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靈境界

凡事從神的角度看問題，以神的標準思考，
遵神喜悅方式言行的兒女，即為全靈的果子。

親歷聖靈的作工，實感幸福！

藉著權能的手帕（使徒行傳19章11、12節）
親歷奇妙聖靈作為的印度摩提執事，以及腦梗塞
治癒無痕的李金城執事的見證。

善與愛、讚美充滿的教會

本教會三十六年來活躍開展權能事工，彰
顯神奇妙作為，展示高水準基督教文化，為國
家形象增光添彩。

02   生命之道 04   見證
模成神心有多少？

溫習李載祿主任牧師為講師舉行的機關長培
靈教育內容，分享成為全靈（帖撒羅尼迦前書5
章23節）顯據的三個標準。

2 0 1 8年6月16日（週六）下

午2時起，兩小時的「萬民敬拜特

會」在國會議事堂前汝矣島公園

十字街舉行。主題為「宣揚永活

真神的萬民、誠實踐行主愛的萬

民、力傳聖潔福音的萬民、見證權

能作工的萬民」的本次活動，介

紹並展現了謹守遵行聖經教導、

愛心和權能充滿的萬民事工。 

 「萬民敬拜特會」活動還未

開始，汝矣島公園上空就顯現神

同在確據──碩大鮮明的圓形彩

虹。加上沒有霧霾的晴朗天氣和

舒爽愜意的微風吹拂，會眾自始

至終被聖靈充滿，盡享感動。

特會由本教會藝能委員會韓

周卿讚美宣教士主持，活動開始

放映收錄藉著萬民中央教會李載

祿主任牧師所彰顯權能事工的

影片。接著藝能委員會「奇蹟樂

隊」的絃樂四重奏，周聖潔執事的

獨唱，「能力敬拜舞蹈隊」的華美

扇子舞相繼演出，將感動帶給會

眾。

教牧者會會長李守珍牧師介

紹：「萬民中央教會大部分聖徒

有得見神的經歷，藉著李載祿主

任牧師的禱告，世界各地無數人

病得醫治，接待救主耶穌。這也

成了向全世界展示韓國形象的契

機。」

特別強調：「每晚但以理禱

告會上，眾聖徒同心合意為國家

的和平發展和政治、經濟的穩

定禱告祈福。最近在以色列建國

七十週年慶典活動中，作為特邀

嘉賓出席，本教會藝能委員會傾

力演出，為本國形象推廣做出貢

獻。」

第二個影片講述了謹遵「愛

人如己」的聖經教導，萬民中央

教會通過救濟持續踐行主愛，忠

實擔當世上的光和鹽，以及經此

重獲希望和幸福的聖徒們感人見

證。特別是最近資助生活貧困的

二百二十多位老年聖徒換牙植牙

的消息。

隨後，在「能力敬拜舞蹈隊」

優雅的敬拜舞和「銅管合奏隊」

的雄壯演奏後，緊接著「能力敬拜

舞蹈隊」和著「JESUS」讚美，獻

上激情洋溢的敬拜舞，聖徒們一

起互動歡呼，高舉主聖名。最後在

會眾讚美中，配合韓周卿讚美宣

教士的引導，滿懷至美天國新耶

路撒冷的盼望，全體起立和「天上

聲音宣教團」一起讚美主。聖徒

們手牽手，深深感念憑藉聖潔福

音和權能作工將全世界「萬民」

領入得救之路的末時旨意，將榮

耀歸與神。

在活動現場全程執勤的永登

浦警署工作人員感言：「雖然看

過不少聚會，但如此秩序井然的

模範聚會還是第一次。自行安排

交通疏導及安全事奉，聚會組

織有條不紊，祥和平安，非常感

謝！」

神的愛和權能塑造「萬民」形像
「萬民敬拜特會」介紹在世界各地助長韓國國家形象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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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的主、創造萬有的神耕作人的目

