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西门（余奕荣）先生
被中国和马来西亚有关基督徒指证犯罪的调查报告
本报告原始证据来源：
*余西门的讲道录音
*指控余西门与其保持近十年奸淫关系的 A 姊妹的亲笔信
*美国洛杉矶国语浸信会钟牧师的邮件（曾经为余西门施洗教会的主任牧师）
*台湾寇牧师（余西门曾标榜说寇牧师认同他，寇牧师回复邮件否认）
*美国洛杉矶国语浸信会黄牧师关于余西门事件的邮件回复（告诉弟兄姊妹要靠着圣灵
抵挡那恶者）
*马来西亚倪长老（教会负责人，在职律师）几年前发给余的原始信件（曾经劝勉余西
门不要在马来西亚参与赌博的书面证据）
*中国深圳、广州、云南等众弟兄姊妹的亲自口述、录音及见证签名笔录
*网上关于众多“余奕荣”假先知的信息，余奕荣曾被台湾禁止入境十年
一、 余西门是谁？
余西门，原名余奕荣，美籍台湾华人，曾在美国教会受洗，曾常住美国洛杉
矶，后因在台湾传讲假预言，据 A 姊妹讲他被台湾当局禁止入境十年。
余西门自己对弟兄姐妹提到过：他曾经在台湾特战队服役，有“一贯道”的
背景和经历，打通了任、督二脉；后来到美国定居，并做生意。开始他拒绝和他
妻子同信福音，他自己说他后来是主耶稣将他提到天上、亲自向他显现他才信主。
他还说当时从来没有读过、学过圣经，但是，他答牧师所给试卷时达到神学博士
的水平。他强烈要求受洗，教会牧者最开始拒绝，余西门说他看到天上飘下来神
的话语“你们理当如此尽诸般的义”，并告诉牧师，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牧师就
很惊讶，于是就为他施洗了。后来神呼召他事奉，他不肯，神就使他生意失败，
后来他就进入全职事奉。他称他曾经服侍过一千多人的膳食，是膳食组的组长。
他自称是福音派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成人主日学讲师，曾经专心攻读了 1000
多本属灵书籍，已经融会贯通，并告诉弟兄姊妹说他们不用浪费时间再去多看别
的属灵书籍，不要再去走弯路，说他已经走过了，大家可以看他给推荐的书籍、
并跟着他学就可以了。他说他曾经有不少超自然的经历，高举并传讲圣经。他说
他得到过台湾吴勇长老的指点（他的自称中有多少真，有多少假，待查。他的自
述有他的录音为证）。
二、 余西门在做什么？
1、 职分：
余西门自称为圣经老师、还有牧师和长老的职分，并且说神给了他权
柄和职份，可以革除地上教会的长老牧师，自称帮助贫穷地区的教会会堂
和生活、培训训练工人。
但据了解，目前除了他所辖持的云南昆明、宜良、深圳等处的教会承
认他长老的职份外，其他教会是否承认，非常令人怀疑；另外，余西门说
自己长期帮助一些贫穷地方的会堂（云南高山地区），以及很多贫穷的弟兄
姊妹，他曾对广州的 H 姊妹说他在云南长期供应几十个传道，但我们知道

2、

的就几个人，时间也不是很长，而对贫穷弟兄姊妹的帮补，我们知道的也
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因给他的奉献款，按他的要求打给不同的弟兄姊
妹帮他管，这些弟兄姊妹之间都不清楚他人所管帐目的情况，只是按余的
要求来操作，这些款到底用到了哪里，由谁来使用……这当中的完全不透
明实在有太多令人质疑的地方。
活动范围：据调查，余西门自称曾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服事，与洛杉矶美
国海外宣道会黄牧师同过工，1994 年左右以余奕荣的原名在台湾讲中共要
在 95 年血洗台湾预言数百场，1997 年左右到 2014 年往来于香港、新加坡、
马来西亚、广东、江西、安徽、东北、河南、福建等地，主要在马来西亚、
中国深圳常住，但自称直到 13 年还到南美贝里斯给台湾因 95 年灾难预言
移民的基督徒讲道。

