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賜允好收成的神

憑人意所種的，收穫有限。遵從神的教導栽
種，必收連搖帶按，超過三十倍，六十倍，一百
倍。

親歷奇妙驚人聖靈的作工！

靠權能禱告間質性肺炎得蒙醫治的張德芬勸
事，以及蒙神保守脫離流產危機的烏克蘭娜塔莉
亞．波利蘇科聖徒的見證。

在愛的空間茁壯成長的幼苗們

神的愛和天國盼望充滿在心間，為實現神
所賜的夢想而努力進取的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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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得賜神的恩典與能力！

如何從全知全能的神得賜恩典與能力，從三
個方面查考分享。

在這惡貫滿盈的幽暗世代，看

到從心裡感悟神的愛，不斷得到更

新變化，結出感恩之果的學生們，

讓人情不自禁點頭微笑。

戒掉網遊癮癖、斷絕世俗娛

樂，努力以心靈和誠實禮拜，同時

在主裡面心生夢想、得見異象，

在校得到老師和同學們認可和喜

愛，靠主更新變化的萬民學生們。

一直以來，李載祿主任牧師對

學生們的內心世界和生活狀態體

貼入微，持續發放獎學金、救濟

金、文化商品卷、學費支援等等。

為使學生們不再戀慕這個世界，

轉而嚮往至美天國新耶路撒冷，信

仰生活充滿幸福，不住為學生們

流淚中保切切禱告。承繼去年，今

年再次特邀學生們到山上的禱告

處，體嘗天國的榮美，孩子們的心

漸漸滿了天國盼望和牧者的愛，愛

世界的心自然被沖淡離棄，生活上

有了明顯變化。

學習長號演奏的林勝浩弟兄

（高1）見證：「多虧主任牧師定

期支援，使我考上京畿藝高，今

年又給予獎學金。因著那愛，如今

得成為尼西管弦樂團準團員榮耀

神。」

李在光弟兄（高二）介紹：

「在禱告處接受主任牧師禱告，異

位性皮炎得癒，我滿心感恩。自那

以後，我不再沉迷網遊和異性，而

是愛上讚美、禮拜、禱告，享受信

仰所帶來的幸福，學習上也變得更

加勤奮了。」

在禱告處參加高中部羽毛球

比賽，獲MVP獎的崔秀妍姊妹（高

二）感言：「從禱告處回來我便開

始定時到聖殿禱告，最近禱告時常

常浮現主任牧師的身影，感動流

淚，切切祈求。」

學生們自從去年春天初訪禱告

處後，正式乘上更新變化的潮流。

尤其，藉由去年後半期和今年前半

期兩次「兩回連續但以理禱告特

會」，以及今年年初的學生主日學

校冬季退修會，有更多學生乘上

恩典的洪流。

金英仁弟兄（高三）告白：

「勉強守主日的消極信仰，在感悟

主的宏恩大愛以後變得積極，為棄

絕心裡有違真理的部分，獻上五天

禁食禱告；現正在為離棄易變的屬

性，進行二十一天定期禱告。」

學生主日學校帶領學生們每天

背記一節經文，還組織經文背記

小組，推薦選手參加教會經文競

猜大賽，甚至入圍決賽。此外，每

週主日，校長金昶敏傳道師引導的

各年級聖靈充滿禱告會，以及指導

教師、部長、教師們的獻身付出，

讓學生們的信仰變得更加火熱。

 還有很多學生，接受李載祿

主任牧師的禱告，疾病得醫，信仰

日日更新。高中部聯合副會長金敏

中弟兄表述：胸部感到被重壓，出

現呼吸困難，經診患上了猝死率百

分之三十的「急性心肌炎」。如此

危險的疾病經李載祿主任牧師禱

告痊癒後，萌生憑靠牧者權能凡

事都能的信心。

此外，學生們為成長為大展世

界宣教事工的主力軍，正積極預

備。聆聽李載祿牧師的「學習秘

訣」證道，學生們的學習成績不斷

得到提高。因家庭條件不能上補習

班的學生們在李載祿牧師的關懷

下開辦授課的「夢想學院」，獲得

英語、數學、資訊處理、中國語、

俄語、阿拉伯語等學習機會，為夢

想加油。

被授予學習模範獎的高中部聯

合會會長白智賢姊妹（高二）談到

同學們的變化，真情告白說：「以

前迫於父母壓力來教會，如今自覺

禱告，誠心讚美，盡心禮拜。因為

在同學們心中有了『新耶路撒冷！

我勢必進入那聖城』的盼望。」

將所有感謝和榮耀都歸與在學

生們心裡填充真盼望和真愛、引

導學生們追求真正價值的三一真

神！

主的愛──更新再造的動力！
得悟真正價值不斷更新變化的萬民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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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允賜好收成的神