的，就是要獲得全靈的果實。即參悟神的意

旨，至誠愛神，全然遵行教導而行的真兒

女。為了得獲這樣的兒女，神犧牲獨生子耶

穌，至今忍耐等候，不惜一切。作為兒女完

全模成父神形像，以父神的心為心，即為全

靈境界（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3節）。

凡事從父神的角度看問題，按照神的標

準思量，一言一行嚴格遵從神教導的兒女，

就是進入全靈境界的真兒女。這樣的兒女具

備了永居至美聖城新耶路撒冷的資格，神的

旨意能夠全然成就。

當然，即使進了全靈，若要完全參悟神

的心意，還要繼續進深，直至接近全靈的百

分之百。一起查考進入全靈境界所須滿足的

三個標準。

 

第一，與父神的合一

全靈人的顯據之一，就是心思意念與父

神合一。凡事明確悟識神意，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無論做什麼都心懷感恩和喜樂，以及

向著神的愛心。心思意念言語行為的標準

時刻以神道為標杆，行出神愛，散發馨香

之氣。權能屬乎神，如此與神合一的兒女身

上，必然彰顯權能、福杯滿溢、多結善果。

以諾與神同行，甚得神的喜悅。因為他

心裡滿是神，一刻也不脫離神的旨意。時時

刻刻力求得神喜悅，為更深層悟識神，不住

地禱告，充足公義。一言一行，乃至心思意

念都嚴格按照父神心意要求自己，惟願自己

的一切得神喜悅。

以諾蒙福，與神同行三百年，得以更加

深悟父神意旨。猶大書上記載以諾曾預言人

類耕作之工的最後主將再臨。神願以諾留在

祂身邊，就把他取去，使他不至於見死（創

世記5章21至24節；希伯來書11章5節）。

「靈」為極其愛神的信心階段，「全

靈」則是得神喜悅的信之境界。為了從單純

愛神的階段進深至積極得神喜悅的境界，就

要處處體貼人心。當與對方心意合一時，才

能完全理解對方所願。若不知對方心意如

何，只是一味把自己看為好的給予，這樣做

只是為了自我滿足。體貼對方心意，能夠使

得對方喜悅，才算真正成就合一。

屬靈人雖然明確並順從神的意旨，但還

不能算是完全與神合一。全靈之人不僅能對

已知真理做出順從，更能參悟神深層的心意

和旨意。比如神為什麼那樣吩咐、神願用什

麼方式行等等，且完全順服。如此這般，才

能顯出神所喜悅的成果。

亞伯拉罕到了百歲之時，神使他得了兒

子，並與他立下形成大族的約言。然而，一

日神卻吩咐亞伯拉罕把以撒獻作燔祭。因著

信，亞伯拉罕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完全相信神必守約，必賜上好的福分（希伯

來書11章17至19節）。像如此，參悟神意而

以「阿們」回應時，必能做出滿有誠意的真

正順從。

神告知將要對所多瑪蛾摩拉施行毀滅計

畫時，亞伯拉罕體貼神意，知道神不喜歡毀

滅，更願盡力拯救。雖然那城的罪惡甚大，

已是難逃審判，但亞伯拉罕明白神的慈愛、

憐恤和元本的心意。「既然神施行審判要毀

滅那城是因其罪惡甚大，我也無能為力」、

「神已經定意審判執意毀滅」，亞伯拉罕並

非消極地接受結果，而是憑靠滿有憐憫的神

愛，盡力為那城的民代求。

亞伯拉罕沒有盲目祈求饒恕那城的百

姓，而是請求神因所多瑪城裡所存的義人施

恩憐憫，因他所求合乎公義，神便允諾，假

若在城裡見有十個義人，就不毀滅那城。雖

然所多瑪城最終還是因沒有十個義人而遭到

毀滅，但亞伯拉罕謙卑地按照神的意思一再

相求到最底限。亞伯拉罕之所以能這樣明瞭

神的愛和公義，所求得神滿意和欣慰，都是

因他與神合一的緣故。如此，進達全靈境界

的人能夠保持與神合一的狀態，凡事便會謹

遵神的意旨而行。

第二，懷父神的真善

屬靈的人隨著持續不斷填充愛和真理知

識，會越來越接近全靈。一旦進到全靈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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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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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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言一行，一喜一笑都會散發出濃濃的善

