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就誠心（二）

以真理對照自己，造就在任何情況都恆定不
變的大胸襟，成全捨身犧牲付出所有的真愛。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糖尿病靠神權能治癒，一併得賜靈魂興盛之
福的柳松烈長老，以及闌尾炎、十二指腸潰瘍等
各種疾病蒙神醫治的見證。

神的引導

惡貫滿盈的末時，全世界的屬靈領袖與
「萬民」相識，得獲新力，大力拓展神國。

02   生命之道 04   見證

蒙道指引的人生之「路」      

語短言簡情深意賅，李載祿主任牧師的信仰
專欄，為艱險坎坷的人生點亮指路明燈。

愛神、愛主、愛靈魂的萬民事工
“相信神所賜的異象，

必將更大更驚人地成就
但以理．馬札敘牧師（以色列海法榮耀之王教會）  

2005年，經萬民中央教會宣教旅行隊介紹，觀看收錄李載

祿牧師事工的「權能」碟片，感嘆之餘，萌生在那偉大事工上有

份的心願。當年十月，受邀赴韓參加萬民中央教會創立二十三週年

紀念活動，2006年七月參加「特邀李載祿牧師紐約聯合大盛會」，親耳

聆聽生命之道，親眼目睹無數人得醫榮耀神的權能作工，我的心變得更加

火熱。

2006年十月，得知在以色列需要裝設衛星天線才能收看基督教電視臺，李

載祿牧師慷慨解囊相助，使得三百六十個家庭收看到基督教電視節目。從李載祿牧

師為福音傳播毫不吝嗇樂於施捨的善舉中，看到牧者熱切愛靈魂的真誠，深受所感。

2007年7月25日，以拿撒勒為起點，李載祿牧師開始了三年以色列宣教，到以色列

各地彰顯權能作工，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受此感動的以色列牧會者們自發組成「水晶論

