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憑信蒙允之道
從神蒙允，須誠然相信創造萬有的神，並要

顯出那信。如此必看見並經歷神的榮耀。

權能，越是親歷越能相信！
得見真神，靈肉間得福的中國樸美珍執事，

以及靠神權能早期胃癌得癒的黃宇白長老的見
證。

祝福滿滿！
今年的秋收感恩主日，正巧是「兩回連續

但以理禱告特會」如火般禱告四十二天的最後
一天頒獎典禮，更加充滿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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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好工人資格
作神旨意和愛心的傳達者、耶穌基督的好工

人，當具備的資格，具體查考分享。

11月19日（主日）晚，萬民禱

告院主辦，以「牧者權能果子」為

主題，從10月9日起為期四十二天

的「兩回連續但以理禱告特會」頒

獎典禮在主堂舉行。

由李守珍牧師（教牧者會會

長）和申東礎牧師（神學研究所所

長）主持的頒獎典禮上，以抽獎的

方式，從參加四十天以上的聖徒當

中抽出二百名贈送禮品。頒獎典禮

上隸屬本教會藝能委員會的藝能組

合敬獻被聖靈所充滿的演出，將感

謝和榮耀歸與慈愛的神。

大獎由李載祿主任牧師親自

抽中的金淑子執事（66歲，3大大

31教區）榮獲（右下）。頒獎典禮

最後環節，上山禱告的李載祿牧師

通過電話發出元本聲音為聖徒們祝

福禱告四十餘分鐘。禱告中向用奇

事和神蹟、權能作工常伴的父神謝

恩，並祈求神按照憑信所求、所行

一切，賜福超過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以上，將榮耀歸與神。

萬 民禱告院李福任院長以

二十一天為週期，每晚帶領但以理

禱告會兩個多小時，除了韓國國內

聖徒，通過GCN電視（www.gcntv.

org）和網際網路，在全世界任何

地方都能參與，同聲為神的國和神

的義呼求禱告。每年舉行兩次，

上、下半年各一次的「兩回連續但

以理禱告特會」，因著李載祿主任

牧師的祝福禱告和李福任禱告院院

長的付出，聖徒們心願蒙允，領受

火洗，實現靈性成長。歷年來靈肉

間溢滿的應允和祝福，讓眾聖徒越

發渴慕，熱心同參。

2017年後半期舉行的此次「兩

回連續但以理禱告特會」，為迎

接即將到來的12月25日意義重大的

耶誕節，切慕靠著牧者的愛和填充

的公義更新再造成為善美果實的聖

徒們，以比往昔更要懇切的心靈，

敬獻讚美禱告的馨香。尤其是主

僕、長老、利未工人（教會專職人

員），以及各宣教會義工更是帶著

對使命的忠誠，盡心盡意盡性地禱

告神，共度這一自我深省的蒙福時

光。

2017年後半期「兩回連續但以理禱告特會」頒獎典禮

感謝賜福豐收的神！2017年11月19日秋收感恩主日，記念一年來看顧保守我們免遭病患、事故、災殃，賜下靈魂興盛之福，使我們靈肉間豐獲美果，感謝三一神的宏恩大愛。本教會滿
懷感恩之情，聖壇前臺用最上品的穀物、塊根和莖葉類蔬菜、瓜果等共二百九十二種分門別類精美裝點，擺放感恩果品的巨大愛心展臺前部裝飾，使人聯想聖城新

耶路撒冷金銀沙灘筵會場的榮景，兩側樹立的燈飾表現了時刻伴隨萬民眾靈魂的牧者空間。美麗的前壇裝飾由女宣教會聯合會策劃，設施管理局、車輛局、萬民事奉隊協同佈設，在男宣教會總聯合會、禱告
祭物聯合會、以斯帖會、支教會等聖徒們的熱心贊助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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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蒙允之道