三、谁指证和证明他犯罪？
据调查：（以下事实均有指证人口述及邮件等证据）
1、 台湾众长老及牧师：
自 95 年以来，台湾陆续有吴勇长老所在教会的范大陵长老、长老会康
来昌牧师、在台湾讲道的印尼唐崇荣牧师、行道会张茂松牧师、基督之家
寇绍恩牧师指证余奕荣说假预言.
其中对于余西门自称寇绍恩牧师熟悉认可他，寇牧师指证“約二十年
前在台灣見過余奕榮，記憶中只有一次，當時聽他談過 1995 閏八月之事…
但他沒有一個屬靈遮蓋、也不在身體裡，單打獨鬥是極危險的。當年，1995
的預言對台灣教會產生很大的震撼和傷害…我不能說和他熟識…我不認同：
『他如约拿让台湾悔改了，所以未遭难。
』的說法”
。
（详情请见寇牧师所发
邮件）
2、 马来西亚众长老，牧师及弟兄姊妹：
马来西亚教会倪长老、甄长老、蔡长老夫妇、林牧师、云牧师等
以上长老、牧师分别或共同指证余西门以下事实：
参与赌博、假预言：又一次说 08 年奥运前大陆攻打台湾；
不守会堂规矩次序、分裂教会夺取权力；
犯奸淫、破坏他人婚姻、借用神的话辖制信徒等；
用欺诈手段、签订不公平合同以霸占云牧师所办学校、侵吞校产；
常常彻夜打电脑游戏；
要求借用马来西亚 W 姐妹名义伪造证据作假见证；
攻击并抹黑指证他的众基督徒及领袖的道德品格，余西门不但不认罪
悔改，反而高抬自己，说因为他坚持真理得罪了这些指证人。
3、 美国钟牧师、黄牧师：
他受浸的洛杉矶国语浸信会主任牧师钟牧师指证“余奕榮，他曾在本
教會受浸，但因為信仰偏差，離開教會，早就不屬於本教會。對他所行所
言，我們非常遺憾，也不賛同。他在台灣也曾造成教會的大傷害，95 年對
台灣曾作假預言，危言聳聽，使不少教會弟兄姐妹受損失，未應驗後，也
不悔改認罪，還強詞奪理，他所言不可信，他所行也令人不齒，希望弟兄
姐妹明鑑，免得被誤導。
”

下为原始邮件截图：

对于余西门初信受洗自称的那些事，钟牧师指证说：
“有關他二篇講詞，我都仔細聽過，全是自我吹噓，誇大其詞。我是爲
他施浸的牧師，當時他所說信主和受浸的過程，並非如他所言，我當日給
他施浸的理由，只是為了考量他要和妻子同日受浸，并沒有其他原因，根
本沒有所謂＂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盡諸般的義＂這一件事。
（這句話
他從未對我提過）
。所以我個人認為他所見的＂異象＂和他所說的“見證”若
非是一種幻覺，或有欺騙的靈在背候，便是自吹自擂編造的謊言，為要取
信於人，欺哄人的手段。他所言不足信，也絕不可信，免得入了迷惑。
為了慎重起見，我也向一些曾經一度受過余奕榮迷惑的主內肢體查詢，
當時他們曽經跟隨他，並且給予他多方面的，包括金錢上大力的支持，因
為認清了余奕榮的真面目而離開他，提起當日的事，他們說就像作了一場
噩夢。根據他們對余奕榮的瞭解，認為他是假先知，假教師，經常口說狂
言，威脅，咒詛的話，叫弟兄姐妹，心存懼怕 ，不敢質疑他的權柄，或
離開他。其實不用懼怕，屬主的人自有主的保佑（以賽亞 4１：1０）。他
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不少人受他的欺騙，遭受金錢上的損失。也有不少
家庭和教會因他的介入而分裂。”
下为原始邮件截图：

黄牧师指证“我將所得有關余奕榮的所言所行轉給您，請剛強壯膽靠
聖靈的智慧和大能去抵擋惡者。”（下为原始信件，因为原始邮件太多，不
一一粘贴）

对于余西门初信受洗自称的那些事，黄牧师指证说：
經過尋問查證余西門過去在本教會受洗之事，得到如下：
1、所言的特殊經歷無人可查證。
2、所言受洗前向教會作出的信仰表達，內容誇大其詞，不符真實。
3、通靈之事存在，但不屬聖靈的就是邪靈，(曾與余西門有交往的人
表白他所得絕非從聖靈而來)。
4、聖靈充滿的人是建立教會不是破壞教會，余西門過去所到之處都帶
給教會分裂。……
余西門雖口稱過去曾在美國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聚會，這曾是事
實。但自從他離開教會，所言所行不代表本教會，我們堅定反對並斥責他
向其他教會所做不真實的見證，藉此高抬自已的身份與身價，肇事迷惑主
的羊群；我們鄭重聲明余西門的言行我們不接受，也不具任何代表性。