壇」團體，致力福音傳播。李載祿牧師體貼我們在以色列開展福音事工難處多多，十多年來

一如既往，在靈肉間幫助我們。2007年末，我的妻子被查出乳腺癌三期，手術後接受抗癌

治療，痛苦不堪。醫生強調若不接受長期治療，難以根治。但李載祿牧師每次來以色列宣

教，都為我妻子禱告，使她迅速得到痊癒，至今健康生活。

2009年九月，水晶論壇籌辦「特邀李載祿牧師以色列聯合大

盛會」，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ICC（國際會展中心），宣告創

造主神與耶穌基督為我們救贖主。而且藉著神奇妙的權能，許多

靈魂得醫蒙允，將榮耀歸與神。從那以後，以色列基督教界大得

奮興。

這都是因有為神、為主、為眾靈魂而活的李載祿牧師才變得可

能。我相信賦予萬民的異象，在神的計畫中，將來必得完美實現。

得見主面、親歷主恩，幸福無比
黃萍萍宣教士（新加坡萬民教會）  

2007年，我在新加坡遠東廣播電臺做節目製作人。婆婆送

我一本李載祿牧師著書《信心的大小》，讓我大蒙恩典。隨後連

續閱讀了《死前見生機》、《十字架之道》等書，並以這些書的

內容為基礎，編排節目，力傳福音。

那年十月，我得訪萬民中央教會，李載祿主任牧師的謙

遜、溫慈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置身亮麗的聖殿裡，我確信這裡

就是我將服事的教會。

2009年，出生才七個月的小兒子詳恩持續高燒不退，就醫檢

查疑似尿道感染引起的敗血症。孩子臉色蒼白，出現黃疸症狀，腹

部臌脹嚴重，極其危險的情況下，給主任牧師發函請求禱告，在接受禱告後敗血症完全

治癒。哈利路亞！

後來我成為萬民的宣教士，2012年九月開拓新加坡萬民教會。聖徒們藉著主任牧師的生

命之道和權能禱告，隨時親歷體驗神的作為，滿懷天國盼望，得享幸福溢滿的生活。

得聞生命之道、得見權能作工，我的禱告蒙允
尤里．科諾巴爾洛夫（烏克蘭天國之門教會聯合總會長）

作為牧會者，傾盡熱情服事的團體遭到解散，一度深感挫折，欲尋求屬靈

領袖，在殷切地禱告中與「萬民」相識。2009年九月，通過「水晶論壇」牧

會者得知「以色列聯合大盛會」消息，隨即參加。聆聽講師李載祿牧師

充滿生命力的證道信息，親睹權能作工，我確信神應允了我的禱告。

2017年五月，到訪萬民中央教會，親見神的作工大得彰顯、聖

靈充滿的景象。眾聖徒每晚聚在教會同心合意禱告祈求，被如

此愛神、愛主的真誠所感動。而且就近面見了李載祿主任牧

師，聖愛滿懷、深愛靈魂的屬靈之父印象，銘刻我心。

我確信慈愛的神引導我認識萬民，旨在讓靈肉間

苦 苦掙扎的烏克蘭眾靈魂得安慰蒙

祝福。將聖潔福音傳遍烏克

蘭，結實豐盛，為我所願。

哈利路亞！

纽约聯合大盛會

以色列聯合大盛會

萬民中央教會創立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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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道2 

上一期分享存著誠心來到神面前的第一項

條件：自我發現，造就神看為善的心志。為此

須以真理之道對照自己，在任何情況下擁有恆

心不改的大胸襟。

這一期查考存著誠心來到神面前須具備的

第二個條件──成就真愛相關的內容。世間上

演最多的，是以「愛」為題材的故事。人人都

談論著愛，分享著愛。其實真愛的標準就是神

的道。

屬世的愛幾乎全都是情慾性的、自私唯

我的，隨時間變質的屬肉的愛。但屬神的真愛

永恆不變，是行為和誠實伴隨的屬靈的愛。約

翰一書3章18節說：「小子們哪，我們相愛，

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

上。」那麼，為了使真愛成全於心，我們當具

體如何行呢？

 

