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神的旨意

父神願意厚賜上好福份，祂的意念高過人的
意念。誠心信靠父神的人，必會悟識父神旨意，
歡喜遵從，蒙允得福。

養兒育女靠主恩

依靠無所不能的慈愛父神，兒女問題迅速得
解的崔春怡聖徒和李珍珠聖徒的見證。

生命之道和權能作工

以萬民全體支教會總指導教師李禧善牧師
為講師，在聖靈的感動中進行的泰國、肯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三國宣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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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恩如瀑！

泰國、肯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召開牧會者研
習會，與會的牧會者及通過手帕禱告體驗權能的
聖徒見證。

明確傳達神意旨的聖潔福音，

以及透過李載祿主任牧師禱告過的

手帕（使徒行傳19章11、12節）所

彰顯的權能作工，讓世界各地牧會

者們和聖徒們火熱充滿，神的國日

益擴張。

2017年11月6日至22日，以萬民

全支教會總指導教師李禧善牧師為

講師，在泰國、肯亞、剛果民主共

和國三國舉行牧會者研習會及手帕

聚會（演出：權能隊，圖5）。

第一場聚會於11月7日（週

二），在泰國湄賽美克香三角洲精

品酒店，聚集緬甸、寮國、越南、

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六國牧會者舉

行「印度支那半島牧會者研習會」

（圖4）。聚會中講師李禧善牧師以

「聖靈的聲音、主管與引導」（羅

馬書8章12至16節）為題證道。牧會

者們自我深省，跪下來流淚悔過。

讚美時被聖靈所充滿，臨到聖靈的

火，彰顯眾多醫治作工。

11月8日（週三），在清萊萬

民教會（主任牧師：李在元）舉行

的手帕聚會，經李禧善牧師用手帕

禱告，自閉症、糖尿病、哮喘等疾

病蒙醫，聽力、視力得到恢復等奇

妙神蹟大得彰顯，榮耀歸神（圖9、

10）。

宣教隊從泰國轉飛肯亞，11

月12日（主日），引導奈洛比萬民

教會（主任牧師：鄭明浩）創立

十七週年紀念禮拜及手帕聚會。一

部禮拜，面對包括南蘇丹、烏干

達、坦尚尼亞等非洲六國的總會長

和肯亞十八個地區的牧會者在內的

三千三百餘會眾，講師李禧善牧師

傳講「全靈的潮流」（哥林多前書

12章27節）。二部手帕聚會，纖維

瘤、關節炎等得醫，視力、聽力恢

復等蒙神醫治的見證接連不斷（圖

7、8）。

13日（週一），以「聖靈的聲

音、主管與引導」為主題舉辦「肯

亞牧會者研習會」。與會者們從證

道中大蒙恩典，異口同聲表示切慕

深入學習聖潔之道。

宣教隊又轉至剛果民主共和

國，11月16日（週四），針對各教

團總會長及教界主要牧會者們，舉

辦「金夏沙牧會者研習會」。李禧

善牧師以「聖靈的聲音、主管與引

導」為題證道，蒙恩的總會長及教

界主要牧會者們相互交流、相融合

一的場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17日（週五）在永生神教會

（主任牧師：紮克．聶瑪．西卡塔

達）以「耶和華是醫治者」（出埃

及記15章26節）為題證道後，引導

手帕聚會。聚會中有從鬼靈捆綁

得到釋放，疝氣、鼻炎、中風、步

行障礙等得醫，諸多見證榮耀神的

名。

18日（週六），金夏沙萬民教

會（主任牧師：李浩秀）獻上創立

十週年紀念禮拜和任職禮拜，並舉

行手帕聚會。紀念禮拜時，講師李

禧善牧師以「牧者的果子」（詩篇

126章5、6節）為題證道（圖6）。

藉著手帕禱告，深陷病痛中的愛滋

病患者臨到聖靈的火迅速得癒，各

種疾病得醫，視力、聽力恢復，大

大見證榮耀主名（圖11、12）。

19日（主日），在剛果民主

主共和國最大的教會——屬靈爭戰

教會（主任牧師：伊莉莎白．奧郎

奇奧修）舉行手帕聚會。講師李禧

善牧師以「耶和華是醫治者」為題

（出埃及記15章26節）證道後，用

權能手帕為會眾禱告。鬼靈離身，

以及愛滋病、瘧疾、闌尾炎，還有

各種痛症蒙神治癒，將榮耀歸於神

（圖1-3、13）。

屬靈爭戰教會的伊莉莎白．奧

郎奇奧修主任牧師感謝宣教隊帶來

寶貴神道和權能作工，使聖徒們被

聖靈充滿，並向差遣宣教隊的李載

祿主任牧師敬贈感謝牌。聚會通過

屬靈爭戰教會運營的CVV電視和RTGA

電視，向五十多個國家直播。從安

哥拉、倫敦等地傳來蒙恩消息，大

顯神的榮耀。

如火般聖靈作工，眾靈魂火熱充滿！
泰國、肯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牧會者研習會及手帕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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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的旨意

