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要聞

責任編輯：徐 泰 美術編輯：伍奇德

2019年1月29日

星期二

捐款儼如捐身家大疊現鈔找數不留痕

全能神背後有神秘水喉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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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能神
組織2015-2016財務報告

2015年累計資金結餘：
$1,939,918.08港元

▼全能神 信徒在聚會期間不
時起舞，，表現亢奮

2016年捐款：
$1,708,366.00港元

﹁
﹂

2016年累計資金結餘：
$169,021.18港元

「全能神」 組織經濟收入神秘，記者深入調
查發現，香港 「全能神」 組織未正式註冊前已有
流動資金146萬元，正式成立後廣招信徒，2015
年盈餘曾一度高達194萬元，卻又在2016年 「一
鋪清袋」 捐出170萬，在港活動開支則不成比例
的少。有印刷公司向大公報透露， 「全能神」 付
款不留 「痕跡」 ，不會經銀行戶口或開支票過數
，而是約公司職員到某處碰面，以一疊鈔票 「現
兜兜」 付錢，非常神秘。

調查報道
大公報記者

施文達

「全能神」1991年在河南由來自 「呼喊派」的骨幹趙維山創
立，趙將情婦楊向彬捧為女基督，宣揚 「末日論」，又向信徒洗
腦，號召推翻政府。1995年內地將 「全能神」定為邪教，2000年
趙維山帶情婦潛逃美國，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獲批居美至
今。
此後，內地 「全能神」疑將資金經由地下錢莊等渠道運港，
從而支持海內外活動，趙維山則遙控內地、香港、台灣、日本、
加拿大等地的分支。 「全能神」製造 「破碎家庭」禍害日深，
2009年起，內地 「全能神」核心成員湧港另起爐灶，2013年10月
以非私人擔保有限公司註冊，公司名稱 「國度新時代教會有限公
司」，註冊董事及基金受託人是申報住在唐樓的羅桂芳及居屋的
吳遠強等普通市民。

美國國會捧全能神打擊中國
邪教 「全能神」害人，惟美國國會於中美關係僵持之際，將該
邪教捧上國際政治舞台，以圖打擊中國。早於半年前，美國國務院
舉辦以 「促進宗教自由」為題的全球部長級會議，副總統彭斯就高
調聲稱，總統特朗普多次表明美國的外交政策要以促進宗教自由為
己任云云，為支持全能神辯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拆穿
其背後企圖，指美國 「重施故伎」，利用邪教組織從事分裂活動，
實非傳教。
2018 年 7 月 26 日 ， 美 國 國 務 院 舉 辦 以 「促 進 宗 教 自 由 」（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oius Freedom）為題的首屆全球部長級會
議。同一時間，華盛頓聯邦參議院舉行的開場邊會，主辦團體是近
年以 「新疆再教育營」大肆製造假新聞污衊中國政府的網媒《寒冬

▲▶美國副總統彭斯藉口以 「促進宗教自由」 為由支
持 「全能神」 。馬西莫．英特羅（圓圖）是經常製造假
新聞污衊中國宗教自由的網媒《寒冬》的總編輯

》，以及國際宗教自由圓桌會議主席Greg Mitchell聯辦。兩大反華
組織將 「全能神」推上國際政治舞台，「全能神」代表在邊會聲稱 「
信徒」在中國受宗教迫害云云，偽造國際輿論。三個月後，10月11
日美國國會再利用「宗教自由」棋子，舉行一場 「捍衛中國人權的最
後嘗試」（A Final Attempt to Defend Human Rights in China），邀請
「全能神」代表在國會會議演說，再次以宗教自由攻擊中國政府。

《寒冬》總編為「全能神」護航
「全能神」能夠步上國際政治舞台，背後舵手正是去年5月成立
，積極製造假新聞污衊中國宗教自由和新疆再教育營的網媒《寒冬
》總編輯Massimo Introvigne馬西莫．英特羅。
意 大 利 學 者 馬 西 莫 ． 英 特 羅 創 立 的 新 興 宗 教 研 究 中 心（
CESNUR）獲意大利政府資助。他仿如 「全能神」的國際代言人，
在一些國際人權講座、他個人的社交媒體，以至新興宗教研
究中心的期刊，馬西莫借 「邪教」話題抨擊中國 「人
權」，又正面宣稱 「全能神」是一個基督教新宗教
運動。
2017年9月他出席香港大學 「國際反邪教交
流學術會」，狡辯2014年山東招遠麥當勞命案
與 「全能神」無關。最近，馬西莫頻頻於個人
臉書上為 「全能神」製造正面形象，博取國際
同情。2017年11月《大公報》報道了 「全能神」
對信徒洗腦的實況，馬西莫大肆抨擊《大公報》。

基金受託人為公屋住戶

財務報表疑未盡列開支
消息人士指出，「全能神」在港活動的開支，除了財務報表反
映的一部分外，很可能另有神秘 「水喉」。消息透露， 「全能神
」2012年底租用場地搞宗教講座，2013年至2014年中在港高調刊
登全版報章廣告，又於港九各區廣設街站，派傳單、登門 「洗樓
」，這幾項廣告費及印刷開支，沒有申報在當年的財務報表內。
有印刷公司負責人向大公報記者透露， 「全能神」付款不留
「痕跡」，不會經銀行戶口或開支票過數，而是會約印刷公司職
員到某處碰面，以一疊鈔票 「
現兜兜」付錢，非常神秘。
知情人士又透露， 「全能神」近兩年以韓國為製作宣傳片基
地，香港則是 「全能神」的培訓中心。據可靠消息，去年年中，
居美的趙維山曾抵港主持重要會議，但未知他是否用 「趙維山」
護照入境。