第一，效法耶穌成全付出一切，犧牲自我

的真愛

哥林多前書13章4至7節，對真愛即屬靈的

愛這樣定義：「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

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

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屬靈的愛聖潔無瑕，嫉惡如仇，凡事為人

著想求人益處。屬靈之愛的極致，便是付出一

切犧牲自己。愛心至誠，定會不惜捨命為人。

愛主真切的人，在生命受到威脅之時，仍是愛

心不改，感恩不變，甚至為主殉道。既然可以

捨命愛主，又有什麼不能為主擺上的呢？

雖然許多人標榜自己為主獻出了一切，

但最重要的「自我」卻沒有全然破碎。主所恨

惡的「愛世界的心」仍未離棄，所謂的「自尊

心」都丟棄不了，因瑣碎小事打破和睦的現象

極為常見。  

1969年，中美國家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在

世界盃資格賽中，爭奪最後一席出線。但因比

賽結果導致自殺現象，局勢就變得不同尋常。

對於兩個熱愛足球的國家而言，比賽結果甚至

關係到國家尊嚴。這種緊張氛圍，再加上當時

的邊境紛爭問題，竟然引發戰爭。薩爾瓦多悍

然對宏都拉斯發動攻擊，持續四天的戰爭導致

兩千多人死亡，最後在周邊國家的斡旋下才得

罷戰。

這場被稱為「足球戰爭」的戰事，提醒

人們「自尊心」造成的後果究竟有多嚴重。聽

了這個事例，大部分人會覺得為一點小事發動

戰爭不可思議。但看看我們周圍，因為「自尊

心」作祟，父母和兒女、弟兄姐妹、夫妻反目

交惡現象比比皆是。不但不先伸手和解，連對

方伸出的手也狠心甩開。這都是「自尊心」太

過造成的後果。

◈

自從得見主後，我愛神愛主勝過世上的

一切。神藉著聖經教導「這個當棄、那個當

禁」，我就毫不猶豫謹守遵行。信主之前所熱

愛、看重的，只要主說「不相宜」，我便立刻

丟棄。

毫無留戀、毫不吝惜，再有「自尊」在

心，但因愛主至深，便能把所有「老我」徹底

丟棄。所以不僅與主和好，在人際關係上也不

與任何人發生衝突或矛盾，做到與眾人和好。

只要愛主，沒有什麼不能離棄的。既然能夠為

主不惜捨命，各樣的惡事禁戒不做又有何難。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馬可福

音12章31節），愛人如己，即當捨己為人，包

括付出一切。何況神所託付的群羊，我當如何

待之？自從蒙召走上主僕道路，我愛神所託付

的群羊如愛自己，而且對他們的珍惜關愛勝過

愛我己身。不吝付出我的所有一切，甚至自己

的生命。

為眾靈魂流淚代求，為他們禁食，為了引

導更多靈魂進入至美天國新耶路撒冷，我盡心

盡意盡性，甚至甘願以生命作代價。

我愛神至上，且始終如一在行為和誠實上

關愛群羊。不管他人對自己如何，擁有真愛的

人對任何人都是一視同仁。無論多麼惡的人，

也知道向關心他的人俯首示好，表達感激。

路加福音6章32、33節說：「你們若單愛

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

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希伯來書10章22節）

造就誠心（二）

萬民中央聖潔教會 主任牧師 李載祿牧師师
Senior Pastor Dr. Jaerock Lee

■ 耶穌教聯合聖潔會總會長

■（社）基督教世界復興宣教協定會常任總裁

■（社）國會愛國救國禱告總聯合會 

■ 世界基督教廣電傳媒聯網（GCN）理事長 

■ 世界基督徒醫生聯合會（WCDN）理事長 

■ 萬民國際神學院(MIS)理事長

■ 聯合聖潔神學院理事長

■ 牧會學博士、名譽神學博士

■ 萬民中央聖潔教會主任牧師

■ 基督教廣播電臺、遠東廣播電臺等證道

■  信仰專欄定期刊登在《朝鮮日報》、《中央日

報》《東亞日報》、《韓國日報》、《首爾新

聞》、《韓民族日報》、《京鄉新聞》、《韓國經

濟報》、《時事新聞》、《基督徒新聞》等報刊

■  曾在美國紐約、華盛頓、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洛杉磯、夏威夷，以及日本、印度、巴基斯

坦、菲律賓、阿根廷、宏都拉斯、秘魯、俄羅

斯、德國、肯亞、坦桑尼亞、烏干達、剛果民

族共和國、以色列耶路撒冷、愛沙尼亞等地引

導聯合大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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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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

