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稱職的工人

作神稱職的工人，使神國大得擴張，當心地
無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榮耀，處處為人著想，
求他人的益處。

超越時空的禱告功效！

卵巢癌晚期蒙神醫治的楊慧燕勸事，以及在
牧者空間裡得保守、蒙祝福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拉
西迪．阿爾帕尼．卡耶摩貝執事的見證。

主裡合一

日本四個支教會創立紀念禮拜及聚會、主
僕培靈教育和禱告會，同在靈裡更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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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成長，有多渴慕？

不急不躁，忠於本分；專注神道，不住禱
告；不因攀比心理失落沮喪時，便可實現信心的
成長。

2017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萬

民全體支教會總指導教師李禧善牧

師赴日本名古屋、松本、東京、山

形四個支教會引導聚會。在松本，

還針對隸屬耶穌教日本聯合聖潔會

總會的主僕舉辦「培靈教育及禱告

會」，每場聚會都有權能隊助演。

第一場聚會於10月22日（主

日）在名古屋萬民教會（主任

牧師：時國宮子）舉行教會創立

二十三週年紀念禮拜，講師李禧善

牧師以「總要警醒」（帖撒羅尼迦

前書5章4至6節）為題證道，叮囑

聖徒：「信心定要堅立在磐石上，

且要不斷奮力進深，靈裡總要警

醒。」下午手帕聚會上，經李禧善

牧師用李載祿主任牧師按手的權能

手帕（使徒行傳19章11、12節）做

醫治禱告，聖徒們視力恢復、全身

異位性皮膚炎、慢性頭痛、腦梗塞

後遺症等各種病症得醫，榮耀歸與

神。

23日（週一），訪問飯田萬民

教會（主任牧師：劉勝吉）和老人

福利設施「米茲巴沙」（音譯）；

24日（週二），松本萬民教會舉辦

「主僕培靈教育及禱告會」，引導

主僕們深省決斷；25日（週三），

松本萬民教會（主任牧師：伊藤正

明）舉行手帕聚會。李禧善牧師以

「得父神喜悅的信」（希伯來書11

章6節）為題證道，比較聖經人物馬

大和馬利亞的信心，讓聖徒們對照

以斯帖的顯信所為查驗各自信仰，

切切囑咐務必建造得神喜悅的信。

證道完畢，用權能手帕為聖徒禱

告，聖徒們各種病痛消失，領受聖

靈的火，醫治見證接連不斷。尤其

遭鬼折磨三十四年的井原勝美聖徒

（女，56歲），經李禧善牧師帶領

認罪悔過後為其禱告，從鬼靈捆綁

得到釋放，將榮耀歸與神。

27日（週五），東京萬民教會

（主任牧師：崔炳蘭）舉行創立九

週年紀念禮拜及權能手帕聚會。李

禧善牧師以「得神喜悅的信」（希

伯來書11章6節）為題證道，勸勉

「要用善美的言語和積極肯定的顯

信告白得神喜悅」。緊接著通過手

帕禱告，聖徒視力得到恢復，皮膚

病、關節炎、拇趾外翻症、鼻炎等

病症得到醫治。

29日（主日），山形萬民教會

（主任傳道師：金吉模）舉行創立

二十週年紀念禮拜及聖靈充滿禱告

會。上午禮拜，李禧善牧師以「更

新變化──牧者的果子」（腓立比

書3章12至14節）為題證道，切切

叮囑「肯定人，寬恕人」。下午的

聖靈充滿禱告會，聖徒們跳舞讚美

將榮耀歸與神時，一位聖徒僵硬的

腿得到釋放等，彰顯醫治作工。而

且通過李禧善牧師的手帕禱告，聖

徒中憂鬱症、膝蓋及盆骨脫臼等得

醫，榮耀歸給神。將所有感謝與榮

耀都歸於藉著此次宣教賜福溢滿，

大顯醫治、變化和火熱聖靈作工的

三一真神！

建造得神喜悅的教會
日本四個支教會創立紀念禮拜及權能手帕聚會

圖1 圖2

憑靠李載祿主任牧師的禱告，二十一號颱風「蘭恩」迅速被消滅；二十二
號颱風「蘇拉」的預測路徑（圖1）改變，風速減慢且轉向（圖2），使得
此次日本四個支教會宣教日程在良好的天氣中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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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職的工人

