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的深度

認識神愛之長闊高深，才能理解神的心意，
得以造就與神分享真愛的真兒女。

藉由李載祿牧師的醫治禱告大顯奇效！

藉著李載祿牧師的醫治禱告雙眼視力明顯好
轉的金光錫執事，以及A型H1N1流感得醫的愛沙
尼亞維克托聖徒的見證。

彷如初代教會的「萬民」

愛裡合一，恆切聚會，奇事和神蹟大顯，
將全世界無數靈魂領入得救之路的本教會。

02   生命之道

無盡的神愛    

以李載祿主任牧師為講師舉行的地區長、組
長、區域長培靈教育證道內容，對愛之深度分七
個階段查考分享。

權能和禱告、愛心和救濟，傳播幸福！
<<< 每天恆切在殿裡聚會的教會 <<< 效法主愛廣施賙濟、熱心服事的教會

<<< 奇事和神蹟、權能大得彰顯的教會 <<< 得救人數日漸加增的教會

親睹復活和升天情景的使徒們

建立的初代教會，在嚴重逼迫中依靠

聖靈如火般的作工，實現爆發性奮

興，成為福音傳播的奠基石。從那以

後，在全世界各地有無數個教會被建

立，然而，如今卻是越來越多的教會

停止聚會，晨更禮拜、週三禮拜，甚

至是主日晚禮拜也取消，滿足於一週

只在主日獻一次禮拜。

但在本教會，不僅是主日大禮

拜和晚禮拜，就連週三和週五通宵禮

拜也座無虛席，渴慕恩典的聖徒們整

齊列坐，專心聽道。除了晨更禮拜，

聖徒們還藉著青年週二讚美禮拜、學

生和兒童各自週六讚美禮拜、女長年

週二地區禱告會和週五區域禮拜、男

長年週四區域禮拜等各種禮拜，靈裡

交流，分享恩典。

最近，聖徒們禱告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火熱充滿。除了每晚9時（韓

國時間）開始的「但以理禱告會」，

還有「白天禱告會」和「美味禱告

會」也火熱進行。就像在馬可樓上聖

靈如火臨到一樣，聖徒們領受聖靈的

火洗，每天為神的國、神的義獻上如

火般的禱告。

初代教會的聖徒們相互珍惜主用

寶血代贖的弟兄、姊妹，凡物公用，

以行為和誠懇實踐主愛。本教會自開

拓以來，效法屬靈之愛充滿的初代教

會，將「救濟」定為隨時的禱告題目

之一，殷勤踐行。

教會救濟委員會針對教會內的無

親家庭和獨居老人等生活貧困的一千

餘聖徒家庭，定期提供基本生活補助

金以及大米和佐菜，同時也按月資助

「新住民」團契──主愛宣教會會員

們。此外，為家境貧困的學生頒予獎

學金。李載祿牧師還經常支援學生們

的課輔班學費、交通費、急用資金等

等。

而且本教會並提供給政府機關

和福利機構大米、泡菜，藉由美容美

髮事奉、WCDN醫生組織的免費診療等

等，為地區的社會福利發展踴躍出

力。此外，萬民聖徒們在各自領域熱

心救濟幫扶、回饋社會實踐分享之美

德。

最近，最大的俄文基督教門戶

網「勝利」和「CNL新聞」刊登「每

月救濟一千餘貧困家庭的韓國萬民教

會」感人紀實。

初代教會當時，聖徒們天天

恆切聚在殿裡，愛心溢滿、聖

靈充滿，互助互濟，這一切之

所以能成是因著使徒們大顯奇

事和神蹟。科學和知識高度發

達、罪惡和不法盛行的如今這個

世代，更是切實需要這樣的作

工。自1982年開拓至今，奇事

和神蹟、權能在本教會即彰顯不

斷。

如降雨止旱、颱風轉向消

失、氣溫得到調控、各種疾病

得癒等等，全世界一萬一千餘

支、協力教會藉著李載祿牧師的

禱告，體驗了無數權能作工。另

外，亦如同初代教會當時，藉著

李載祿牧師禱告過的權能手帕

（使徒行傳19章11、12節），

非常的奇事彰顯不斷，從神而來

的應允和祝福滿滿。

靠著生命之道更新變化，天國

盼望滿懷的本教會聖徒們，常常喜

樂，凡事謝恩，在家庭、機構、公

司散發基督馨香，不僅實現家庭福

音化，還引導鄰舍親友接受福音登

錄教會，使得教會不斷復興壯大。

在美國、俄羅斯、以色列、印

度、肯亞、秘魯等國家舉行數十萬

乃至數百萬人次聚集的聯合大盛

會和各種聚會，用神蹟隨著，傳揚

創造萬有的神和主耶穌基督的福

音。

藉著李載祿牧師的多國文字版

信仰書籍和宣教報《萬民新聞》活

躍開展的文字宣教事工，以及轉播

至一百七十餘國的GCN傳媒（世界

基督教傳媒聯網），傳播生命之道

和神的權能作工，並和國內外一萬

一千餘支、協力教會攜手，將全世

界萬民領入得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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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萬有的神造起初的人亞當，在地上

進行耕作之工，是為了得獲永遠分享愛的真

兒女。我們靠主造就成新造的人，隨著不斷

模成神的形像，對神愛的感悟也會更新、更

深、更大。

隨著對神愛瞭解的深度，可以對神的心意

參悟更深，成為至誠交心的真兒女。

為便於理解那愛的深度，分七個階段具體

查考。

 

第一，愛就完全了律法

摩西五經中記載的律法共有六百一十三

條。其中「當行」之律二百四十八條，「當

禁」之律三百六十五條。這些律例的濃縮就

是十誡命。在馬太福音22章35節以下，有一

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祂說：「夫

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耶穌便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