樣行。」擁有真愛，能夠付出一切犧牲自己的

人，當然也能做到愛那憎恨自己的仇敵，善待

那向自己發惡的人。

並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施捨賙

濟，不能算作犧牲自己的一切。手頭寬裕的情

況下，救濟別人不難。但在自己並不充裕的狀

況中，熱心幫助別人絕非易事。

教會開拓至今救濟無數，但沒有一次是

在手頭寬裕的情況下救濟的。當然，神按時賜

福，使我毫無缺乏。但為了救濟更多人，我必

須省吃儉用，一點一點積攢。救濟靠的不是事

先攢下來的巨額積蓄，而是全憑信心殷勤撒

種，廣施賙濟。我能如此行，實乃出於愛靈魂

的心懷。

我竭力引領眾聖徒進新耶路撒冷，也是

因為愛聖徒之故。我一個人進新耶路撒冷，根

本沒有必要走這樣艱難的路。當然，我之所以

走這條路，都是因著愛父神、愛主。還有另一

個原因是愛眾靈魂，若能領更多靈魂得居新耶

路撒冷，我不惜付出我所有的一切。捨己一切

犧牲自己，若能夠換來更多靈魂同去新耶路撒

冷，我絲毫不會猶豫。

正如摩西先知和使徒保羅所做的那樣，

我也以主的心為心，關愛每一個靈魂。我切盼

和眾聖徒同去新耶路撒冷，一起永享福樂。我

愛每一個聖徒，不惜為他們付出我的一切。希

望所有人都能以這樣的愛，對待神所託付的靈

魂，尤其要成全把自己的一切全然奉獻給主的

愛。那才是真愛，是誠心。

第二，對人不失信任，成全真愛

永不改變，且有行為和誠實伴隨的真愛，

互信乃是基礎。愛主真切，無論主說什麼，都

會以「阿們」作答。不找理由、不去推拖，全

然順從。「為什麼對我說這些？難道是弄錯了

嗎？」絕不會生發這樣肉體的意念。

聖經中凡愛神、愛主至誠的古人先知都是

百分之百信靠神。創世記二十二章記載的信心

之父亞伯拉罕，當神吩咐他把獨生子以撒獻作

燔祭時，沒有找任何藉口，也絕不浮現肉體的

想法。「神所賜的應許之子怎能如祭牲般宰作

燔祭？」亞伯拉罕並沒有這樣動用人意往後推

遲，甚至未和妻子商議。如此行是為要全然順

從神旨，因他百分百信靠仰賴神。

◈

正如約翰一書4章20節所說：「人若說，

『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

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

見的神（有古卷作「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呢？」）。」信靠仰賴神也是同樣。夫妻之

間缺乏信任，何談「相愛」？惟有相互完全

信任依靠之時，愛的告白才顯出真誠。

希望聖徒們在與父神的關係上，能顯出

真愛，全然信靠仰賴。我們的聖徒們全然信

靠神的同時，也要完全得神認可和賞識。那

樣父神必藉著各位成就大事。希望每一位聖

徒都能迅速成就以完全的信為根基的真愛，

得備父神所喜悅的誠心。

親愛的各位聖徒：

具備神看為善的心懷和真愛，我們才能

存著誠心來到神面前。擁有神所認可的誠

心，便能從上頭得賜全備的信心，在任何情

況下都能恆定不變，對神言百分之百順服。

加上如火般禱告，得有權能隨著，能與父神

清晰交通。

若擁有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其果效將大大

不同。健康、回春、物質祝福等等，神照著

各人信心在各個領域賜允降福。希望聖徒們

能夠速速得備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得以在將

來萬民的更大事工中有份。奉主聖名祝福！

「若要存著誠心來到神面前，第一，要成全神所認可的善，為此首先需用真理對照自己，

造就在任何情況下都恆心不改的大胸襟。第二，要具備真愛，犧牲自我直至付出所有、對人不失信任。」

- 摘自地區長、組長、區域長培靈教育「誠心和充足的信心」

無論黑暗多麼大，有光照耀，黑暗必會消退。

因為黑暗永遠不能勝過光明。

屬靈的世界也是如此。

當我們在光明中行，黑暗只能消退。

照著光之神的教導謹遵而行，

屬黑暗的災殃、疾病、貧窮等

所有問題都必消退。

即使深陷幽暗中的人，

只要努力遵行神的教導，蒙福之路必會開啟。

就像光有強弱一樣，

照著光之神的教導謹守遵行

臨到的那祝福必是大的（約翰一書1章5節）。

光明與黑暗
李載祿主任牧師

務安萬民教會甜水聖地上空顯現的彩虹（拍攝：金新冷）

column

喚醒全世界無數靈裡沉睡的靈魂，

注入真生命、感動人心的資訊！

當十字架的奧秘揭開時，

您一定會豁然明瞭人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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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和權能醫治了我的糖尿病！