多種多收少種少收，這是神

的公義，是靈界的法則。人用自

己的方式所種的，收成有限。

但遵照神的方法栽種的，必收連

搖帶按，乃至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的祝福。那麼，在神面前

所栽種的若要有豐盛的收成，具

體當如何行呢？

1. 心懷感恩栽種

在神面前常懷感恩，是信靠

神的顯據。如果在教會事奉僅僅

出於作工人的義務，栽種財物

後，抱怨「為何祝福這麼少」，

又怎能收得完整的美果？正如希

伯來書11章6節記載：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信之顯據即

為發自肺腑的感恩馨香。

在神面前栽種時，我沒有一次

是勉強或出於義務。神恩浩大，感

激不盡，所以我盡我最大力量向神

奉獻，常因沒能獻得更多而深感遺

憾。初信時生活艱苦，但我也常懷

感恩樂意栽種在神面前，至今我因

著愛神，把時間、財物、家人，甚

至個人生命，滿懷喜樂誠心向神擺

上。神喜悅我這般心靈馨香，賜我

連搖帶按溢滿的美福。

在神面前以忠誠、禱告、財物

栽種時，是否感恩不夠？這是我們

每一個人當自省查驗的部分。是否

因為不甘信仰掉隊落後，常存苦

悶；迫於使命的壓力，出於義務報

效，常覺憂心煩惱？這是神所不喜

悅的。

何況，神所看重的是人肺腑而

出的心靈馨香，表面上看栽種了同

等數額，但心懷感恩栽種和勉強而

為是有巨大差別的。

心靈馨香越濃厚，越能感動

神，所蒙的應允和所結的果子也不

相同，在天國所承受的居所和所得

榮耀賞賜也會各異。願聖徒們在凡

事上都能敬獻神所悅納的完美感恩

馨香。

2. 憑信等候定時

撒種到發芽，需要一段時間，

直至開花結果，亦須一定時期。如

果農夫撒種在地上，過了一兩天不

見發芽，就挖開土壤查看，這樣只

能造成浪費種子的結果。而且按照

種類，種子的發芽、成長、開花、

結果所需時間也各不相同。同理，

在神面前栽種的，有短時收效的，

也有需長久等待的。

加拉太書6章9節：「我們行

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

候就要收成。」遺憾的是人往往因

等不到那個「時候」而誤事，我們

當切記凡事都有定期、凡物都有定

時。

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七十五歲遵

從神的吩咐，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按照神的應許亞伯拉罕得到後

嗣是二十五年以後，那時他已百

歲；雅各直到成為以色列的始祖之

前，在母舅手下經歷二十年熬煉；

摩西在曠野經受四十年熬煉後，才

得以承受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領

袖使命。

神家的事，同樣也有定時。不

見預期的成果，就焦躁不安、擔憂

愁煩，口出喪氣之言，這顯然是小

信之為。信不過主宰萬有的神，等

不到所定的時候，急於一時動用人

意，隨己意做事，結果總是非人所

願。既然禱告過，就需要等候，

全然交托神親領，豈能自己跑在前