以心靈和誠實拜神，努力活

出神道的人，能夠參悟本為靈

的神旨意，凡事體貼神的心意而

行。大衛感悟神向著自己的美意

和慈愛，得過凡事謝恩的生活。

大衛建立統一王國，神與信心之

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言藉著大衛

應驗，他是以色列的偉大君王。

如此，參悟神旨，凡事謝恩

的人具有怎樣的特徵呢？

1. 相信父神厚賜上好福份

神本為善、本為愛，祂願賜

福兒女，一生盡享上好福份。就

像父母對兒女表達愛意一樣，父

神也將祂滿懷的善和愛向兒女顯

明。

信心還弱小時，對神賜上好福

份的實證難以置信。尤其在祝福

尚未來到，反倒面臨熬煉之時，感

悟神的良善和慈愛的人，相信神

是厚賜上好福份的父，時刻不失

感恩。面對試探患難、困境；即便

蒙冤受屈，難以忍受，照樣不忘喜

樂、感恩。

受膏為繼任以色列王的大衛，

最先面對的困境是被扣上叛國罪

名，流亡異國和曠野。在危難時刻

假裝瘋癲，為隨從人馬募備糧草

過程中，還遭人羞辱。一次，殺敗

非利士人救了基伊拉的居民，此

民中有人反而向窮凶極惡追殺大

衛的掃羅告密。如此，大衛也遭遇

過背叛，甚至也曾身陷困境，險被

同甘共苦的部下用石頭打。

經歷這樣的熬煉，大衛從未有

過怨言，反而留下美妙的讚美詩

歌。不管身處何境，大衛晝夜讚

美神。神賜他最上好的福份，將以

色列國賜予他，使他成為倍蒙神

愛、又得眾百姓愛戴、連周邊諸

國也俯首稱臣的大王。

神所賜的上好福份正是靈魂興

盛之福。若要靈魂興盛，熬煉或

許不可避免。但熬煉是讓我們存

著誠心和充足信心的蒙福捷徑，

願每一個聖徒都信靠父神，信祂

必賜最上好的。「良善慈愛的神允

准我經歷這事，必有美意！」要這

樣體貼神意，信靠厚賜上好福份

的父神，凡事敬獻溢滿的感恩！

2.相信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

以賽亞書55章9節：「天怎樣

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

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

意念。」哥林多前書1章25節前

半節也說：「因神的愚拙總比人

智慧……」經文如此記載是顯明

神的智慧無與倫比，非人所能相

較。

受制於肉體極限的人，一般只

能想到A這麼一個途徑。但本為靈

的神參透萬事，當然明瞭A之外的

B、C、D多種途徑。所以信靠神的

人，會虛心承認自己的計畫也有

可能不合神的旨意。而且即使神

的引導不可思議、出乎意料，也能

感恩順從。

大衛定意為神的名建造殿宇，

但神的旨意卻是大衛死後，由他

的兒子為神的名建殿。大衛並沒

有委屈不解，更未無視神的旨意。

雖然不能為神的名建造殿宇，但

大衛因愛慕神殿，精心預備建殿