4、

中国众弟兄姊妹：深圳 W 弟兄夫妇、C 弟兄夫妇、C 弟兄、M 弟兄夫妇、L
姐妹，广州 H 姐妹
指证余西门多次说假预言作假见证、在弟兄姊妹之间行诡诈、多次撒
谎做两面派、恶意挑拨离间
收取教会十一和信徒直接奉献,敛财且款项使用不当不明,打着福音的

名义，鼓动弟兄姊姊参与他介绍的生意和投资；
借口身体有病，暗示为他服务就能得到天上的福分，诱使姊妹们长期
为他按摩、有姊妹曾两次目睹 A 姊妹与余西门在深圳同居一室（很蹊跷余
西门的女儿来了，余西门说要避嫌不能同居一室，但却与 A 姊妹——一个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姊妹同居一室）
、后来 A 姊妹指证余与其犯奸淫近十年；
另外，余破坏广州家庭夫妻关系并诱导姊妹堕胎；
还通过自我吹嘘标谤自认的先知预言、硬称的天使照片及视频、各种
自述超自然经历、有可以革除地上教会长老牧师的权柄和职分，
他四处夸大宣扬自己为主受苦生病、过着简朴敬虔生活，自称他资助
贫穷地区教会、熟练运用圣经来高举自己神人的权威和权柄，他说神给他
的托付就是带领得胜者，只有跟着他才能得胜、别的地方学不到；
他辖制深圳弟兄姐妹，并分裂教会、抹黑及隔离赶出对他有质疑的肢
体，以致长期一同追求和配搭的同工和肢体们被余西门挑唆彼此争斗甚至
咒诅，余无端怀疑他人，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肢体赶出教会。
5，西安 W 弟兄：
W 弟兄指证说：
“13 年 10 月我们见过受邀来我们会堂服侍的余西门，
也见证他和我们的谈话中有一些疑问，现在调查清楚了——
例如他对我们说台湾寇绍恩牧师熟悉认可他（寇牧师否认）
；
说他属于大约 5-6 千人洛杉矶国语浸信会，他是同工之一（钟牧师否
认他还属该教会）
；
W 弟兄 13 年那日偶然看到他展示的手机名片，得知他是余奕荣、夜里
不安，就上网查出他原来就是那位“发 95 年中共要血洗台湾预言的假先知”，
就隔日当面委婉问他“为何没有打？为何许多台湾基督徒移民南美贝里
斯？”他坚称：打了！打了！但又说他以前在灵恩派里后来悔改了（现在
得知他并没有悔改，余西门提这件事时还说自己是约拿，让台湾悔改了，
但台湾教会牧长一致认定他讲的是假预言，根据网上资料台湾牧长们有很
多公开的声明认定他是假先知，而且，目前没有一个牧长认同余奕荣预言
的，大约 8000 名台湾基督徒因他的假预言移民贝里斯、造成教会分裂、弟
兄姊妹灵与财均受损失，据 A 姊妹讲余被台湾当局禁止入境十年，台湾基
督徒做梦也想不到余奕荣已摇身一变为余西门 ）、而且他说刚去贝里斯讲
道回来他们在那很好（怎么可能？）
；
我当时主要因自己服事和工作太忙碌忽视家庭导致和妻子孩子间关系
有些问题，请教他，结果他直接就讲到自己的妻子如何不好，以及他们信
仰的争执等。”
6，云南 L 老师：介绍他进云南服事的 L 老师通过网络旁听了深圳的调查见
证会，听到余西门两面派的抹黑，说自己肺都要气炸了，没想到自己接待
推荐了这样一个人。
三、 主要犯罪事实指证
1、 根据圣经：
耶 17：10“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
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