頭。

在人看來雖然緩慢，但要想萬

事亨通，就當按照神的方式開展工

作。神應許必成就的，當從心裡堅

信不疑，等候神所定的時候。但並

非叫我們坐等樹下自落其果。而是

教導我們不要跑在神的前面，偏行

己意開展工作。而是要信靠神的約

言，恆心禱告，順從聖靈的帶領。

以為事業、工作禱告求福為

例，神會根據所求祝福的大小，領

人造就足夠承福的器皿。首先熬煉

人靈魂興盛，造就配蒙神祝福的器

皿，得賜智慧和能力，得入適宜的

環境，使萬事都互相效力。

照此，在主裡面，遵照聖靈的

帶領順從，憑信而行，必能收成。

希望聖徒們都能在凡事上憑信等

候，到了時候獲得豐收，多多積累

獎賞。

3. 所有榮耀歸神

使徒行傳記載：保羅為主的福

音受盡苦難和逼迫，向外邦廣為傳

揚耶穌基督。但保羅並未因「自己

付出勞苦、犧牲、在神家的功勞」

誇口，而是降卑自己是「罪人中的

罪魁」、「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

一般」。

哥林多前書15章10節，保羅

告白：「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

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

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

與我同在。」保羅將極大榮耀歸與

神，乃是他不忘自己過去所為，時

刻記念神對註定滅亡的自己所施宏

恩之故，單單將榮耀歸給神。

得神喜悅的人必然時時刻刻信

靠神，榮耀神。願聖徒們由衷感恩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

才成的」，將所有感謝、榮耀、尊

貴歸與神！

親愛的各位聖徒：

正如詩篇1 2 6篇 5節記載：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惟

有流淚撒種的人，才能享受收割的

喜悅。

在神面前盡心盡意栽種，忠

誠、禱告、傳道等一切勞苦都會得

到記念，不僅積累為永恆的天國獎

賞，在這地上也會賜允降福，恩賜

健康、智慧、榮耀，回報溢滿的美

福。

期待直到滿獲豐收那日，帶著

信心，滿懷感恩，盡最大努力撒種

栽植。等到這地上的人生喜獲豐收

的秋收之日，願聖徒們都能歡歡喜

喜得過至美天國新耶路撒冷珍珠

門。奉主聖名祝福！

主任牧師 李載祿牧師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馬太福音7章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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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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全知全能的神的恩典與能力，世間一切問題都能獲解、任何心願皆可蒙允，