按照各人信心的大小、愛神的

深度，獻在神面前的感恩、喜樂、禱

告馨香不盡相同。

擔負神國使命的工人，須至少

要努力做到「喜樂、謝恩、不住禱

告」。進而將感謝、喜樂與禱告馨

香，昇華為發自肺腑的濃郁馨香，

讓神的心感動，必更得加以重用。

那麼，擔負振興神國之使命

的稱職的工人，應具備怎樣的條件

呢？

1. 心地無私

「私心」就是欲圖己利、體貼

私情的心。包括貪求功名、趨利逐

祿、唯我獨尊、一意孤行、固執己意

等等，還表現在追求享受、得人服

事、凸顯己功方面。

蒙召作神國工人的，應當竭力

維護神國利益，處處為教會和聖徒

著想。作主僕的，要具備不惜為主的

榮耀和受託的聖徒捨命的心志。作

僕人的不應注重名利、父母、兒女，

以及個人財產、時間、愛好等等，而

是當日夜心繫眾靈魂的境況。領受職

分的人，要帶頭行出榜樣，以父母之

心關愛群羊，盡忠教會竭誠服事。比

之丈夫、妻子、兒女，神的國和眾聖

徒的利益當置首位。

哥林多後書11章23至27節詳記

使徒保羅在傳福音時遭受的苦難。

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

的，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冒死是屢

次有的等苦難經歷。保羅並不是傾

述自己所經受的苦難，而是要讓人

記得。

在接下來的28、29節，保羅坦

言：「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

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

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

急呢？」

數不盡的苦難，對他來說算不

得什麼，真正天天壓在保羅身上的

是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因聖徒信心

弱小而焦心，見跌倒的肢體而哀慟。

正如帖撒羅尼迦前書2章19節所

說：「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

冠冕是什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

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嗎？」將來站到主面前時，我們所誇

的不是世上富貴榮華名利權勢，乃

是在主裡面所結的美果。因此，帖

撒羅尼迦前書3章7節說：「所以弟兄

們，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因著

你們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使徒保羅傳福音，多遭困苦患

難之時，聽到一則消息，就是帖撒

羅尼迦教會聖徒們的信和愛充充滿

滿，又切切思慕他。這讓保羅大得安

慰，有了繼續勇往直前的動力。

就像使徒保羅所坦言的，誠願

聖徒們做主的稱職工人，或生或死

都為主的榮耀，為教會和神的國、為

聖徒們而活。

2. 求人獲益

沒有私心，就沒有利己之慾，

樂意求別人的益處。身為主的工人，

若帶著私心做事，每次想起定會羞

愧滿面，禱告時內心也會感到虧欠。

但有時候，人自私自利卻意識

不到。遇事自以為是，常常固執己

見；對信心弱小無力承受的人，硬是

按照自身信心標準強求；身居領導位

置，對無視秩序、不從不恭的人反感

排斥。

這些都是破壞和平的因素。在

自身所屬的團契中打破了和睦時，首