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

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照此，所有的律法可以歸納為「愛神」和

「愛人」，最終歸結為「愛」。也就是說愛神

又愛人者，即便不知道律法的六百一十三項

條例，也是能踐行。

既然這樣，有愛足矣，為什麼還需要律

法？因為愛是看不見的抽象概念，當有人說

「我愛神」時，衡量其中蘊涵多少愛之份量的

標準就是律法。

約翰一書5章3節也說：「我們遵守神的

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

守的。」正因有誡命即律法作標準，我們才

知道自己是否盡心盡意盡性愛神。「愛」掛在

嘴上，卻不遵守神所賜的誡命，豈是真心愛

神。

如此，誡命是查驗愛神程度的標準。

以下從七個階段查考衡量愛之深度的標

準。

第二，衡量愛之深度的七項標準

其一，「饒恕」的階段

神指的「饒恕」，並非在自身能夠容忍的

限度內饒恕人，而是不可饒恕之人也能包容

的層次。南猶大瑪拿西王行惡甚重，神多次警

戒也不聽，終被擄到外邦國家。當他在急難的

時候悔罪祈求憐憫，神就施恩饒恕（歷代志

下33章1至13節）。北以色列亞哈王聽見神可

怕的審判之言，才知道悔改，謙卑祈求神的憐

憫。對如此行事的亞哈王，神還是憐惜寬恕

（列王紀上21章17至29節）。

馬太福音18章21節以下記載，當彼得問

「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時，耶穌

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七」是完全數，「七十個七次」意味著無限

度的饒恕，即完全的饒恕。耶穌不僅寬恕了將

祂釘十字架的惡人（路加福音23章34節），

並代替所有罪人受死，為所有接待耶穌基督

的人開啟得救之路，諸罪得赦。

若相信這十字架大愛，我們也當誠心包

容那些行惡得罪自己的人。無論多麼難以

饒恕的罪，神也願意饒恕，神的寬容是無限

的。神所赦免的罪惡，神必完全塗抹，不再

記念（以賽亞書43章25節；詩篇103篇12至14

節）。

其二，「叫人得活」的階段

在這裡「叫人得活」是「恩施機會」之

意。意在「營造重生的根基和環境，給予力量

重新振作」。創世記4章記載：該隱出於嫉妒

殺了弟弟亞伯，事後因害怕遭報臨到刑罰，就

祈求神施憐憫。雖然該隱認罪是出於懼怕，並

非誠心懊悔，但神還是饒恕了該隱。不僅如

此，還確保該隱的活路，使他得以用一生來徹

底悔改，結出與悔改之心相稱的果子，終至得

救進樂園。

耶穌被抓那天晚上，彼得三次不認主。

但從死裡復活的主，再見彼得之時，饒恕其

過，更向他託付眾靈魂，賦予他作為首徒傳

主福音的寶貴使命。彼得感懷主愛，盡心竭

力開展聖工，直至被倒掛十字架殉道，回報主

的愛。如此饒恕人過，恩施機會，讓人重新振

作，才是真愛。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羅馬書13章10節）

愛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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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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忍耐」的階段

