鼓吹末日將至的教派，

而在接近公元2000年的日子，特別多這類異端出

現，人也特別容易受迷惑。

1.	錫安山──新約教會

在公元2000年前，已有江端儀(藝名：梅綺)於

1963年在香港創立「新約教會」，指神顯明她作

「列國先知」的職份並移至台灣發展。江端儀死

後，其接班人洪三期自稱是末後的以利亞，奉神差

遣而來，鋪平主的道路，迎接基督的來臨。1979年

帶領信眾進駐高雄縣甲仙鄉的一座山頭，且無懼政

府的圍攻，宣稱這就是神末世揀選的「聖山」錫安

山。至今台灣政府也難有對策。

2.	襲聖城──不安的基督徒

在公元2 0 0 0過渡期間，很多教派、教團到

以色列去，其中有「不安的基督徒」(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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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要求死在聖城，以應驗啟示錄所言將有

兩個見證人死在大街上。這教派領袖蒙特金米勒

(Monte Kim Miller) 1998年預言美國丹佛將毀於地

震，自己將於1999年底在耶路撒冷街頭被殺，三日

後以救世主姿態復活，見證第二個千禧年結束。其

實，以色列政府早已有所防範，予以拘逐。

3.	千年蟲──錫安教會

錫安教會的創辦人是梁日華，在1997年因鼓吹

信眾飲用雙氧水事件而轟動香港。其後，梁日華更

預言1999年為世界末日，稱「千年蟲」會做成全

港癱瘓，中國要動用解放軍進駐香港，吩咐千多名

信眾幫助預備糧食，並挖地洞將大量食物儲藏。當

然，預言並沒有應驗，糧食在地洞中被浸泡了，有

親自協助這行動的信徒毅然離開了該教。梁日華往

後仍多次末日預言，鼓動信眾逃往中國避難。

4.	待被提──末日宣教教會

韓國牧師李贊念差派信眾宣告世界各地的人，

耶穌基督於1992年10月28日末日會再臨，屆時會眾

會被提，地上出現7年大災難，1999年世界會受到

耶穌的審判，因此吩咐信眾簽發銀行期票給他。猶

記得當時我正在紐約，當地媒體記者也一起守候，

結果預言未有兌現，李贊念被韓國政府逮捕斂財。

5.	放毒氣──奧姆真理教

異端的虛妄常使人的盼望落空，其中最轟動的

是日本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自稱基督，又訛

稱世界末日臨近，事實卻是自製末日。他多次指派

信徒使用沙林毒氣，以1995年的一次最嚴重，當場

死了12人，6,300多人受傷，轟動全世界。其實此教

並非真正信仰基督，卻混合了練仙、打坐、瑜珈之

類的修練。

三、靈祕文化的異端

1.	愛 造神──新時代運動 ( N e w 	 A g e	

Movement)