的馨香。

不只停留在單純追求凡事不求自己益處的

階段，而是會處處為人著想，求人益處，捨

己服事。他人有過，絕不張揚，乃以愛遮掩；

對己行惡，毫不恨惡，反以善感化。不用刻意

顯露，也會自然而然散發善的氣息。然而，人

對善的認識標準與神不同。僅救濟一事而論，

不可因某人所處貧困，就盲目救濟。比如救濟

酗酒成性、賭博成癮，蕩盡家產的人，反而會

使其在罪惡中越陷越深。就像聖經記載同船的

人，因顧惜約拿而同遭患難一樣，因幫助與神

道背馳之人，必同受熬煉。

如此，全靈人有能力準確分辨屬靈的善和

屬肉體的善，可以用真理辨別善惡，並且以善

勝惡，使惡潰敗。因為在屬靈上拯救生命，乃

為真善，為拯救人的靈魂，以光明驅散黑暗。

神本為善、本為愛，在祂滿有憐恤和恩

慈。但若單看舊約的律法，顯得非常嚴酷無

情。對某些罪行毫不留情，吩咐必須治死。因

為那些罪不僅關乎個人救恩，還會影響眾多靈

魂的救恩。

聖經中全靈人對某些罪嚴懲不貸也有記

載，甚至讓人頗覺冷酷無情。以利亞先知處決

事奉巴力和亞舍拉的先知八百五十人，是因為

他們已經出賣自己靈魂給邪靈，即使饒恕他們

不死，他們也無法離罪得救。更何況他們害得

百姓深陷可憎的拜偶像的罪中，以利亞必須果

斷清理那夥惡人，以絕後患。

相反，祭司以利卻沒能用屬靈的善懲治兒

子的惡行。以利的兩個兒子身負祭司聖職，卻

極其敗壞，他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隨意取走

祭肉，與會幕門前伺候的婦人苟合。祭司以利

本該嚴懲他們，趕他們出殿，阻止他們行惡，

但他只是口頭勸告，未作進一步處置。結果神

發烈怒，責備祭司以利「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

重我」。最終咒詛臨到以利家，父子三人都慘

死絕命（撒母耳記上2章29至34節）。

見有聖徒犯罪，我們就當為其代禱，助其

離罪悔改，且要遮掩其所行過犯。但如果不知

悔改，繼續犯罪，就要對其加以勸勉，促其回

頭改過。對改過自新的人，其過犯不再紀念，

仍要遮掩。

耶穌教導：「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

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

來……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若

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

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馬太福音18章

15至17節）

不過，犯罪的人若是主僕或教會全職人

員，連累到教會，情況就不同了。教會遮掩

其過，神並不一定看為善。當然，先行勸勉，

助其徹底悔改是必須的。但根據罪的性質，悔

不悔改，都須堅決嚴懲果斷處理。神看為善的

才是真善，見惡不遮掩、不放任，而是運用權

柄，將惡徹底粉碎殆盡。

第三，合神意的忠誠

屬靈的人能夠超越自身能力擔當使命，滿

懷熱情恆心盡忠。即使所付出的勞苦得不到相

應回報，單單因著愛神，無論多麼苦、無論多