在真理裡面「忍耐」的人絕不會勉強忍

受，他們會對人包容忍耐到底，直至那人懊悔

改變，結出與悔改相稱的果子。絕不會一味的

催促人悔罪更新，使那相稱的果子在被動的狀

態下成就。

因罪而使靈死去，靠著神恩重生的靈魂，

還不具備立即躍升進深的能力。需要在主裡面

一點一點用真理填充積累。這時往往有仇敵魔

鬼、撒但極力攪擾阻撓，想方設法將其絆倒，

因此爭戰中極易跌跤。我們當理解這等肉體的

軟弱，對那些未能迅速得到更新變化的靈魂，

也要以善和愛包容忍耐。

為神國盡忠事奉過程中，我遭受諸多誤

解、誹謗、逼迫。原因之一就是從開拓初期彰

顯的奇事和神蹟。但我始終默默禱告，忍耐包

容一切（馬太福音5章11、12節）。偶有聖徒

被撒但迷惑，試探其他肢體的現象發生，只要

有一絲悔改的可能，我從未先行言棄。為了多

救一個靈魂，我樂意凡事忍耐，甘心忍受一切

（提摩太後書2章10節）。

其四，「相信」的階段

我之所以為任何一個靈魂付出忍耐，是因

著相信那結果。我相信每一個聖徒都是神所親

領而來的好羊，是有希望進新耶路撒冷的寶貴

靈魂。

因此，即使犯罪、隱瞞、悖逆，我也從未

丟棄，沒有衍生一絲一毫的憎嫌情緒。因為相

信他們總能得到更新變化，就心生憐憫，越加

不離不棄。若有人灰心，我就宣信鼓勵。因信

靠神之故，對多行罪過、多有不足的靈魂，我

也相信他總會變好。

對人這樣相信，實乃本著對神的信靠和仰

賴，因為相信無所不能的神必負責一切。當我

們愛人如己，存著全然向神交託的心態凡事

相信，就必得神喜悅，並照著那信蒙神確保成

全。

其五，「盼望」的階段

在這裡「盼望」是指因著愛，不看對方的

九十九個缺點，而看重那僅有的一個優點，期

盼那僅有的一個「善」終必發光耀眼。以養兒

育女為例，做父母的若能恆切憑信盼望，神必

看在父母的愛心和誠意份上，親領兒女得到更

新變化（希伯來書11章1節）。還有給配偶或父

母傳福音時，若能依靠神的慈愛和憐恤，直至

他們得到改變，不住地禱告祈求，終必從神蒙

允。

開拓教會以後，面對心地、性格、學識、

教養等各不相同的眾多靈魂，我相信他們都是

一同去往新耶路撒冷的靈魂，就著眼於他們

的優點。那些優點長處若能充分發揮，缺點短

處必漸漸減少。甚至那犯了罪，被神懲治的靈

魂，我也期待他必順利勝過試探熬煉，總有一

日得以造就完全，並特為他過去所做的好事，

向神代求饒恕和憐憫。

神的大愛把掃羅改造為使徒保羅。使倔強

頑固的性格變為不屈不撓的意志；抵擋福音的

諸多知識成為傳講福音的工具；帶頭抓捕、逼

迫聖徒的熱心，轉為遊走世界各地，開拓教會

的熱忱。希望大家對任何一個靈魂都能寄予希

望。憑信期望只要神作工，完全可以瞬間得到

變化，如果有人身心處於熬煉中，更要加增新

造的厚望。

其六，「等待」的階段

直到自己憑信寄望的人鑄造為新造的果