任何人都可以新造為真理之人，最終得進至榮聖城天國新耶路撒冷。

如何得獲並依靠神的恩典與能力，從三個方面查考分享。

依靠神的恩典與能力

遵照神的教導脫去罪惡，造就

聖潔心靈，就能靠著蒙神所賜的恩

典與能力，與主合一，與眾人和

好。

正如哥林多前書1章10節所

說：「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

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

意，彼此相合。」當我們靠著基

督，以公義為衣，紛爭自然止息，

眾人同心合意，以真理和聖靈為紐

帶相繫相合。 

工作中難免出現不同意見，但

不可有分歧，連心也分裂了（馬太

福音12章25節）。各執己見，自

以為義，只會破壞和平，心意分裂

必阻礙神國發展。所以要切記，提

出不同意見時，重要的不是己見得

到認同和採納，而是要顧他人，及

眾人同心合意成就神的旨意。

若要靠著神的恩典和能力，在

真理裡面造就凡事皆可的心態，即

便認為自己的意見更合理全面，也

要懂得尊重對方，不可因自己信心

大，就以此作標準，強求他人。

互相服事，處處為人著想，叫

眾人得益處，有人對我行惡，也不

記仇懷恨。以祥和之心，與眾人

和好，為主作工時才能與主合而為

一。

加拉太書6章2節：「你們各

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

全了基督的律法。」照此，互相擔

當重擔，擁有強烈責任心時，就完

全了基督的律法即愛的律法。與人

分擔、為人負責，没有愛是做不到

的。

開展福音事工時，因著愛主、

愛主內弟兄之故，每個肢體都要擁

有擔責意識。然而，有的人只有自

己的意見得到採納或託付特殊使命

時，才會付出熱心，否則就作壁上

觀。

反之，有的人即使並無受託之

事，也會提早來到聚會場所，熱心

幫忙做準備；自身所屬的小組受到

責備，即便沒有直接關聯，也會感

到慚愧，心生哀慟，自我省察，禁

食禱告；不是主僕、沒有職分，也

照樣帶著對靈魂的懇切之心熱心探

訪、禁食、通宵禱告。

神的恩典和能力臨身，便如哥

林多後書11章29節，使徒保羅告

白：「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

跌倒我不焦急呢？」因著愛主、愛

靈魂，把群羊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

題負責到底。如此，在主裡面凡事

以「主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責

任」這樣的心志擔當時，就能得神

稱許，受眾肯定。

我們若要相互合一，擁有為主

的事負責的胸懷，須先造就善美心

靈。心裡有善，才會願意降卑捨

己，求眾人的益處，得以全然合

一。誠心為主的事擔當使命，不會

在形式上勉強為之。

造就良善之心，意味著生活在

末時的人，更要時刻警覺。雖然聖

經預言末時將滿了罪惡，災難四

起，但因罪惡遍佈災難頻仍，已是

司空見慣，所以靈裡若不警醒，難

以察覺這世代究竟有多麼幽暗，也

看不出末時的徵兆。所多瑪城臨到

火的審判遭毀滅之時，還有挪亞洪

水當時，明明警告審判臨近，但人

們不相信，以致遭受了滅亡的結

局。

羅馬書13章11至14節：「再

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

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

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黑夜已深，

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

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行事為人

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

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

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

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照此，

我們時常帶著「怎樣才能造就更加

善美的心靈」、「怎樣才能全然遵

照父神旨意而活」的心志虔誠信

仰，靠著神所賜的恩典與能力，迅

速成就心靈的聖潔。

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3節：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

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

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

候，完全無可指摘。」我們當切記

這節經文，時刻警醒禱告，造就善

美心靈，速速裝飾整齊做好迎接主

的準備，與我們的新郎主耶穌基督

同進至美天國新耶路撒冷（啟示錄

16章15節、22章14節）。

要合一

為主作工要勇於擔責

造就良善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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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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時空的權能，顯現於流產危機中！

娜塔莉亞．波利蘇科聖徒
（44歲，烏克蘭）

2 0 0 8年，通過TBN俄

羅斯（俄語基督教電視

台）首次聽聞李載祿主

任牧師的講道，這可是

在哪兒也未曾聽過、甘

甜如蜜的生命之道，

我大蒙恩典。想聽更

多講道，搜索並點開萬

民中央教會網站(w w w .

