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靠賞賜的神
因信神賞賜那尋求祂的人，努力成為完全信

從救主的好工人，能夠聽得聖靈的聲音，得到聖
靈的感動、引導。

我們都是見證者！
經歷各種聖靈作工的印度伯希爾．赫蓮．拉

紮杜萊傳道，以及急性心肌炎得醫的金敏仲弟兄
的見證。

因愛，感恩報答
踐行主愛的「愛心越冬泡菜分享」活動，

以及背後充滿恩典、溫暖人心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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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善的秘訣，想知道嗎？
本為善的神，切願所愛的兒女模成祂的心。

查考進入神全善之境界的秘訣。

2006年1月28日，春節前一天，

就在準備節日美食的兒媳去洗手間

的空兒，八個月大正學走步的孫兒

（13歲，李載宇）因學步車輪子被

廚房門檻絆住，跌倒時左半邊臉都浸

到大炒鍋裡燒得滾燙的油中。

兒子雖然搶在第一時間抱起孩子，但因油滑

脫手，孫兒的左臉二度浸到熱油中。我急忙將滿帶

權能的務安甜水（經李載祿主任牧師禱告鹹水變甜

水，出埃及記15章25節）噴在孩子的燙傷部位。

並隨即撥通ARS（電話自動回應服務），接受

主任牧師醫治禱告，因燙傷哭得歇斯底里的孩子

很快停止哭泣。幸好是春節假期，我和兒子兒媳從

全羅南道海南一路趕奔首爾，孫兒得以當面接受主

任牧師的禱告。接受禱告後孫兒的燙傷迅速癒合，

險些失明的左眼周邊紅腫消退，臉上的水泡和膿液

逐漸收乾了。第六日，燙傷的左臉整體結痂。厚痂

下面可見細嫩的新肉長出。事故第三週結痂全部脫

落，孩子臉上未留任何疤痕，完全癒合。哈利路

亞！

如今孫兒已上小學六年級，看著在主裡面茁

壯成長開朗健康的孫兒，時常感念憑權能禱告醫治

孫兒燙傷不留疤痕的牧者大愛。將一切感謝和榮耀

都歸與三一真神！

遵照「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翰福音13章34節）的主訓，本教會自開拓以來

為常設禱告題目之一的「賙濟」禱告，實踐主的愛

和服事。

每個月為一千三百多個聖徒家庭發放生活

補貼，提供大米、小菜，定期為困難學生頒發獎

學金。而且每月還捐贈白米給行政機關及福利機

構，此外每年冬天又精心醃製越冬泡菜，分享給

困難鄰舍。

2017年11月22、23日，女宣教會總聯合會主辦

「愛心越冬泡菜分享」活動，今年迎來第二十屆。

本次活動在晴暖天氣中由女宣教會會員和設施管

理局職員，以及教會專職員工共一千三百餘人次

同參，滿懷愛鄰舍的熱情，在被聖靈充滿的氛圍

中進行。

將白菜收拾乾淨，鹽水醃泡，到製作配料，

拌抹裝箱（每箱約十到十二公斤），精心製作的泡

菜配送到教會所救濟之家庭，以及通過新大方二

洞居民中心、加里峰洞居民中心、九老區區立殘

疾人就業培訓機構、韓國法務福祉保護公社分送

到未成年家長家庭和獨居老人等貧困鄰舍手中。

因著對神的權能、主的愛、牧者的代禱滿

懷感恩，多年奉獻親手所種白菜的金末珍勸事和

奉獻鹽料的金雄善執事等，還有聖徒們的愛心付

出，圓滿完成了活動。

耶誕節在即，喜迎救主誕辰，將所有感謝與

榮耀都歸給引導活動始終幸福充滿的慈愛父神！

聖誕將至，傳遞主愛！
第二十屆「愛心越冬泡菜分享」活動

感謝神恩，奉獻親手種植的白菜，實感幸福！金末珍勸事（67歲，木浦萬民教會）

▲ 當時才八個月大的李載宇兒童（13歲）摔倒，左臉浸在滾燙的大
油鍋中，嚴重燙傷，接受李載祿主任牧師的禱告後，事故第六天結
痂，三週後完全癒合，未留疤痕。

孫兒臉部嚴重燙傷蒙神醫治，此恩難忘！
神的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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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賞賜的神