若要從全知全能的神蒙允，必

當從心裡相信從無造有的神，且須

顯信而行。這樣就必看見並親歷神

的榮耀（約翰福音11章40節）。下

面查考憑信蒙允的要素。

1.堅信神必用祂的權能賜允

耶穌說：「……凡你們禱告

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

著的，就必得著。」（馬可福音

11章24節）所以，疑惑「我真能蒙

允」？或是起初的信變質，則無法

得蒙應允。

正如雅各書1章6至8節所述：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

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

想從主那裡得什麼。心懷二意的

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

見。」我們禱告求神賜允時，仇敵

魔鬼、撒但不斷給人注入肉體的意

念，讓人生疑起惑，千方百計阻撓

妨礙。所以我們必須具備永不動搖

的堅定信心。

 「我也很想那樣做，但我的信

實在是弱小」，若有這樣消極的肢

體，當靠著創造主神的權能得勝。

例如：去年退修會時，失明的

眼睛重新得見的朴尚榮執事，大腦

手術後遺症導致失明近二十八年，

對蒙神醫治沒有抱什麼期待。然

而，當壇上宣告退修會上，將彰顯

的權能果效時，他相信了。第一天

培靈教育時，憑信接受禱告後，當

他睜開眼睛，就好像在暗黑的空間

裡有電燈亮起一樣，他的眼前光明

呈現，後逐漸能辨識物體形狀。

退修會第二天的運動大會參

賽選手當中，也有在退修會前受了

傷，卻沒有放棄參賽的。因為他

們相信第一天憑信得醫，第二天

可以如期參賽。接力賽選手方海

蓮姊妹，左肩骨裂，醫囑「不宜跑

動」，但接受禱告得癒，第二天接

力賽正常發揮，榮耀歸神；李秀英

勸事小腿肌肉拉傷，經診須休養三

週，但接受禱告即得治癒，參加滾

氣球比賽。

左側癱瘓得醫的中國第二教

區沈莉執事見證：「因牧者時刻心

懷我，為我中保代禱，以致氣力

殆盡，所以我一直都確信必能痊

癒。」希望聖徒們都能這樣信靠牧

者填充的公義，恆心信靠願大家得

醫蒙允遠比各位還要急切的父神心

懷，盡情蒙允，榮耀歸神！

2.奠定信心根基顯出「信」來

信要真誠，且要表現出來。蒙

允須奠定信心的根基。首先要離罪

回轉，得神喜悅。如果心裡注重罪

孽，缺乏得神喜悅的行為，即使親

見全能的作工，那蒙允的確信也臨

不到。以賽亞書59章2節：「但你們

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

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詩篇66章

18節：「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

不聽。」

所以，若要蒙神應允，先要拆

毀與神隔絕的罪牆。當然，根據信

心的大小，還有陷罪的程度，為悔

罪改過所須積累的公義也會不同。

僅僅來到恩典現場，憑信接受

禱告，就得醫治；奉納拖欠的十分

之一後，病即痊癒；在教會擔負一

定職分的工人，對在神看來不美的

言語，乃至內心深處的非真理深省

懊悔後，才得以蒙允。發怨言的、

體貼肉體、論斷是非的，以及未在

神前盡忠，做給人看的，乃至停歇

禱告等等，對這些過犯徹查悔改後

接受禱告，才能迅速痊癒。

得神喜悅方面，聖靈的帶領也

各有不同。有儘管疼痛嚴重，但憑

信參加培靈教育或退修會，得蒙醫

治的；有盡心竭誠獻上但以理禱告

會，以三天禁食做準備，求得醫治

的。還有聖徒喜樂事奉，相信神必

醫治，精心預備禮物敬獻，多種疾

病蒙神治癒的，都將榮耀歸與神。

如此，每個人所種所行各有不同，

當有聖靈感動時，遵信聽從的行為

卻是相同的。

詩篇37章4節記載：「又要以耶

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

給你。」照此經文，只要按照各自

信心的大小，竭力得神喜悅，無論

面臨多大的問題，都會有已經得著

的確信和平安臨到。願聖徒們都能

按照聖靈的感動決然順從，滿足蒙

允所須的公義，將榮耀歸於神。

3.擁有必結榮耀之果的「信」

信仰過程中難免面臨事與願

違的情況。但耶利米書29章11節，

耶和華神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

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

望。」

例如：疾病臨身、落得殘疾，

自是身心痛苦。單看眼前現實，無

疑就是苦難熬煉。但從屬靈的角度

來看，卻是榮耀神的佳機。當然，

直到收成榮耀之果，顯信歷程不可

或缺。有信之人自然隨時自省哀慟

懊悔，不斷積累善行，填充蒙允所

須的公義。惟其如此，方如約翰三

書1章2節的記載，靈魂必會興盛，

凡事興盛、身體健壯之福也定然伴

隨。

凡行合乎公義，慈愛的神連未

曾求過的也厚賜與我們。很多人告

白：「親歷權能作工後，深切認識

到父神愛我。對牧者的愛和信也變

得更堅定，充滿天國盼望和喜樂。

福杯滿溢，實感幸福！」看著這樣

用見證榮耀神的兒女，父神的心該

是多麼欣慰和幸福。如此，憑信而

行必然收穫榮耀的果子。

親愛的各位聖徒：

「信」是如此大有功效。每一

個肢體結出的榮耀之果，都使父神

喜悅。希望在主再來之時，大家存

著充足的信心，大得三一神喜悅。

奉主聖名祝福！

主任牧師 李載祿牧師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

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希伯來書11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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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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在地上進行耕作的慈愛的父神，尋找以祂的心為心關愛眾靈魂，效法主，用愛心服事眾靈魂的工人。
作耶穌基督的好工人當具備八項資格，我們一起來查考分享。