我大腿的後側和內側感染皮膚病已

經很長時間了，到了2017年夏天，狀

況更加嚴重了。癢得睡不著，食慾也下

降，總覺得口乾舌燥，不停喝水，飲水

量遠超平時。

2017年九月，接受體檢，空腹血糖

值為257(mg/dL)。相比正常值100(mg/

dL)，高出太多。醫生建議進一步做糖尿

病檢查，並且囑咐服藥的必要性。我這

才意識到瘙癢加劇和口乾是糖尿病引發

的。

 「怎麼就得了這種病？」我倚靠神懇切

禱告。原本以為每天禱告，自我感覺良好，

卻發現自己還有懶惰的性情。禮拜時、禱告

中，常常犯睏打盹。並且只是義務性地擔當

使命。於是心裡不斷默念著父神的愛，努

力前行，立志改正錯誤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習

慣。

 當然這期間，沒有服用一片藥。而是在

各種禮拜和每天晚上但以理禱告會上，憑信

接受李載祿主任牧師的醫治禱告。三週後，

空腹血糖值從257(mg/dL)大幅下降為150(mg/

dL)。接著再降到138(mg/dL)。接受李禧真牧

師手帕禱告（使徒行傳19章11、12節）又降

到128(mg/dL)。我能感覺到是神在醫治我，

由衷地獻上感恩，更從靈、肉兩個層面自我

省查，空腹血糖值就迅速降到105(mg/dL)，

幾乎接近正常值。

我相信必會完全得蒙醫治，更加盡忠竭

力遵行神的旨意，堅守不渝更新變化。

2018年5月，空腹血糖值完全恢復正常，

包括糖尿病，高血壓和頑疾皮膚病，一

併得蒙治癒。哈利路亞！

◈

不僅如此，更是體會到賜予靈魂興

盛祝福的神之恩典，領悟到所有一切都

是出於父神深長濃厚的大愛。

現在已上高中三年級的女兒勝利

在五歲時，患過敏性皮炎，突然擴散到

全身，好像燒傷一樣脫皮，由於體表流

膿，膿液粘連，難以走路，到哪兒都要人背

著去。但接受主任牧師禱告後得到醫治，現

在皮膚光潔，完全是在主裡面活潑可愛地長

大成人。妻子成姬勸事作為女宣教會工人、

唱詩班成員盡忠服事，在天國盼望中前行不

止。

以權能的禱告醫治我，賜福我們全家在

主內得享無憂無慮幸福生活。慈愛的三位一

體神，將所有感謝和榮耀歸與您。

沈相哲執事（48

歲，1大大8教區）於

2018年3月2日，下腹

感覺疼痛難忍，經檢

查確診為闌尾炎（盲

腸炎）。省察未能遵行神道的不足之處，痛悔

禱告時，疼痛減退。藉主任牧師禱告過的權能

手帕（使徒行傳19章11、12節），接受禱告

後，餘痛都消失。第二天也就是3月3日，經超

音波檢查確認，原先腫脹得快要撐破的闌尾，

已恢復了正常。

柳松烈長老（48歲，萬民中央教會 2大大11教區）

超音波圖

▲ 接受禱告前：因發炎闌尾厚達0.81公分。

▶ 接受禱告後：炎症消失，闌尾厚度恢復正常。

鄭升燕姊妹（26

歲，3青年宣教會）從

2018年5月19日起，

皮膚紅腫起痘，逐漸

擴散到頸部和整個臉

面，後來發展到肩膀和手指以及下肢，變得紅

腫難看。但因依靠神堅持禱告，毫不疑惑擔當

使命，利用手機接受主任牧師的醫治禱告。再

加上藉權能的手帕接受禱告，迅速好轉，臉部

恢復正常，27日身上所留痘痕也都消失，徹底

痊癒。

接受禱告前

▶

李閏姬執事（50

歲，4迦南宣教會）

2017年12月15日，健

康檢查時，查出糜爛

性胃炎和十二指腸潰

瘍。院方醫囑一定要服藥治療，但不想服藥，

決定憑信得醫。17日接受主任牧師的禱告。隨

後身心不適的感覺消失，確信得到醫治。2018

年2月14日，到醫院做胃鏡檢查，醫生告知：

「胃、十二指腸完全恢復正常。」

▲ 接受禱告前：右上方（1點鐘方向）顯現深凹的十二指腸潰瘍溃疡

▶ 接受禱告後：未經服藥，僅接受禱告，先前右上方（1點鐘方向）
潰瘍潔淨痊癒

▶

原因不明的痘痘

蒙恩得醫！

胃炎和十二指腸潰瘍

得蒙醫治！

闌尾炎

徹底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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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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