相信賞賜之神的人，能夠靠著

天國盼望做成棄罪的工夫。時時刻

刻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傾盡生命盡

忠事奉，在天上承受公義的冠冕為

賞賜，得居如日發光的榮耀之中。

那麼信靠賞賜之神的顯據是什麼？

1.完全信從主，成為良善的好工人

耶穌說：「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來的。人看見我，就

是看見那差我來的。」（約翰福音

12章44、45節）也就是說：差遣耶

穌來的是天父，耶穌所行一切都是

遵從神旨，信耶穌便是信神。

神藉著摩西，把在埃及為奴的

以色列百姓領出來，領進流奶與蜜

之迦南地。如今神藉著祂的僕人宣

講屬靈之道，引領眾聖徒進入榮美

的天國。得悟這屬靈次序的人，如

羊聽牧人的聲音一樣，信從神所立

的牧者，結實豐盛，榮耀歸神。

初代教會當時，既是使徒保羅

的門徒又作同工的提摩太，就是一

個很好的典型。他為福音的緣故，

自始至終和使徒保羅同心同勞。保

羅開拓了教會，出去傳福音時，提

摩太按照保羅的教導服事教會和

聖徒，靠真理帶領聖徒們充實信心

（腓立比書2章19至22節）。

同樣，如今的教會中也須有

以牧者的心為心，懂得關心群羊狀

況，為神家的工作積極且熱心的誠

實良善的好工人。  

有的人自稱信神，先求的卻並

非神的國。只願在屬世的事或私人

的事上付出時間和精力，對在教會

擔當的職分卻不感興趣，毫無熱

心。提摩太卻不同，他為主耶穌基

督的事工傾注自己的全部，為福音

獻身到底。

如此信那賞賜之神的聖徒，在

大小使命上都會盡心盡力。滿懷愛

靈魂的心探訪，賙濟他人、為人代

禱，都會帶著肺腑由衷的喜樂和感

恩。對所愛的兒女如此憑信帶著盼

望和愛心付出和栽種，賞賜的神必

使兒女收成三十倍，六十倍，一百

倍。不僅預備榮美天國的賞賜，在

這地上也會賜下豐收的美福。

提摩太能夠得稱保羅的兒子，

是因為他興旺福音，與保羅同勞，

待保羅像兒子待父親一樣。保羅被

打、下監等，遭受各種逼迫時，提摩

太也同受苦難，遭遇困境同心合意

禱告，為教會和聖徒哀慟，流淚代

禱。

所以，盼望天國的賞賜，熱心

擔當所負使命，得眾稱許認可，做

世上的光和鹽，就要像提摩太對使

徒保羅那樣一心信從，要做一個內

心存善的好工人。

2.聽從聖靈的聲音、感動、引導

船在大海中航行時，至關重

要的是掌舵的船長對目的地和航線

明確且熟悉。這樣才能避開觸礁危

險，安全到達目的地。

如此，為首的工人具有統領全

體聖徒的責任，要做一個屬靈的領

導人，神旨何在？必須清楚知曉。否

則，不單自己跌倒，更像瞎子領瞎

子，害許多人偏離正道，乃至掉入

死亡的坑裡（馬太福音15章14節）。

正因為這樣，在神家擔負寶貴

使命的人為了聽從聖靈的聲音和感

動，必須破碎體貼肉體的意念，抵

擋罪惡到流血的地步。所見所聞、

所思所想總要出於善意，殷勤禱

告，祈求隨時被聖靈充滿，屆時，聖