耶穌基督的好工人資格

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哥林多前書4章20節）。所以必

須靠著禱告領受從神而來的能力，擊潰仇敵魔鬼、撒但的詭計，將受控

於幽暗權勢的眾靈魂領入得救之路（以弗所書6章12節）。因為與神交

通，聽清聖靈的聲音，得到聖靈的感動和引導，才能明確照著神的旨意

而行。為此，若要勝任使命，就當每天至少禱告兩小時，要想得能力歸

神更大榮耀，就要殷勤積累禱告量，每天如火般禱告超過三小時。

奉納完整的十分之一，是承認神物質主權的表證。從總收入中

取十分之一分別為聖，歸與神。神吩咐所愛的兒女付出最基本的栽

種，旨在作為厚賜美福的依據；因此當以行為顯信，奉納完整十分

之一時，就確證了作神兒女的資格，得以盡享從神而來的宏福（瑪

拉基書3章10節）。所以，身為工人的人，愛神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

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順從是成就神旨所須要件。作工人的更當放下自義，按照次

序，在真理裡面順從而行（馬太福音12章30節），以身作則率先

垂範，所說的話才能讓人信服聽從。努力做到全家盡忠的人，不僅

勝任使命，甚至擔當超過所負範圍，在自己所處的所有領域竭誠盡

忠。為此，犧牲自身時間、金錢，盡心竭誠的付出必不可少。

為首的工人更是要曉得神的旨意，指點符合那旨意的目標。並且要

具備統率能力，靠禱告求得達成目標所需的具體方案，盡最大力量引導聖

徒歡喜同參。即便是性格內向的人，靠著聖靈的幫助，完全可以加大發揮

屬靈的領導能力。如此，發揮屬靈領導能力之關鍵，就是樂意順從神旨的

心態和從神賜得能力的程度，與生俱來的性情、氣質並非決定因素。

全守主日，是承認神屬靈主權的顯信之為，表明天上國民身份

的最基本的憑據（腓立比書3章20節）。是作神兒女的當守的十誡命

之一（出埃及記20章8至11節）。主日一天，不做世上的工作，來到

象徵主身體的教會，參加禮拜，聖徒相交，得享靈裡的安息。作工

人的，當歡喜主的復活，參加主日大禮拜和晚禮拜，度過聖潔的一

天，還要積極參加各種固定禮拜，行出榜樣。

與罪惡相爭，要抵擋到流血的地步（希伯來書12章4節）。意

味著聽道悟道行道，不斷努力，直至除淨內裡的罪性。按照棄罪的

程度，善和愛得到填充，從而可以做到屬靈的盡忠。恨被除去，當

愛充滿於心，便可以用屬靈的愛幫助那些羸弱的靈魂重生得力，虔

誠信仰。如此，與罪惡相爭，抵擋到流血的地步，作工人的才能勝

任管理眾靈魂的使命。

愛是引領靈魂得救的原動力，對管理靈魂的工人是必備之項。在這

個基礎上還要兼備德行，用暖心之言安慰人，先伸手扶助犯了錯的肢體，

對人的不足採取理解和包容的態度，使得與眾人和好，切莫心藏惡念論斷

定罪。惟有造就這樣的心境，才能心懷眾靈魂，並向靈裡帶領。神既是這

樣愛我們，作工人的也要用那屬靈之愛愛眾靈魂（約翰一書4章11節）。

隨著信心漸長，對父神心意的領悟也會加深。越是深入瞭解

神，就越能認識到自己渺小如塵，從心裡承認自身所知所歷極其有

限，自然就會變得謙卑。他人的缺乏、過犯看不見，即使看見也予

以理解，為其代禱，有必要糾錯時以愛勸勉，以助自省悔過。成為

許多人願意依偎安歇的尊貴之人（箴言18章12節）。

禱告的人

奉納完整十分之一的人

捨己順從、全家盡忠的人

具備領導能力的人

全守主日的人

與罪相爭至流血的地步的人

愛、德兼備的人

謙卑的人

1

3

5

7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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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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萬民新聞第308期 2017.12.34 
2 0 0 6 年，隨派駐中國的