麼累的任務，也會心懷喜樂和感恩擔當。全靈

人則是更進一步體貼神心，謹遵神的意旨，傾

盡生命付出忠誠。

使徒保羅是在去往大馬士革途中得見主，

但正式開展福音事工是在十年以後。保羅在當

時的最高學府迦瑪列門下受了高等教育，精通

律法，他對神的熱心和熱誠不下於任何人。得

見主之後，他迫不及待地憑藉自己所具有的知

識和熱忱投身福音事工。但神希望保羅能夠造

就合用的器皿，付出屬靈的忠誠。

首先，神引導他裝備真道、積累禱告、多

受熬煉，把他打造為合用的器皿。直至最後的

殉道時刻，保羅都能恆心遵照聖靈指引順從行

事。從小亞細亞，到希臘、羅馬，保羅遊走世

界各地，長途遠程傳播福音，從未叫苦喊累。

遇到船壞，一晝一夜在深海裡漂流；被人打得

血肉模糊，下在監裡，仍滿懷喜樂和感恩；傳

福音時，被石頭打，經歷幾近死亡的苦楚，醒

來後絲毫沒有遲延，立刻動身前往下一個目的

地。保羅心裡惟有拯救靈魂、傳播福音、成就

神國的使命。

我們又是怎樣呢？有的人擔當職分和使

命，初期火熱充滿，勢要傾盡生命擔當。可

是一旦遇到難處、遭受挫折，面臨與保羅根本

無法相比的極小熬煉，就找許多藉口和理由，

而灰心絕望（箴言24章10節）。雖是全力以

赴，結果卻遭來責備；發奮努力，卻得不到預

期果效。遇到這些情況，有的人會失望消沉，

放棄努力。

真正愛神的人，為神得榮耀而付出，其熱

誠絕不會消減。未得認可、經歷意料之外的苦

難，也不為所動。遭上司訓責、成效未達到預

期時，會以比先前更大的熱心發奮努力。僅僅

對自己想做的事或熟悉的業務上有熱心，並非

忠誠。過去並未做過、看起來難辦的事，也當

竭盡所能全力以赴。

只要信靠仰賴神，就當顯出「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信心，這便是真正

的忠誠。有沒有人知，得不得人看重，都會竭

盡所能，才叫忠誠。只要能助益神國的拓展，

我們就當傾力而行。 

以利亞先知愛神至切，為成就神的旨意，

甘願做任何事。正因如此，以他的性情本難以

承當的兇險之事，卻能不懼生命危險，順從而

行，終將榮耀歸與神，使陷在罪裡的以色列百

姓回轉離罪。

照此，全靈人在神家盡忠，不會照自己的

方式、喜好、性情做事，而是選用神所喜悅的

方法，謹遵神的意旨行事。儘管實力和能力超

群出眾，向神的熱誠再大，若不符合神意，又

怎能談得上真正的忠誠。進全靈以後，惟有謹

遵神旨行事，所行才能得神喜悅，方為助益神

國的真正的忠誠。

親愛的各位聖徒：

希望每一個肢體都能與神合一，模成神的

良善，謹遵神的旨意盡忠事奉，造就全靈之

果。得以在這末時同參拯救全世界萬民的神之

計畫，在神的喜樂和榮耀中有份。奉主聖名祝

福！

「為了收穫進入全靈的真兒女，父神忍耐等候，不惜一切。存有誠心和充足的信心才能得進全靈境界，

榮入至美天國新耶路撒冷。即使已進全靈，為了更完全參悟神心，還要不斷進深，直至接近百分之百。」

-	摘自機關長培靈教育「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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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點半起，我頭腦昏沉胸悶