靈就會感動我們的心，指示神的旨

意，悉心引導當行之路。

惟有憑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

為聖潔，藉著聖靈的感動與充滿，

而能有所領悟（提摩太前書4章5

節）。故當靠如火般的禱告做成棄

罪的工夫，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

（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2節）。

蒙召為基督的僕人後，使徒

保羅先往亞拉伯去，與神交通。自

己的計畫本是到亞細亞傳福音，但

藉著異象得悟聖靈旨意後，就轉去

馬其頓傳福音。使徒保羅正是這樣

聽從聖靈的聲音，開啟世界宣教之

門。

即使被下在監裡，同樣得到聖

靈的聲音、感動、引導，寫信傳達神

的旨意，使眾教會得以堅立。

哥林多前書3章9節中稱擔負使

命的人是與神同工的。如果誠心願

與神同工，開展聖工時不可自意當

先、堅持自己的想法、計畫，而是要

隨時尋求神更喜悅的是什麼，謹遵

神旨順從。凡事要禱告向神交托，

聽從聖靈的引導，才能豐收美果。

不然，付出再大的熱心、再怎麼努

力工作，因神恩不同在的緣故，是

結不出果子來的。

並且擬立計畫時，要懂得分

辨神的旨意。假設A方案是神的旨

意，卻動用人意選擇了B方案，如此

便得不到聖靈的作工，自然無法期

待收穫。若是A或B方案都符合神的

教導，沒有違背真理的部分，即或

如此，惟有隨時遵從神更喜悅的旨

意，才能彰顯神所確保的奇蹟。

所以，在主內作首的人，要信

靠那賞賜的神，當先努力禱告，得

蒙聖靈的聲音、感動、引導。從而凡

事體貼神的意旨、計畫行事時，才

能得神喜悅。

親愛的各位聖徒：

使徒保羅為傳福音丟棄萬事，

把從前所喜愛的看作糞土。坦言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為弟兄

甘捨一切，被澆奠在祭物上，也是

喜樂。

照此，活著是為主而活；死了

是為主而死。這樣的人神必視為尊

貴，領入所有人仰慕的榮耀之中。

願每一個肢體都能信靠那賞賜的

神，至死忠心，將來在榮美的天國

得享永恆的賞賜。奉主聖名祝福！

主任牧師 李載祿牧師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希伯來書11章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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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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善的父神願所愛的兒女模成祂善美的聖心。
心存良善，就能靠主得享真平安，勝任所負使命，將來在天國尊大。