丈夫，攜年幼的兒女踏上陌生

的異國他鄉。為了讓孩子們結

交韓籍夥伴，覺得進入韓國教

會也是一種途徑。但送女兒一

個人去又覺不妥，我也開始抱

著小的兒子一起到了教會。

然而，本為佛教徒的我，

心裡總覺虧欠，好像自己背叛

了佛主。為了證明一直信奉的

佛教教理至高無上，我開始翻

閱聖經。因幾乎天天讀經，時

間一長，創造主神的永活永在

反而信到了心裡，深感恩典臨

身，並且學會了禱告。

聖經通讀三遍之後，接著

動手抄寫，每天埋頭抄寫三、

四個小時，經過三百三十多天

抄完整本聖經。並且堅持每天誦讀百遍主禱

文，完成百日定期禱告。就在我快要念完一

萬遍的20 0 9年九月的某一天，經友人介紹

得識萬民中央教會和李載祿主任牧師。從教

會網站(www.manmin.org)聆聽主任牧師的

講道，大蒙恩典，每天聽道三到七篇，連續

兩年，並同步參與禮拜。

2 0 1 3年五月，親眼看見週五通宵禮拜

二部禮拜時，藉著主任牧師的權能禱告，八

名主僕和工人遊歷天國、地獄，現場做見證

的驚奇場面後，我更是確信天國和地獄及屬

靈世界的實存。  

其間我還親歷神的權能。有一次我的血

壓升到二百，緊急送醫。吃藥、打針都不見

效，遲遲不見降壓，非常危險。儘管看了不

少藉著主任牧師彰顯的奇妙醫治見證，但我

還是依賴降壓藥，沒能顯出信

心。

但 是 ， 2 0 1 6 年 以 七 天 禁

食準備並參加後半期「兩回連

續但以理禱告特會」，靠神醫

治的信臨到。我停服降壓藥，

禮拜時憑信接受主任牧師醫治

禱告。今年初到醫院檢查，得

到高血壓痊癒的喜訊。哈利路

亞！

此 外 ， 我 所 經 營 的 時 裝

店，即使在淡季，也照樣常蒙

神 的 賜 福 。 儘 管 主 日 一 天 關

門休店，平日也是為參加但以

理禱告會和週五通宵禮拜早早

關門，但神作工，讓顧客在營

業時間光顧，收入絲毫沒有影

響。

起初，周圍的人對我議論紛紛，說我身

陷教會太深，但現在反倒羡慕我。事業上蒙

神賜福，能夠傳揚牧者的權能和恩主，我甚

是感恩。

將所有感謝和榮耀歸與引導我們家庭得

見救主得獲永生的父神！同時感謝帶給我至

美天國新耶路撒冷盼望的生命的牧者——主

任牧師！

尋見真神
病得醫治蒙福不斷！

朴美珍執事（53歲，中國）

靠神權能，早期胃癌得醫！黃宇白長老
（70歲， 3大大28教區）

2 0 1 7年

一 月 初 ， 例

行健康檢查，

醫 生 的 話 讓 我

震驚。胃裡發現

潰瘍，檢查結果

疑似早期胃癌。雖

然非常驚慌，但我

還是想到要靠神醫治。因為藉著李載祿主任

牧師的禱告，各種疾病得醫的眾多見證，平

時已經慣見熟聞。

靠神得醫的迫切，使我原本滿足於守主日

的信仰有了轉變。每天早上精讀聖經，以求

瞭解神的心意，參加各種禮拜及但以理禱告

會，熱心禱告。與妻子金慧順勸事一起，以

禱告和禁食做準備，對過去未能活出神道深

省懊悔。

5月15日，在主堂二樓禮拜時，當我望著

壇上證道的主任牧師，突然有痛悔的恩典臨

身，想到那傾盡生命施教的恩典，而自己卻沒

能謹遵教導而活，我感到慚愧至極。 

哭了好一陣子，抬頭望向主任牧師時，我

看到神奇的現象：主任牧師的左胸有像極光一

樣玲瓏炫麗的光持續閃爍約十分鐘。那天我帶

著激動的心情，懷著胃癌得醫的心願和主任牧

師握手。握手那一刻，心生治癒的確信，感恩

充溢，心裡豁然開釋。

第二天，5月16日，經胃鏡檢查和CT拍

照，醫生滿面笑容，告

知：「全好了！毫無異

常。」哈利路亞！

不僅如此，當天視力

檢查，確診得到了視力好

轉的結果。平時因黃斑

病變（視網膜的重要區

域——黃斑區結構的衰老

性改變），眼前總像有灰濛濛的異物罩著，極

為不適。為此我每天禱告，堅持噴抹務安甜水

（出埃及記15章25節）。竟然忘了從何時起

眼前變得明亮。那天檢查確認，左右視力從

0.3、0.4提高為0.7、0.6。

親歷神的權能後，我有了得救的確信。所

有禮拜都讓我開心，勤讀聖經，從中感受父神

的心懷，我實在是幸福。疾病得醫固然可喜，

但大不過得救之喜。將所有感謝和榮耀歸與父

神！也衷心感謝為我禱告的主任牧！

接受禱告前 接受禱告後

▲ 疑似胃癌，經活檢，確診為癌。 ▲ 對癌變發現部位追蹤檢查，未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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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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