所需的材料，預先創設讚美事奉

和聖殿事奉人員等組織和制度。

與敵爭戰之時，通曉戰術的大

衛在再小的事上，也不忘求問神。

犯了罪得罪神之後，也及時醒悟，

謙卑悔過，決然謹遵神的旨意即

刻回轉。大衛這般謙卑之心，在

他登基做王，國家富強，得享極大

尊榮以後，也不改變，時時刻刻尋

求神的旨意（詩篇25篇5節）。

靈肉間處於低位時，一般不難

承認自身意願和神的旨意有可能

相悖。但是隨著信仰時間加增，

逐漸居處高位，連心也變得高

傲，尤其是成了教導人的或領導

以後，常見靈裡變成「大人」的現

象。他們沒有像大衛那樣隨時求

問神的旨意，而是自我感覺對神旨

有所瞭解，便以己意當先。

願聖徒們在生活中銘記神的意

念高過人的意念，時刻傾聽神的

教訓，隨時靠聖靈禱告，聽清聖靈

的聲音，使神的旨意藉著各位的

生活完美成全。

3. 順服父神的旨意

真正相信神必賜上好福分、相

信神的意念高過人意念的人，必

然全然服從神的旨意。大衛就是

典範。列王紀上15章5節告訴我們

神在大衛和所羅門時代，營造以

色列鼎盛時期的原因。

 「因為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

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

切所吩咐的。」當然，迎娶拔示

巴，謀害其夫烏利亞的罪，大衛徹

底悔改，痛受責罰、經歷熬煉，罪

性脫淨。

神不僅立大衛作這地上偉大的

君王，使他在天國也成為尊貴的

人，永享榮耀。遵從聖經六十六

卷神道時，我們能夠蒙允得福，通

達順利。正如以賽亞書1章19節所

應許的：「你們若甘心聽從，必吃

地上的美物。」願全體聖徒都當

樂意順從，一切所求從神蒙允，得

享恩典常伴的蒙福人生！

親愛的各位聖徒：

神是隨時厚賜上好福分，滿有

良善、慈愛的父。神藉著大衛，成

就祂計畫的過程中，隨時對大衛

顯明祂的愛。「我雖然行過死蔭的

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

在……」，如此，大衛在絕境中仍

然讚美神，充滿感恩。願大衛所

留下的詩歌字裡行間所表現出來

的感恩之情，能夠成為每一個肢

體的同聲告白。奉主聖名祝福！

主任牧師 李載祿牧師

「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翰福音4章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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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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知 道 正