從三方面查考，成就神兒女當存的全備之善的秘訣。

成就全備善的秘訣

正如路加福音6章45節所講：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

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

發出惡來。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

裡就說出來。」心裡若存著全備的

善，對待任何人都不會鬧情緒。

即使思維方式不同，言語不中

聽，行為看不慣，也不會有絲毫厭

煩心理。因具有樂意傾聽的胸懷，

對人對事從不輕率斷定，也從不忽

視他人的意見。任何情況都只有善

念善言。

相反，內在沒有填滿善的人，

因還有自己的想法和自以為義的固

定思維，不合己意，就心生厭煩。

心裡所存的惡越多，越會在言行中

表露出來。

比如：與人發生矛盾，處境對

己不利時，是否責怪對方「總是

挑事找碴，處處抬杠，真令人討

厭」。常常認為錯不在己，所以覺

得對方說話傷害自己，一口斷定對

方有意為難自己。要知道這樣的信

仰，離善的境界相差甚遠。

我們當用神道光照，深省自

查：是否做到以善理解人，心無反

感；還是厭煩生嫌，有意疏遠；甚

至是論人是非，背後傳舌。從而造

就面對任何人，都不會起不良情緒

的善美心靈。

能否做到
對任何人

心無反感？

服事的意義不單單在於謙卑

虛己，也在於助益他人，滿足他

人所需。就像鹽完全融化，沒了形

體，才能入味一樣，真誠的服事，

乃是不惜犧牲自己，為對方補足

所需。

在主裡面相互服事為基本原

則，但互相服事各自也要按照秩

序行。正如耶穌所說：「你們中間

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馬太福音23章11節）在主裡面越

是為首的，越要存著服事心態。

因有得人服事的心，才會心生

不滿，打破和睦。比如：有人提出

不同意見、沒有按照自己所立的

計畫聽從時，就會心生嫌隙，有意

疏遠。甚至暗表「以後不再和他

共事」，進而將其排除在一些工

作之外。

相反，心地善美的人，不會

因別人持有反對意見，就心生隔

閡，產生忌意。更不會自以為義，

固執己見，而是努力做到理解他

人立場和心意。進而，凡事求人

益處，盡可能給予尊重，兩廂和

睦，相互善解。

即使聖靈的聲音聽得非常清

楚，也不會輕忽別人的意見。就算

是孩童之言，只要言之有理，就

當謙卑聆聽，記在心裡，禱告成

全。 

功勞不如自己的人得稱讚時，

也能真心同喜同樂，常思對方的

優點，努力效法。造就喜悅別人

興旺勝過自己得福，由衷感恩的

心境。   

箴言12章2節：「善人必蒙耶

和華的恩惠，設詭計的人，耶和華

必定他的罪。」願聖徒們都能除

淨惡念詭詐，多多行善，切慕更

全備的善，盡情得享神所預備的

美福。

是否甘願
捨己犧牲，

真心服事人？

若擁有屬靈之愛，便能發自

內心、並在真理之中求他人益

處。若要心懷屬靈之愛，並在真

理中求他人益處，其關鍵點在於

體貼對方的心。

本意為他人著想，反倒讓對

方為難，這種現象時有發生。並

非對方所想所願，只因自己看為

好，就強求、強加於人。這不僅

無益於人，反會給人造成負擔。

若能體貼他人心意，凡事為

他人求益處，就能得人信賴，傾

心相投。而且凡事為人著想的善

行美德日積月累，又能將平安和

充滿帶給許多人。

力求與眾人和好，逐漸建立

愛裡相交的關係，從而連對自

己懷恨的人也能和好。就算以惡

相向的人，也能體貼其感受，予

以理解，打動對方心靈，終能和

好。

理解一個人，要先瞭解其成

長環境，以及因環境所造成的

心態和思想等，需要考慮各方面

的因素。如此體貼入微，悉心關

懷，力求理解，才能達到和好目

的。正如箴言16章7節記載：「人

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耶和

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必

蒙神應允和保障。

是否凡事上
理解人、

為人求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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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見證 萬民新聞第309期 2017.12.104 