manmin.org)查看，裡面

備有八種語言翻譯，可供

選擇，其中包括俄語翻譯。

我聆聽主任牧師的講道，定期

收看並同參現場禮拜直播。到了

2011年十月，在網上順利登錄。

隨後我們一家人都登錄成為了萬民

的羊。

2013年，我懷上第三個孩子。

懷胎在身孕育生命的喜悅，不過是

短暫的，因為出現子宮出血現象。

去醫院做了超音波檢查，結果竟是

胎盤位置過低，稍微移動就會有意

外。醫生告知這種情況導致流產可

能性很高，妊娠期間必須要一直臥

床，最好住院監護。並強調此類狀

態自然分娩非常困難，須剖腹產。

此前關於主任牧師彰顯的權能

作工見證很多，我也想要完全倚靠

神，果斷出院了。而且為了孩子的

正常出生，給萬民中央教會寫信請

求禱告。

2013年十一月，在定期的禮拜

聚會中，我在烏克蘭憑信心接受主

任牧師超越時空的醫治禱告。此後

沒多久，又到醫院做超音波檢查，

經確診，得到胎盤位置上升到正常

範圍內的喜訊。

2014年2月17日，我終於自然

分娩生下健康的女兒，孩子在健康

成長。我們雖然相距萬里之遙，但

通過GCN同樣感受著萬民大家庭的

溫暖，也像韓國聖徒們一樣，在最

榮美的天國聖城新耶路撒冷盼望

中，向著成就聖潔的目標，不斷奮

進。

將所有感謝和榮耀歸與父神，

並向在主裡面以生命之道引領我們

前行的敬愛的主任牧師致謝！

患間質性肺炎將死的我藉牧者禱告重活！

2017年9月13日（週三），突然感覺呼吸

急促、身體乏力。去了醫院，醫生問診並無

大礙，叮囑觀察兩週後再來確診，於是回家

靜觀。然而，狀態逐漸惡化，竟至氣喘吁

吁，連走上幾步也難以挪腳，刷牙漱口都

得停喘幾次，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

9月27日（週三），再到醫院複查，醫

生見到我如此憔悴，很是驚訝，為我仔細

檢查等。當天沒有空床位，第二天才住上了

院。隨即血檢、拍CT、支氣管鏡檢查、心電

圖檢查等等，為查找病因進行了各種檢查。並

且在場醫護人員的表情上看來頗為緊張，像是

非常嚴重。後來才得知，常有症狀與我相同的

患者到醫院就診，連病因都未查出就離世。

29日（週五），終於，「間質性肺炎」的

診斷結果出來了。雖然症狀嚴重，但想到兩天

後要迎來教會創立三十五週年慶，屆時能面見

從山上禱告處下來的李載祿主任牧師，有機會

接受醫治禱告，因而沒過分擔心。

第二天，教區長來探訪，用主任牧師禱告

過的權能手帕（使徒行傳19章11、12節）為

我禱告後，儘管刀絞般的胸痛消失了，但呼吸

仍然急促，若不戴氧氣罩，胸悶得還是難以忍

受。身上力氣似乎耗盡，連動動指頭的勁兒也

沒有。我一直堅持在神面前做悔改禱告，抱著

面見主任牧師的期盼支撐下來。

10月1日（主日）早上，我謝絕醫護人員

的勸阻，在家人的陪護下，坐著輪椅出了醫院

大門，因為我堅信永生神會醫治我。主日大禮

拜開始之前，剛進聖殿，心就平安了，裡面惟

有靠神權能病得醫治，歸榮耀與神的心願。

禮拜結束後，面見主任牧師接受禱告，那

瞬間感到胸膛熱流湧動，那麼溫馨那麼輕柔，

幸福的感動油然而生。「我已經好了！」頓

感輕鬆，輪椅也不用，我自行走到停車場坐

車。

回到醫院後，也是在停車場下車，自己

步行走進病房，和病友打招呼聊上幾句。

身體狀態真的不一樣了，跟此前相比判若

兩人。中秋節長假期間，每天早上接受下

載的主任牧師醫治禱告，聽著主任牧師講

道和萬民讚美，領悟到蒙神帶領得進寶貴的

祭壇，得擁天國盼望是何等大的福分，這感

恩之情深深刻在我的心板上。

10月8日（主日），大禮拜時，心裡有

了「我已完全好了」的確信，如同從幽長隧

道中逃生後的喜悅，興奮地想要到聖壇前跳

舞讚美。晚禮拜結束，回到醫院進行各項檢

查後，得到「可以出院」的好消息。哈利路

亞！

第二天，從10月9日開始的「兩回連續

但以理禱告特會」第一天起，神賜我認罪痛

悔的恩典。而且，每次去教會，都有新力增

添，身體迅速恢復。如同先前，身心非常健

康，生活中充滿了「初戀」般的甜蜜和神的

大愛。

向醫治我的神獻上所有感謝和榮耀，同時

感謝在主裡面不看我的虧缺，給予愛心禱告

的主任牧師。

張德芬勸事（62歲，2大大17教區）

雙肺下葉顯現陰影，疑似肺炎。 雙肺下葉顯現的肺炎症狀消失。

接受禱告前 接受禱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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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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