是由東方的神秘主義宗教結合西方基督教而產

生。他們認為人有無限的潛能可以發揮，也鼓勵人

自覺「我就是神」，從「小我」進入「大我」。而

實際上就是一種「造神運動」。

2.拜邪靈──撒但教

他們直接拜撒但。我在加拿大時，曾有當地人

稱，一些青少年在深夜流連墳場。之後警方在墓園

發現雞、貓等被剝皮的屍體，像是經過祭祀的，與

撒但教方式類似。撒但教有所謂「教會」，也有所

謂「聖經」，可以在一般的書店內公開售賣，對青

少年做成深遠的影響。

3.異靈恩──中國資訊教會

此教派主腦人物是威廉伯蘭罕 ( W i l l i a m 

Branham，又譯為伯南漢)宣稱能行神蹟。這是極端

至異端的靈恩教派，信仰中夾雜很多錯謬，有錄音

帶述及所謂神蹟奇事，並且全部上載到網上，使其

繼續發展，連中國大陸也有設立此教派。

四、健美文化的異端

今人重視身體健康，當傳統醫療束手無策時，

很多人就會尋找另類的治療。我不否定整全健康的

重要性，但有一些人卻藉此滲入另類的宗教。

1.	高舉全人健康的自然療法	

雙氧水療法

上述香港錫安教會的梁日華，推動信眾飲用雙

氧水治療百病，並建議信眾每天增加劑量在日常

飲料之中，導致飲用的人肚瀉、發燒、腸壁透薄易

穿。

法華三法行腳趾先知

日本有人利用腳底按摩，宣稱可以觀察運程，

吸引多人大量捐獻給所謂「腳趾先知」，以期預知

自己的未來。

2.	宣稱身心靈兼備的整全美容

現代流行的美容課程，不單包括面部修護及身

體消脂，也包括各種香薰，幫助瑜伽冥想，再結合

各種顏色的水晶以改善運程、等等，其實滲入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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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新時代運動的元素。身、心、靈的健康固然重

要，但小心美麗包裝背後撒但的迷惑。

五、科幻文化的異端

1.太陽神殿教

這教派的主腦是狄曼普諾，自稱是聖殿騎士

轉世，控制宙宇命運，謂可藉火帶信眾前往天狼

星(Sirius, 古希臘神話中「眾神之地」)。信眾中不

乏知識分子、高官領袖。於1994-97年之間，在法

國、瑞士、加拿大等數國內均有多次分批集體自焚

之舉，死近百人。

2.天堂之門

這派的教主是美國人阿普爾懷特 (Marsha l l 

Applewhite)，他宣稱有飛碟/太空船尾隨「海爾博普

彗星」(Hale-Bopp Comet)出現，接信眾到天國，天

國就是位於遙遠外太空的星體。信眾多從事電腦科

技，於1997年集體飲下有毒飲品以等候飛碟/太空船

迎接他們進入天國大門，如此就斷送39條寶貴的生

命。

3.上帝拯救地球飛碟會

這派是由台灣一位前台南藥理學院副教授陳恆

明鼓吹的。1997年他帶著跟隨者到美國去，等候飛

碟降臨，並相信耶穌會現身接他們到新世界。其謬

說吸引大批記者等候，當然結果並未如所述。

B. 異端傳教攻略與反省

世上的異端邪教數之不盡，他們的教義都有不

同的偏差。許多異端往往有絕對化的領袖，認為他

們才擁有救恩窄路，其他的都不能真正得救。他

們十分著重末世觀念，使信眾充滿使命感地拓展

神國。為達目的，常用操控手法，使人將金錢、時

間、生活、甚至生命一切全獻上。今日在全球華人

社會中非常猖獗的「東方閃電」(或稱「全能神教

會」)更是以教會信徒為優先「拯救」對象，而作

有計劃入侵教會的「搶羊」行動，正是如此。(編

註：有關「東方閃電」，請參本期另文)

反省：異端發展迅速，最主要是他們傳教策略

十分進取，與我們一般正統教會用鼓勵信徒「等他

自己情願」的手法有很大分別。

1. 從青年、精英入手

異端傳教對象多取精英化及年青化方向，特定

到大學挍園向充滿理想的大學生，及到新發展的社

區向心智未成熟的中小學生傳教。

以摩門教(Mormonism，或稱「耶穌基督後期聖

徒教會」)為例，他們除喜愛招攬退休人士外，也喜

歡招收30歲以下的年青人去宣教。雖然我們在教會

中常呼籲年青人去宣教，卻不容易有人願意。反觀

這些異端教派，他們的信眾往往自費到全球傳教。

摩門教在全世界有15個訓練中心，約6萬傳教士。

男的以兩年時間作傳道、女的年半。在這期間不領

薪酬，他們只靠積蓄及家人的資助、或家鄉會友的

援助。他們被分派到全世界各地服務，無私的奉

獻，學習對不同文化、習俗或語文作傳教。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委任的駐北京大使(2009-11