太 5:37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
出于那恶者。 ”
太 18:15－17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
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
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2、 指证事实：
指证一：说假预言、作假见证、撒谎、一口两舌。
指证二：贪财、以敬虔为得利门路、敛财、使用奉献不明、把神的殿当做
买卖的地方。
指证三：贪色、犯奸淫、破坏婚姻、让姊妹不当服事他身体。
指证四：越过基督的教训，标榜高举自己权柄权威、利用圣经辖制群羊、
介入他人家庭，成为马六甲与深圳非拉铁非教会、云南昆明教会事实上的
“头”。
指证五：分裂教会、抹黑毁谤异己、无端猜疑、将弟兄赶出教会。
指证六：反客为主、不服权柄次序、夺取权力。
指证七：参与赌博、常常玩电子游戏到凌晨、与在人前表现的敬虔生活自
相矛盾。
3、 余西门对指证其罪行的回应和态度：
深圳、马来西亚相关弟兄姊妹指证说：多次邀请余西门见面对证，但
均被拒绝；
同时余西门辖制、控制弟兄姊妹之间的联系，要求别人收到邮件转发
给他指定的人（有微信证据）
；他还直接要求或间接示意大家把反对他，及
怀疑质疑他、求证真相的弟兄姐妹的电话号码、微信、邮件等拉入黑名单，
恶意阻拦大家调查真相；
因他长期高谈个人神奇经历，熟练的人意解经，以及对权柄秩序的严
苛教导，使得弟兄姊妹对他形成个人崇拜，他无论说什么，大家都回答“是，
老师”
）；
安排弟兄姊妹监视、用望远镜偷看质疑肢体的房屋(以窥探指证他奸淫
的 A 姊妹是否住在那里，害怕被当面指证)，无端赶出他所猜疑的肢体，其
行为极其恶劣……
根据《圣经》原则，因此人拒不认罪，反而作假见证掩盖自己的恶行，
按照《圣经》
，先告诉教会，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四、 谁在调查余西门？
1、 根据圣经：
按圣经真理，主把捆绑释放的权柄给了地方教会：
太 18:17 -19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
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
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
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
成全。

提前 5：19-21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
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
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提前 5:24-25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
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犹 1:22-23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
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
服也当厌恶。
林后 13:1 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2、 他们是谁？
调查人员：是教会牧者及弟兄姊妹，神是当敬畏和圣洁、是轻慢不得
的，也是公义公平的，神说：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保罗弟兄说：
“不可
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因此他们在神面前警醒认罪悔改，谨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训，战兢在宝血遮盖底下承担托付，彼此提醒一定要按真理而
行，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好看得清楚，不屈枉正直，也提醒作见证的肢体
们，见证人必须是品格诚实可信，或已在所控罪方面悔改离弃罪恶的，见
证必须是真实的，证据必须是客观事实而非主观猜测的，句句都要定准，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可多说。
调查人员：愿意查清事实真相的深圳、西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云
南受余西门直接或间接影响波及范围内的各教会服事同工及弟兄姊妹。
3、 调查人员名单：新加坡：L 老师（原属马来西亚教会，现在新加坡教会服
侍）；深圳：B 老师（深圳非拉铁非教会原牧者，老弟兄），R 弟兄（深圳
教会服事同工）；西安：W 弟兄（西安教会服事同工）
；
4、 调查目的：
由于控罪重大，后果重大，影响面大，不调查断案会绊倒更多人，断
送更多人的属灵前途，因此必须使用主赐给各地方教会的断案及捆绑释放
的权柄，根据圣经真理和主显明的事实，来显明到底谁行罪孽？谁是恶人？
好荐于被骗肢体们的良心去分辨清楚，并促使恶人认罪悔改，同时见证主
的公义公平怜悯，并使仍然迷途的肢体们合而为一，更好奔主标竿，做基
督的见证，荣耀主名。
目前，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基本没有教会接待余了，但余
西门现在仍在带领深圳两个聚会点（有几十位肢体）
，云南昆明聚会点，在
云南基本落脚在宜良三自教会的毛长老处，同时领导马六甲他的几个员工
肢体，并在深圳三自会堂的个别点、汕头等处有讲道，同时可能还和东北、
山西、安徽等处的教会有联络。
余用诡诈教导使深圳肢体大量奉献钱财，打着福音的名，怂恿肢体在
几处地方买地买房，但他自己在讲台上却教导大家说这是末世，不要买房。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必须为主的名、主的教会、主
的小羊尽心尽力，为各地相关被波及的肢体们、以及受影响的家庭尽自己
的责任，但愿一个都不要绊倒，一个都不能少。
五、 调查过程

1、

2、

3、
4、

根据圣经：
箴 3:5-7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
恶事。
调查过程：几位调查人收到指证后，祷告至今。并先后反复与见证人和当
事人借助各种通信工具核对证据，同时与国内外相关教会牧长联络，了解
情况，收集有关证据。
感谢神的预备！
2015 年 4 月在深圳进行了几天的调查取证，通过现场交谈，聚会交通，网
络连线等方式，由调查人当场与见证人核实对证，进行记录，形成文件。
证人和证据：证人当场口述证据为主（有当事人录音）
，辅助以展示记录的
电子版证据，同时事件经历人互相印证。
调查形成的材料：见证录音，见证会议记录，各种微信、邮件、照片等电
子证据，最终形成本调查报告，所有材料均有调查人和见证人签字。