2017年8月11日（週五），頭

痛厲害，並且一陣陣加重，逐漸

引起發熱，所吃的食物全都嘔吐

出來。胸口越發憋悶，反復出現

呼吸困難症狀。到了晚上，覺也

睡不了，根本吃不下飯，連水都

不能喝。

14日，為瞭解病因，住院就

醫，進行心電圖等各項檢查後，

診斷結果為「心力衰竭」。醫生

也質疑：「心衰常在五十歲以上

老年人群體中出現，怎麼發生在

年輕學生身上，不知何故。」並

囑咐一定要去大學醫院接受檢

查。

但我想要憑信得醫，就出院

回家。深省細查自己的信仰態

度，對越來越追求世俗享樂的過

去深刻懊悔。並及時向在山上禱

告的李載祿主任牧師寫了悔改

信，請求代禱。

2 0日（主日），收到主任

牧 師 已 為 我

禱 告 的 消

息 ， 隨 即

有 了 蒙 醫

的 確 信 。

2 1日（週

一），我帶

齊以前醫院

提供的X光片、

心臟彩超、血檢資

料和醫診說明，到心臟病

專科醫院進一步確診。

醫生查閱資料後自言自語：

「心臟功能降到最低了。」鄭重

建議我複查。仔細做完心臟檢

查後，醫生第一句話是「比預料

的好多了」，確切告知我得的是

高燒引起心臟發炎的「急性心肌

炎」，並導致心力衰竭。提醒我

說：「得了此病，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在一兩週之內身亡，另外

三分之二的人也很難過正常生

活。」還指著我在

前一家醫院檢查

的資料講解：

「這張圖片顯

示心臟多處積

水，瓣膜敞開

並脫垂。在心功

能(EF)值(心臟射

血分數)上，正常人

為55%以上，但是你的大

概30%左右，狀態很不樂觀。」

然而，當天檢查結果顯示，

心臟只有一處殘留少量積水。瓣

膜也僅有少量血液返流，心臟功

能值上升到54.2%，幾乎回歸正

常軌道。一個月後，9月28日，又

做了複檢，確定所有檢查數值正

常。哈利路亞！

藉主任牧師權能的禱告得醫

治後，我的身體較比以前更加健

康。不僅如此，總以「這一點

事，算不得什麼」為藉口而追求

世界的種種，藉此經歷，得以徹

底決斷除盡，從心裡領悟到每一

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寶貴。

將感謝和榮耀歸與醫治我的

父神，感謝以愛為我禱告的主任

牧師。

伯希爾．赫蓮．拉紮杜萊傳道（31歲，印度馬杜賴萬民教會）

聖徒們體驗各種聖靈作工，幸福感恩！

接受禱告前 接受禱告後

▲ 因心肌炎心臟周圍顯見滲積物

 

▲ 因心肌炎心臟周圍滲積物消失

危及生命的急性心肌炎，藉著權能禱告得醫！
金敏仲弟兄（19歲， 1青年宣教會）

我 曾 擔

任 英 語 老

師，那時非常喜歡聽取李載祿主

任牧師的傳揚神之善與愛的證

道，選擇攻讀MIS(萬民國際神學

院)課程，系統學習裝備。就在

2009年五月，因帶領馬杜賴萬民

教會的父親榮歸天家，此後我也

走上了主僕之路。

我們教會藉著GCN電視，同

參萬民中央教會各種禮拜和但以

理禱告會，體驗聖靈作工的聖徒

們見證，舉不勝舉。我的母親瑪

施拉馬妮執事三十年來心臟不太

好，身體虛弱，後來在禮拜上接

受主任牧師的禱告，即刻得了醫

治，健康喜樂。

擔任青年會長的弟弟撒母耳

一從研究所畢業，就蒙神賜福，

被聘為大學教授。而且作為金奈

萬民教會傳道為主作工的哥哥喬

爾，學生時期曾有過呼吸困難、

肺炎、灰塵過敏等病，藉權能的

禱告，均都得到醫治，非常健

康。

蘇巴敘弟兄透過GCN電視實況

轉播，同參「2017年萬民夏季退

修會」，接受主任牧師的禱告，

臨到從惡鬼邪靈的權下得以釋放

的祝福。聖徒們單看蘇巴敘弟兄

的前後變化，便大蒙恩典。

男宣教會副會長勞格森聖徒

赴韓參加「20 1 7年萬民夏季退

修會」，接受主任牧師的醫治禱

告，給他帶來長達十三年痛苦折

磨的左腿下肢靜脈瘤得蒙醫治，

慶幸感恩。他的妻子接受藉主任

牧師禱告過的權能手帕（使徒行

傳19章11、12節）禱告後，鬼

被趕出，得到釋放。現在擔任女

宣教會副會長盡忠，大兒子的異

位性皮炎也得了

醫治。家庭和睦

美滿，全家人為

所蒙神恩踴躍見

證，積極傳揚福

音。

薩 提 亞 聖 徒

結婚九年未孕，

終於得到懷胎祝

福，但女兒出生

時是六個月早產的嬰兒，放置在

保溫箱監護，氣息微弱，命懸一

線。於是憑著信心給嬰兒餵務安

甜水（出埃及記15章25節）後，

甦醒活動，現在健康成長。所有

感謝和榮耀歸與父神，並向愛心

禱告的主任牧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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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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