當省察自己。怪罪他人，推卸責任的

言行是可恥的。更不可怪罪初信徒，

認為屬肉的人不講道理、專顧自己、

不懂真理，才造成不合的局面。

 「我是領導，做下屬的服事是

應該的，怎敢對我這樣不恭不敬？」

這是屬血氣之人的想法。明白真理的

人，特別是領導、工人，更當以身作

則服事他人，遵循真理保持和睦。

創世記13章記載：因家畜甚

多，地容不下，姪子羅得的牧人和亞

伯拉罕的牧人相爭，亞伯拉罕就及

時尋求和平舉措。提出彼此分離的

解決方案，讓姪子羅得優先選擇好

地。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

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

向右，我就向左。」（創世記13章9

節）。對於羅得身為晚輩的作法，既

沒有責備，也無任何不滿。「我叫你

先挑，你真就挑好的嗎？」更沒有這

樣記恨。

亞伯拉罕真心為羅得好，盼他

得益。自己則一心遵從神的帶領。亞

伯拉罕雖然沒有求己益，但也沒有

吃虧受損，反而因著得神喜悅，承受

更多美福。

當我們仿效亞伯拉罕，造就凡

事求人獲益的心胸，神的榮耀會彰

顯更大，使更多靈魂被領入救恩與

蒙福之路。

親愛的各位聖徒：

神國稱職的工人，一要心地無

私，二要求人獲益。無私地先求神的

國和榮耀，處處為他人著想的人，靈

裡時常滿足，內心被喜樂和感恩充

溢。

禱告時也在神面前坦然無懼，

凡事憑信祈求，所在之處結實豐盛。

如光明的果子、愛的果子、聖靈的九

果、八福等心靈的果子愈加豐碩，可

迅速模成主的形像。

在使命涉及的各個領域結出好

果，同時，心中所願也會得蒙應允與

祝福。正如靈魂興盛一樣，凡事興

盛，身體健壯這句神言，將如實地應

驗（約翰三書1章2節）。

願聖徒們都能成為神國名副其

實的好工人，將來與主相見的那一

天，得神稱讚「又良善又忠心的僕

人」，得居極大榮耀之中。奉主聖名

祝福！

主任牧師 李載祿牧師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18節）

信 仰 告 白

1. 萬民中央教會相信《聖經》都是人被聖靈感動所記錄的準確無誤的神的話語。

2. 萬民中央教會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並相信三位一體的神合一同工

3. 相信只有耶穌基督的寶血才能赦免我們的罪。 

4. 相信耶穌基督的復活，升天和再來，並相信有永恆的天國。

5. 萬民中央教會每當聚會時告白《使徒信經》，並且相信其内容。

五 重 福 音

重 生： 我們相信，我們重生是因著耶穌基督贖罪的犧牲，並從死裡復活。

聖 潔： 我們相信，因著耶穌贖罪的寶血和聖靈的洗禮得以成聖。

醫 治： 我們相信神的醫治——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以及神的大能，

肉身一切的疾病得到醫治。

復 活： 我們相信，凡相信耶穌基督的聖徒，都將以榮耀的身體復活，

就像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一樣。

再 臨： 我們相信，主耶稣基督怎樣升天，在千禧年以前還要怎樣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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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靠著神的愛才能長成充足的信心，