如使徒行傳19

章11、12節記

載，藉著使徒

保羅身上的手

巾，病退、惡鬼離身的「非常的

奇事」，同樣在萬民中央教會彰

顯。2008年，我赴韓，得賜接

受李載祿主任牧師按手禱告的手

帕。返回以後，我懷揣權能的手

帕，找到臨村的巫師，給他傳了

福音，結果不僅他的家人，整村

人都接待了主，村子還更名為

「拿撒勒」。

如此親歷聖靈的作工，努力

傳道，但因兼顧世上的工作，難

免分心。身為主僕沒能完全把心

傾注於拯救靈魂的事工上，總有

虧欠在懷。印度支那半島牧會者

研習會時，我得以深省身為主僕

虧欠的部分，向神認罪痛悔。當

講師李禧善牧師拿權能手帕按手

我的胸前禱告那一刻，聖靈的火

臨到我，心臟病得到了醫治。胸

悶、心律不整，以及全身無力等

症狀全都消失了。哈利路亞！

屬 靈 爭 戰

教會聚會，透過

CVV TV和RTGA電

視向五十多個國

家衛星直播。收

看聚會實況的支部宣教士們渴慕

李載祿博士到訪、祝福。因為我

們需要蒙獲主所賜的大福，願聆

聽李載祿博士的教導。

如今教會不計其數，但真正

宣講生命之道的教會卻是難得。

「要這樣做、那樣行…」，每一

家教會都在講，但實際上真正

以「認識耶穌基督為至寶」的教

會實在難尋。然而「萬民中央教

會」確實是牢牢札根於神道的教

會。

四萬個席位座無虛席，充滿

恩典與感動的聚會，我感受到主

的同在。聖徒們受感流淚悔過之

後，聖殿裡各樣神蹟隨處彰顯。

將榮耀歸於彰顯大權能的天父！

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

的主敬獻感恩！

感 恩 帶

給我們生命之

道，讓我們心

靈受觸，心意

更新！感謝為

我們指出異象，指點真理。有幸

參加牧會者研習會，我感到幸福

之至。認識到聖靈和我們同在，

隨時提醒，所以我們要聽清聖靈

對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凡事要

與聖靈親密交通。感謝傳授這寶

貴的信息，讓我對成聖的渴求變

得更加強烈。謝謝分享在這個時

代對我們非常必要的教訓。

悔改之恩與愛心充滿的
泰國、肯亞、剛果牧會者研習會

太神奇了！

「十年來，因雙耳全聾，不能正常與人交流，
生活中多有不便，甚至出現社交恐懼症。

但接受禱告後聽力得到恢復，生活正常了！」

約薩達聖徒（29歲，緬甸）

「我患有先天性自閉症。
無法與人眼神對視，而且說話常語無倫次，

但接受禱告後，能夠直視人眸，
說話也趨向明確了。」

柏德潘聖徒（20歲，泰國）

原有輸卵管病變造成的疼痛和鼻炎
引起的頭痛，而且一隻眼睛視力不佳，
看不清小字。但接受禱告後痛症盡消，

小字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梅里穆茜茜聖徒（37歲，肯亞）

我生來雙眼視力就差，
上學讀書多經困苦。但接受禱告後，

視力轉好，讀書無礙。

布蘭西切．多爾嘎斯聖徒（17歲，剛果民主共和國）

強有力的生命之道！

札根神道的真理之教導！

助長成聖的渴望！

得悟真僕當具備的心懷，
接受禱告，心臟病蒙愈！

眾 多 牧 會

者參加的研習

會令我驚歎！

強有力的證道

信息，是每一

個神僕必聽的生命之道。聽清聖

靈的聲音、蒙聖靈清晰引導的方

法等，講師依據聖經講解清晰易

懂。我認識到神僕當走的路，因

有明確指明那道路的聖潔福音而

尤為感恩。感謝李載祿博士，求

主記念從神啟解蘊含真神旨意的

聖潔福音，而付出的勞苦。盼您

能蒞臨非洲引導盛會。

皮特．紮烏牧師（肯亞傳福音協會奈洛比會長）

迪德牧師（屬靈爭戰教團 加蓬宣教士）

查爾斯·杰拉尼牧師（全球非洲宣教聯合代表）

沃拉蓬．英瓦塔納坤牧師（印度支那半島牧會者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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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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4歲，張