山東命案 驚動全國

香港港福堂主任林誠信牧師博士表示自由是普世價值，但保護
團體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就不能漠視倫理道德的基礎。他指現時
歐美媒體濫用人權法，漠視整個社會、國家的
倫理道德及規範，自由被濫用作藉口達至其他
目的。
研究 「全能神」的林牧師指出 「全能神」
不止基督教教義錯誤，聖經的詮釋斷章取義，
曲解耶穌基督的身份， 「全能神」具危險性，
包括常以查經對信徒洗腦，過去內地、香港的
部分基督教會曾被 「全能神」信徒滲透，以禁
錮、威逼利誘、私刑、色誘甚至謀殺等違法手
段誘惑基督徒、傳道人轉信 「全能神」： 「『
全能神』反社會、反政府、行為極端，有暴力
傾向，有危險性」，林說2014年山東遠招麥當

落力獻媚
擦鞋拍片歌頌美國
總部在美國的 「全能神」製作影片歌頌美國，出盡奶力向美
獻媚。一套 「全能神」出資製作的音樂影片《主宰一切的那一位
》，宣揚的不是 「全能神」女基督、末日論，反而是一套宣傳美
國偉大的擦鞋片。
影片2018年5月15日公映，原是一套宣稱見證造物主的宗教影
片，離奇地由講述基督教歷史，牽強拉扯到英國盛衰歷史後， 「
無厘頭」以夕陽畫面配一句旁白 「英國走向衰落，完成了它的歷
史使命」轉折入 「美利堅合眾國崛起與其使命」，影片開始進入
戲肉 「大擦美國鞋」。影片指美國是由英國驅逐的 「清教徒」建
國，又歪曲史
實稱這些英國
清教徒與美洲
原住民印第安
人守望相助，
相處融洽，將
殖民主義者大
屠殺印第安人
的 史 實 全 部 抹 ▲影片無恥地指美國應該干預其他國家，做「
去。
世界警察」

勞案可見 「全能神」信徒的極端行為，香港的受影響個案則弄至妻
離子散： 「聖經十誡第五誡是孝道，全能神信徒要斷六親，已是邪
教的一大特質。」
林牧師指近年留意 「全能神」利用社交網
﹁ 絡、電話apps傳教。近年西方媒體、包括美國
媒體充斥着針對中國製造假新聞抹黑宗教自由
﹂ ，網上流傳一所國內教堂被拆視頻，被抹黑攻
擊中國政府迫害基督教，林牧師說經他們查證
﹁
後，事實是該教堂與其他商店建於違反土地規
劃的河邊上，當地政府只是在合法重置教堂。
﹂
積極攻擊中國的網媒《寒冬》，近月發布河南
基督教會的聖經十誡被政府迫刪變九誡的假新
聞，林牧師強調有需要澄清這又是一則假新
聞。

禍延韓國
家屬哭訴家散人亡
「全能神」早於五、六年前積極在韓國擴張，在韓國九老洞
、江原道橫城郡等購置物業，大搞害人活動。
2016年韓國基督教監理會將 「全能神」定性為異端。2018年9
月韓國國家政策委員會網站，清楚指出 「全能神」不符基督教義
，屬於異端。兩個月前2018年10月26日韓國CBS電視台攝製紀錄片
《全能神：家人的眼淚》將山東遠招案真相揭秘，訪問多位 「全
能神」信徒家屬被受邪教禍害，家散人亡的慘況，該韓國廣播製
作團隊還採訪 「全能神」創辦人趙維山的前妻，了解趙成魔之路
；紀錄片拍攝韓國信徒家屬在韓國召開記者會，哭控 「全能神」
邪教，要求政府重視。

韓國傳媒大舉報道 全
▼
能神 禍害，信徒家屬哭
控 全能神 是邪教

自2014年5月山東招遠麥當勞命案──「全能神」信徒張立
東等一干人，以惡魔附體之說，打死一名不肯提供個人手機
號碼的就餐女子，外媒此後多次深入報道「全能神」禍害。

牧師斥洗腦具危險性 信徒隨時斷六親
▼全能神 信徒行為極端，內地
信徒曾經自組 護衛隊 強行傳教

翻查 「全能神」的財務報告，報稱宗教團體的該組織收入神
秘，未正式註冊前，香港 「全能神」組織2011年已有流動資金146
萬元，2013年至2014年報稱搞慈善活動獲得捐款收入達172萬8千
多元，惟在港活動開支則不成比例的少，全年傳道及相關活動開
支僅約8.2萬元，傳單印刷及文具開支僅一千元，最大開支是租用
觀塘工廈租金，一年支出14.8萬元。
故作低調的 「全能神」以往在港招攬的信徒大都是基層新移
民，惟2014年至2015年財務申報稱慈善活動捐款收入近95萬元，
累積基金高達約194萬元。到了2015至3月至2016年3月的財務報告
，一項捐款支出高逾170多萬元，基金幾乎一鋪清袋。
「全能神」香港組織少了九成資金後，2017年3月將公司註冊
名改為 「全能神教會有限公司」，基金受託人先後改為住公屋的
黎偉光及陳曉玲，最新的財務報表2018年 「全能神教會有限公司
」基金只有23萬元。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