明確這一點對信之成長非常重要。因急於求

成，造成消極心態，總是自責小信，反倒對

信心的成長阻礙更大。

若要實現屬靈的成長，首先要靠聖靈的

感動，省察自己，認清自身信仰狀態。操之

過急，易被體貼肉體的意念所控，聽不到內

心的聲音，自然感到鬱悶壓抑，對自己的狀

態模糊不清。

即使藉著神道光照，覺察有違神教導的

部分，但因無力離棄，反被必須改變的意念

牽絆，心裡感到壓抑、痛苦。

屬靈的信心是從神而來，助人成聖的恩

典和能力也是神所賜得。自身信心標準設得

過高或操之過急都無益於信仰成長，信心

的階段要循序漸進逐階而上（羅馬書12章3

節）。

除去雜念、不打瞌睡，以心靈和誠實敬

拜，不住地火熱禱告，唱詩讚美時在感動中

用心獻上每一句歌詞，每天讀經、晝夜思想

等，這些既是基礎又非常重要，大信正是這

些信仰態度日積月累而落實的。靠著神所賜

的恩典與能力，離棄還未棄絕的、力行還未

實踐的，我們要從眼前力所能及的小事逐一

做起（路加福音11章11至13節）。

隨時自我查驗聽道時的專心程度、為活

出神道而付出的努力，用嶄新的心意，為做

到完全，在每一件事上付出努力時，便可

具體感受引領成聖之路的神的愛、神的作

工。

父神的愛在心裡充滿的人，不會

把自己和別人作比較。因愛神又蒙神

的愛的緣故，內心變得富足，擁有能

夠與人分享那愛的胸懷。相反沒有感

受這愛的人，會產生攀比心理。自感

優於旁人時安心，但覺己不如人時，

就會變得焦躁不安，傷感沮喪。

按照自身信心大小，竭盡所能奮

進的人，凡事上思善向真。所愛的

人得到讚許認可，如同己受幸福在

心。同樣，心裡填滿神愛的人，能

夠做到愛人如己。並且確信靠著神

愛認真努力，終究必能擁有充足的

信心。

有人領先時，不失感恩；自己領

先時，能夠為落後的代禱、助力，

這是何其美好。祝願每一個人都能

在心裡裝滿神的愛，在凡事上只喜

歡真理。更新再造的關鍵要點是愛

神的努力和對恩典的渴慕程度。

聖靈的能力臨到，無論空缺有多

大、心田有多貧瘠，都能得到更新

再造。自身心意所向何方？是否真

誠愛神、一心嚮往新耶路撒冷？願

聖徒們能夠承認各自信仰狀態，滿

懷召我領我的父神必使我完全（帖

撒羅尼迦前書5章24節）的堅信，領

我進入新耶路撒冷的盼望，敬獻如

火般的禱告馨香，努力行道，造就

完美果子。

照神的約言，得賜更新變化的動

力，須領悟父神的愛。惟靠那聖愛，

我們才能看清自我，得到活出真理的

動力。

但領悟神愛，神道和禱告缺一不

可。聆聽神的道，才能理解何為充足

的信心，分辨真理和非真理，查驗自

身信仰狀態，醒悟有待更新再造的部

分。

沒有禱告，神的道聽得再多，也

感悟不到，無法正確地應用於自身

生活。即便認識到是對自己適用的教

導，但因無力棄罪，反而成了壓力和

包袱。故而在禱告時，才能感悟神道

的善美旨意，並藉著神道看清自己，

感受使人更新再造的神愛。

一 旦 領 悟 願 賜 最 上 好 美 福 的 神

愛，禱告會有變化。因為清楚在主裡

面當行、當做的，就不再一味的禱告

認罪悔過，請求饒恕，或義務性地祈

求丟棄這罪，遠離那惡。

 「造我、賜我上好的、施恩領

我的父神，我愛您，我切願遵照您的

旨意行得完全。求父賜我力量，使我

速速脫淨殘餘的罪性惡根，成為父的

安慰和喜悅。讓我時刻沐浴在那愛裡

面，求父再加添恩典與能力，使我更

加親近我的父。」如此在喜樂和感動

的禱告中，更深感受父神大愛，從而

不斷建造充足的信心。

接待救主，領受了聖靈，就是靈裡剛出生的嬰孩。信仰就是如此從嬰孩階段起步，而

後逐階成長為小子，青年，父老的信心（約翰一書2章12至14節），按照各人所行的，信心

成長的快慢也各異。從三個方面查考信心成長之秘訣，願聖徒們早日成全得神喜悅的、充

足的信心。

不宜急於求成
奠基為先

不因攀比心理
失落沮喪

神道和禱告
缺一不可

信心成長的秘訣

李載祿牧師

 信仰9本佳作

全世界讀者的必讀之書

追求聖潔 傳承主道   歡迎到全省基督教書房、天恩出版社或來電本教會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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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1日（週一），出現熱感冒和