宇彬）三十八個月

了卻一直不能正常

說話。「宇彬，這

是汽車，這是轎

車」，這樣一字

一句地教，兒子

還是學不來，只

會「嗯」一聲。

這個年齡的孩

子一般都有自

我組合助詞和動詞表達

意願的能力，可宇彬卻只有十八至二十個月

嬰孩的語言水準，超過三個單詞就不會組合了。

和同齡孩子語言溝通不暢，孩子慢慢變得焦躁，說不清就直接推

撞等，開始使用粗暴動作表達自己的意思。2017年7月10日，經小兒科

醫生檢查，診斷結果是「語言發育遲緩」。

❖

醫院告知需要接受語言和認知治療，因小肌肉發展比同齡孩子低

下，還要接受作業療法、物理治療。並強調每月需要一百萬元的治療

費。「孩子的治療費高昂，最好為孩子申請殘疾登記。若不及時給孩

子糾正治療，極有可能發展成自閉症。」醫生的這一番話讓我大為震

驚。就在我為孩子養育問題百般苦惱時，臨近「2017年萬民夏季退修

會」，教會剛好進行事先患者報名登記工作，我將孩子的病名登記為

「語言發育障礙」。

❖

8月7日（週一），「2017年萬民夏季退修會」第一天培靈教育

結束，我帶著兒子宇彬痊癒的願望，接受李載祿主任牧師為全體所做

的醫治禱告。沒想到禱告一結束，宇彬就問我：「媽媽，我姨媽走了

嗎？怎麼不見我姨媽？」聽到宇彬生來第一次說出完整的一句話，

我非常激動。9日（週三），篝火聚會，當主任牧師要再次為聖徒禱

告時，兒子宇彬雙手合攏，說「禱告」，接著「阿們，阿們」接受禱

告。

10日（週四），滿懷蒙允確信，到醫院檢查，醫生驚奇：一個月

前檢查時狀況不容樂觀的孩子，竟有這麼大的變化。之後，宇彬說話

越來越流暢，語言能力迅速提高。哈利路亞！

其實，宇彬一出生，我們就發現他患有心房和心室間隔缺損，間

隔有四個小洞，但藉著主任牧師的禱告得醫，確診痊癒。我對自己忘

卻神恩、辜負神引領蒙福之路的恩典深省懊悔，藉此次經歷，我再次

深銘感懷領我得居牧者空間施恩看顧保守的主的愛。

將所有感謝與榮耀歸給不離不棄引領得救之路、蒙福之道的父

神、代贖我們罪的恩主！並向用無限慈愛中保禱告的主任牧師致謝！

懷孕的喜悅還沒嘗夠，接著如晴天霹靂一聲，來了一個壞消

息。懷孕第五個月時，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腎積水現象。原因

是尿道閉塞，排尿不暢，導致腎臟腫脹，膀胱壁增厚。

兒子出生兩週後，曾做尿道疏通手術。六個月後，接受定期檢

查，醫生遺憾通知：雖做了手術，腎積水數值還是高於正常，又加

上膀胱壁增厚，使膀胱的括約肌能力下降。可以先嘗試六個月藥

物治療，但能否根治不敢保證，最壞的結果是終生依賴藥物。

❖

雖然從小就信主，長期聆聽聖潔福音卻沒有活在真理當中，

信仰狀態不冷不熱。醒悟到這就是得不到神的保守，孩子遭受病

痛的原因，我徹底深省悔過。

因確信透過李載祿主任牧師彰顯的神權能，孩子必能蒙允得

醫，就向神禱告交托，從醫院拿的六個月份量的藥物沒有給孩子

服用。在那段時間，我獻上早餐禁食，每天接受主任牧師ARS(電

話自動回應服務)醫治禱告，聆聽三分鐘證道信息，播放萬民讚美

給孩子聽。主任牧師從禱告處下山，我就帶孩子去問安，主任牧

師每次都按手在孩子頭上，以愛懇切禱告。

❖

如此滿懷渴慕努力預備蒙允器皿的我，迎來2017年5月15日，

那天是教會活動日。我帶著孩子痊癒的期待，憑信接受主任牧師的

禱告，並行了握手

禮。握手之後，主

任牧師再次回首目

視孩子，並親切

撫摸孩子的頭。

第 二 天 ，

定 期 檢 查 去 了

醫 院 ， 檢 查 結

束醫生豎起拇

指興奮地說：

「腎水腫不見

了 ， 腫 脹 到

六 公 分 的 尿

道 也 恢 復 到

兩公分的正常範圍，膀胱壁也變

薄許多。」並告知腎臟數值也回落正常範圍。哈利路

亞！

聽了檢查結果，走出醫院大門，父神的愛潮湧般湧上心頭。對

隨時代禱的主任牧師由衷感謝。現如今兒子（2歲，尹貽秀）健健

康康，茁壯成長。 

將所有感謝與榮耀歸給厚賜上好福份的父神和恩主，並至誠感

謝愛心禱告的主任牧師！

崔春怡聖徒（35歲，萬民中央教會 1大大6教區） 李珍珠聖徒（30歲，萬民中央教會 1大大6教區）

被診斷為語言發育遲緩的宇彬，
接受禱告後說話正常！

兒子貽秀，腎積水蒙醫，
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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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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