噁心，感到狀態不太好，就提前

下班回家。正走在通往二樓家的

臺階上時，一陣眩暈，四肢發

軟，失去重心，暈倒在地。

◈

過了一會兒，我感到腰部

冰 涼 ， 睜 眼 看 才 發 覺 自 己 竟

然倒在樓梯上，足足有二十多

分鐘。我試圖起身，但渾身無

力，只能勉強爬著進家裡。恰

好區域長打電話來，剛要邀請

給我禱告，話沒說完就又失去

意識。喘不上氣，說不出話，

睜不開眼。

晚上，教區長、副教區長

和工人們來我家探訪，帶著我

做悔改禱告後，教區長將李載

祿主任牧師禱告過的權能手帕

（使徒行傳19章11、12節），

按在我身上做了禱告。我想以

「阿們」回應，但有個恍如豬

形的穢物咬住我的嘴，使我難

以開口。

教區長禱告「奉主耶穌基督

的聖名祈求。阿們」的瞬間，

我感覺有人握住我的手，「阿

們」隨即脫口而出，全身頓生

力氣，平安臨到。意識逐漸清

晰起來，環顧圍我而坐眾人的

臉，感動的眼淚奪眶而

出。

◈

三天後，去醫院做

MRI拍攝後，醫生驚嘆

「完全沒有異常，以前

的 腦 梗 塞 和 腦 出 血 痕

跡，也都沒有了」。連連說這

樣的情況他還是第一次碰到。

是的，我兩年前曾因腦梗

塞和腦出血併發，一直服藥，

但總覺得頭腦沉甸甸的，像是

拿錘子敲打一樣疼痛。但接受

禱告後，頭腦清新涼爽，感覺

無比輕盈。

感謝救活我的神，感謝為

聖徒們做中保禱告，使我們得

蒙保守的李載祿主任牧師。

權能手帕 功效奇妙！

我的夢想是回到故鄉北方邦戈勒克布林，藉

著李載祿主任牧師禱告過的權能手帕（使徒行傳

19章11、12節），傳揚聖潔福音和權能作工。這

是2012年十月德里萬民教會建立之

初，金相輝主任牧師栽種給我這個第

一個登錄者，能活在主內的美好夢

想。

遺憾的是，我的故鄉距德里

一千多公里，因地處僻壤，資訊封

閉，許多人從未聽到過福音。於是我

聆聽李載祿主任牧師的證道，裝備神

道，堅持禱告，做好預備。然而，因

年幼失去父母，沒能接受良好的學校

教育，總是擔心自己能力不足。

令人感謝的是接受李載祿主任

牧師的禱告，嚴重的腰痛得到醫治，此後我心存

報恩，積極傳道，性格隨之改變。不像以前那樣

害怕與人交往，反倒可以參與帶領、關懷的聖

工。

◈

2018年五月，接到親戚的婚訊，我趕回故

鄉參加。婚宴持續多天，很多人聚集慶賀，我把

此行視為實現我夢想的絕佳機會。我與前來親戚

家恭賀新婚的人們交流，婚禮結束後又到各家回

訪，傳講創造主 神，闡述為何耶穌基督是我們的

救主，以及怎樣才能使罪得赦免。向眾人見證聖

經的真實性，聖經上所述的神蹟現今依然存在，

給大家播放「權能」的事工影片，並藉牧者權能

手帕給他們禱告，神蹟奇事隨即出現。

茜瑪（35歲，圖1）女聖徒，兩年前突然左側

偏癱，無法獨自站立行走，任何家務都做不了。

先是播放李載祿主任牧師為患者做的語音醫治禱

告，又給她做權能的手帕禱告，原先偏癱抬不

起來的左臂，一下子就抬起來了。此後，再接受

兩次手帕禱告後，能夠獨自一人走路了。哈利路

亞！小男孩盎庫施（3歲，圖2）的爸

爸來找我，說是聽聞藉著禱告出現神

蹟，懇請我為他兒子禱告。

這孩子天生不會說話，不會行

走，雖然去醫院接受治療，但沒效

果。就在接受手帕禱告後，身手一點

一點能動起來，口裡也發出了聲音。

五天後，能夠自己扶著牆或藉著物起

身走動。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人胸

部、眼睛以及全身各種疼痛消失，使

神大得榮耀。

◈

看到如此奇妙的神作工，鄉裡的鄉親很多

人悔改決志，接待了主。雖然家鄉還沒有設立教

會，幸好能收看到GCN印地語節目，大家每週可以

聚在一起，與萬民中央教會同步獻上禮拜。將所

有感謝和榮耀歸與祝福我得蒙恩典，並藉著牧者

的權能壯膽為主作見證的神！也感謝為我禱告的

李載祿主任牧師！

摩提執事（39歲，印度德里萬民教會）

李金城執事（61歲，中國1教區）

腦梗塞治癒
全無印痕！

核磁共振圖（MRI）
接受禱告後

●	曾因腦梗塞和腦出血處，已
消融吸收，現今未顯異常。

▲	接受手帕禱告，
左側癱瘓得癒的
茜瑪

▲	生來不會走動，接
受禱告後，能走步
的盎庫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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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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