肌肉痛症狀。一開始沒有太在意，但第四天15

日（週五）夜晚，腹部突然鼓了起來。因肚子

鼓得像懷孕九個月的孕婦，17日（主日）傍

晚，到綜合醫院急診。做完血檢，以及X光和

CT檢查，醫生分析：「從CT來看，問題出在

卵巢上。」建議到婦產科複查。

18日（週一）上午，到婦產科複查，醫生

提醒：「懷疑是卵巢癌，又大又不規則，有可

能是惡性腫瘤，病情不容樂觀，最好還是儘快

去大學醫院。」在大學醫院，我得遇在這一領

域有名的特診教授。先抽完腹水，教授查閱之

前醫院的診療記錄和CT後，告知：「卵巢癌可

能性百分之九十，這一部位的癌細胞轉移快，

要拍PET-CT（正電子放射電腦斷層顯像），

檢查轉移程度。」

20日（週三），再去醫院，拍PET-CT，

確診「百分之九十九已經到了卵巢癌末期，須

立即做手術，而且要做將會超過八個小時的大

手術，並要承擔生命風險。

我這才認識到除了接受李載祿主任牧師禱

告，沒有其它活路。22日（週五），我寫了封

悔改信，附上精心準備的禮物，請求在山上禱

告的主任牧師禱告。期間接受李守珍牧師手帕

禱告後（使徒行傳19章11、12節），腹部不

再積水。 

24日（主日）傍晚，獲知主任牧師已為我

禱告的消息，我心得平安，「只等神的作工

了」。次日即25日（週一），我去了六天前預

約的國立癌症治療中心。

教授看完之前醫院的CT，經過內診，得出

結果是「癌細胞有可能從大腸轉移到卵巢，因

此，需要重做一次檢查，又叮囑：「癌細胞大

面積擴散，腫瘤形狀也不規則，從CT來看需要

馬上進行抗癌治療。但還是徹底做完檢查再說

吧。」因此，我當天就住了院。驗血、X光、

腹部CT、胸部和腹部檢查等，一連幾天從頭到

腳細檢一遍。

28日（週四）上午，第一次檢驗結果令人

吃驚，得出的結論是「慢性炎症」。驚奇之

餘，詢問求解，教授建議：「看不到有癌變。

據我查看應該是結核桿菌感染腸胃引起的炎

症，可能需要聯繫呼吸內科接受炎症治療。」 

情況突變讓人不敢置信，當天下午，呼吸

內科醫生驚訝道：「確認不是癌症了吧？我來

看看呼吸器官。」負責胸部檢查的醫生翻閱我

的診療記錄後，重申「診斷結果不是癌」。次

日29日（週五），我接到不必住院治療的通知

就出院了。10月23日，第二次檢驗報告結果，

確診不是癌症。哈利路亞！

將所有感謝與榮耀都歸與厚賜美福，使我

靈肉間重獲新生的三一真神！

楊慧燕勸事（47歲，3大大31教區）

藉神權能重獲新生！

疑似卵巢癌擴散轉移的
腫塊（圓圈），腹腔內
多處有積水（箭頭）。

疑似轉移至腹膜後多個
淋巴結（圓圈）。

確診為結核性腹膜炎（紅色虛線）

接受禱告前： 接受禱告後：

保守兒子脫離死亡危機，
祝福我晉升！

2 0 1 0年十一月，經弟弟傳道，我由穆

斯林歸信基督，成為萬民的羊。聆聽李載祿

主任牧師的「十字架之道」大蒙恩典，熱心

傳道，如今全家人都信了主，出席教會。得

遇萬民，在牧者的空間，常蒙保守，福杯滿

溢。

五年前，入伍服役的大兒子，訓練一結

束，就被安排到剛果布尼亞，即政府軍和叛

軍的交戰區。在和反政府武裝的交戰中，指

揮官中彈，戰友全部被炸彈擊中陣亡，只有

我的兒子逃過一劫，保全性命。哈利路亞！

兒子蒙神保守，都是因為我們夫婦為兒

子平安接受了主任牧師按手的權能手帕（使

徒行傳19章11至12節）所做的禱告。事後兒

子被編入總統直屬部隊服役，今年四月初，

被派到開塞省暴動地區。這一地區同樣非常

危險，甚至一支員警部隊在此地全部陣亡，

無一倖存。但我們夫婦發函請求主任牧師禱

告，靠著超越時空的權能作工，兒子得以平

安回到金夏沙。

如此，屢次體驗神奇妙的愛，我努力遵

從神的教導。在警局企劃部工作的我，因長

官從中作梗，數年來未曾領過國家發放的危

險崗位津貼及其它津貼。儘管如此我還是努

力以善為行，更加用心服事身邊的人，恪盡

職守，盡心竭力。憑神必賜福的信心恆心禱

告，生活拮据時，也感恩忍耐。

今年八月，「2017年萬民夏季退修會」

時接受主任牧師超越時空的禱告，我得到意

想不到的大祝福。我竟晉升為警局企劃部部

長。哈利路亞！

拉西迪．阿爾帕尼．卡耶摩貝執事

（59歲，剛果民主共和國金夏沙萬民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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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萬民教會  聚會時間

（歡迎透過網路參加聚會，以下時間以台灣為準）

主日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每日

 08：30 成人主日學

 10：00 敬拜與讚美

 10：30 衛星主日崇拜

 14：00 衛星下午禮拜

 10：00 醫治釋放聚會

 18：00 衛星週三禮拜

 09：30 萬民中華神學院

 22：00 衛星通宵禮拜

 07：30 晨更禱告會（六日暫停）

 20：00 但以理禱告會（週五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