六、 调查初步结论
1、 根据圣经：
林前 5:11-13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
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
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
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
中间赶出去。
申 18:20-22 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
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
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2、 认定余西门以下罪行：
指证罪行一：说假预言、作假见证、撒谎、一口两舌。
指证罪行二：直接不当收取大量奉献，使用奉献不明，把神的殿当做买卖
的地方。
指证罪行三：贪色、犯奸淫、破坏婚姻、让姊妹不当服事他身体。
指证罪行四：高举自己权柄权威、越过基督的教训，利用圣经辖制群羊，
介入、控制别人家庭，成为马六甲与深圳“非拉铁非”教会事实上的“教
主”
。
指证罪行五：分裂教会，毁谤抹黑异己，无端猜疑，将弟兄姊妹赶出教会。
指证罪行六：反客为主、不服权柄次序、夺取权力。
指证罪行七：参与赌博、通宵游戏、与在人前表现的敬虔生活自相矛盾。
3、 对余西门的分辨：按照主的真理和显明的事实，已经可以清楚分辨，余西
门道德败坏、问题严重、性质恶劣、拒不面对、不肯悔改，反而继续迷惑
辖制隔离部分肢体，并仍在国内及马来迷惑神的儿女，因此必须提请相关
教会和波及教会肢体分辨清楚，认出他不是主的仆人，而是撒旦的差役。

七、 要求余西门出示以下证据：
1、 出示马来西亚 W 姊妹 8 号院打雷夜假见证的签名并愿意承担责任
2、 余西门收取奉献款的数量和使用账目
八、 调查报告需要余西门回应的呼吁和事项
1、 圣经根据:
约 7:51“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
的罪吗？”
箴 12:19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
2、 余西门为何应该回应？
余西门自称是神的仆人，专讲圣经，应当顺服圣经真理，接受教会的调查。
“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
是你们审判的吗？”
，若是犯了罪：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斥责他”，若
是余西门愿意认罪悔改，神给每个人悔改的机会，我们基督徒也当如此：
“我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
一切的不义；
”
3、 余西门应当回应的事项：
本调查报告各项指证罪行的回应。
马来西亚 W 姊妹 8 号院打雷夜见证的来源，若是 W 姊妹写的，需要 W 姊
妹本人签字，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余多次讲说他已经离婚，请他提供余太信息，协助调查。
奉献款的数量和使用账目。
归还实际出资投资肢体的财物。
在没有回应、没有解决这些指控以前，余应停止一切公开事奉，若余不承
认被指控罪项，需提供证据。
4、 余西门若不回应怎么办？
太 18:17 -19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
邦人和税吏一样。
使徒行传 8:21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 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
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
一样临到我身上。
至于深圳教会：
“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
由于余西门单打独斗，已不属于任何教会，所以我们会把余西门的罪
行调查报告发给所有可能影响的教会，避免余西门改头换面，继续危害迷
途肢体包括其他的教会。我们为主的荣耀，不扩大也不缩小，牢记“你们
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
但根据余西门的反应，如果他仍不悔改，继续危害，若神进一步显明余西
门有更多的更严重的罪行，不排除进一步曝光以洁净教会的可能。
九、 各地教会要警醒
与国内外教会肢体们互勉：浩劫之后，痛定思痛，请弟兄姊妹们为受
影响肢体不至有人彻底跌倒警醒祷告，使他们靠主重建属灵家园。

以西结书 34:16 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
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
们＂。
盼望主使他们用一段时间在神面前谦卑，每人反思自己，也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使他们可以得着医治。让圣灵借神的话照亮，以理清每个人的
头绪，清楚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责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过度高举和跟
随一个标榜自己之人，不知不觉被余西门偷梁换柱，悄然代替了主和圣经
的地位，使余西门成了事实上的教主，以至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
沦为余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大本营。
启示录 2:5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
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悔改之
后，必有复兴。＂
希伯来书 12: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
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
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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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
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
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
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我们在此深深敬拜不离不弃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主耶稣，也在主前认我
们自己的诸罪包括没有＂为自己也为全群谨慎＂，太少＂谨慎自守，警醒
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让我们在
灵里与深圳马来的肢体们一起祷告，"
以弗所书 3:16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
力量刚强起来”
，一起靠主的怜悯恩典来祷告和努力，挽回仍被辖制迷惑的
肢体们，一个都不能少！也求主使他们最终又能一起同心合意地，在原有
的基督根基上重建属灵的家园，并在基督身体中圣徒彼此的交通遮盖里，
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持守神托付给那个环境＂耶稣基督的见证！＂，
腓 3:18-20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
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
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
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
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罗 16:17-19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事自
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以马内利！
调查组
2015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