年)洪博培(Jon Huntsman)是一虔誠的摩門教徒，曾

任摩門教大本營猶他州的州長，在2012年的美國總

統大選中也擔任羅武尼(同是摩門教徒)的助選。洪

氏曾在台灣傳教，能操流利的普通話，這使摩門教

得以進一步在中國推展。摩門教早在70年代後期已

藉各種行業滲入中國，現在最少在9個城市有11個

聚會點，已成功建立其國際教會的地位，得宗教局

批准，成為持外國護照人士的合法宗教聚會場所。

又例如「張大衛教派」 (或稱「張大衛共同

體」、「耶穌青年會」等)，也是集中招攬年青人。

他們實為韓國教派背景的異端，其策略主要向中國

大陸的大學中較低班別學生傳教。他們向離鄉別井

的學生們提供宿舍，大學生不用畢業就有工作，更

被送往美國Olivet大學不同學系受訓練，特別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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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播系。他們的網絡十分強大，屬跨國公司的

網絡系統，有能力使作對者的電腦系統癱瘓。可

惜現在仍有很多教內人士使用他們的Crossmap又
常引用《基督日報》的材料轉發在Facebook上，

無形中不斷協助了他們宣傳。 (編註：有關「耶

青」，請參本期另文，或參作者參與寫作的《揭

開迷霧見真相──基督日報與耶青事件探討》。香

港：新興宗教關注小組，2008。)

反省：巴不得華人的福音派教會更注重向青年

人傳福音，也推動更多青年信徒參與宣教行動。

2. 藉文字傳播

以異端耶和華見證人(簡稱「耶證」)為例，他

們雖未如摩門教般擁有宏偉的教堂作聖殿，但精於

文字工作。他們用書刊如《守望台》、《警醒》雜

誌等宣揚「上帝的王國」，2012年已分發到236個

國家和地區。他們擁有自己的印刷廠，所有工作都

是志願工人來印製和分發，以最低的成本達致長期

及大量生產。最早出版的《守望台》現每期以204

種語言同步在全球各地發行，平均發行量有4,200萬

本。他們並且上載刊物於網上，《守望台》和《警

醒》雜誌已有150多種語言可供下載，他們的《聖

經新世界譯本》連盲人點字版也有電子版供下載

了。

他們更有大量忠心追隨者，人人自稱傳道員，

到處派發這些書刊。筆者一次在乘坐地下鐵路，正

閱讀宗教刊物之際，竟有一「耶證」傳道員主動向

筆者傳揚其教義。筆者也跟他閒談，當中感到他們

那份熱心，並發現他們原來有一個天天傳道的委

身：未受洗者每月用50小時，已受洗者每月用70小

時，即每天約2小時半，以2或3人一小組的形式。

這使我想到曾碰見的一對「耶證」年青夫婦，他們

帶同躺在嬰兒車上飲奶的嬰孩一起，逐家逐戶去傳

道。反觀我們基督徒卻缺少了這份熱忱去傳福音，

真使我們感到汗顏！

反省：「耶證」不願花金錢在建造大教堂、卻

投資最多的人力、物力在佈道性刊物及傳教上。但

福音派教會的方向卻恰恰相反，我們都為大教堂建

築物而費財、財力，投放在佈道性刊物不多，明顯

地，我們的傳教速度也大大減慢了！

3. 善用多元媒體

韓國基督教甚為興旺，但也出了不少異端，估

計至少有50個以上自稱為基督的人。其中有李載

祿名下的「萬民中央聖潔教會」，差派宣教士帶著

李氏曾禱告過的手帕在全世界舉行海外大型醫治大

會。他們更透過人造衛星，利用空中廣播網及電纜

TV向全球200多個國家視播宣教「萬民電視臺」，

宣稱視頻就能治病，使大量受眾被迷惑。

他們也像耶證一樣十分懂得利用文字宣教，出

版如《死前見生機》、《權能》、《地獄》、《天

國》等書。並運用報紙《萬民新聞》、網上的「萬

民」新聞，用13種語言向全球發行。

反省：面對e世代，華人福音派教會似乎未準

備好投入多媒體宣教的戰線，更談不上有策略地培

育有關人才、投放更多資源，以搶回許多已淪陷的

灘頭！求主憐憫！

（作者為香港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暨教牧及專業進修學院院長，作者保留本文版

權）

更正啟事

本刊第一零五期在香港印製及發行

的版本所刊〈蠻族來了〉(頁17-19)一文

之作者全名應為Carl F. H. Henry，特此更

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