子，無懼於長久歲月，也能做到不急不躁持恆

等待的愛之境界。創造主神滿懷期待和愛心造

了起初的人亞當。

然而，亞當犯了悖逆的罪，從伊甸園被逐

到這地上，他的後裔急速被罪侵染。人在地上

生活過了1600年時，地上就已充滿了罪惡，以

致讓神後悔造人在地上，不得不忍痛施行大洪

水審判。儘管這樣，神並未對耕作之工放棄希

望。神期待藉著從挪亞開始重起的耕作之工，

必然收穫真兒女。此時此刻，神依然期待等候

（彼得後書3章8、9節）。耕作人類的無數歲月

期間，慈愛的神對犯罪的世人施恩饒恕，賜予

重生的機會，予以忍耐，相信，盼望。即使我

們所做果效甚微，也不催逼問責，依舊持恆等

待。

我們也當靜心等候，直至所憑信寄望的靈

魂們成為新造之人，結出美果。認真為他們栽

植信心，用神道「澆灌」，惟有全然向神交託

（哥林多前書3章6節）。即使在等候的歲月中

遭人罵、受損失，也要滿懷盼望恆心等待，殷

盼對方能抓住機會及時回頭。耕作人類過程中

神所承受的傷痛難以數記，雖長久歲月等之又

等，但神依然期待結出豐盛的果實。

其七，「流淚」的階段

慈愛的神等待無數歲月，流淚不止。挪亞

大洪水審判之始，神眼中淚水常流。儘管這

樣，神對世人的期待並沒有消減，反倒愈加期

盼，相信必能成就，意願越發強烈。

付出十字架大愛的主，祂道成肉身降世為

人，親身面對世人的惡，眼淚不知流了多少。

不僅為與主同受苦難、力傳福音的門徒，甚至

為將要出賣自己的人流下熱淚代禱中保。如此

為靈魂所流的淚，一滴也不會白流，都成為馨

香上達神前（詩篇56篇8節）。我也是為眾靈魂

流淚不止。見還有惡行相隨的人哀慟流淚，見

誤解神旨的人痛心落淚。但我盼望因愛所流的

眼淚必顯果效，榮耀神的聖名，更靠主奮力前

行。

親愛的各位聖徒：

若要與父神、恩主合一，我們必須理解

「愛的深度」，成就全備的愛。這一過程雖然

難免經受極大傷痛、諸多苦難，但因著以愛流

淚代禱中保，不斷認識深邃神愛，得以造就能

夠與神交心的真兒女。奉主聖名祝願每一個聖

徒都能以愛使律法成全在心裡，將來在至美天

國新耶路撒冷永享榮耀！

「惟有成全愛之高深境界，我們才能進入至美天國新耶路撒冷。

成全那愛的過程，即為全然模成神形像，成為真兒女之路；悟識神意，分享真愛之路。」

- 摘自地區長、組長、區域長培靈教育證道「愛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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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每年五月，都有為員工和

配偶提供健康體檢的福利。

2017年五月體檢時，我的左右視力

分別為0.9/0.5，屬於「高度近視」，

診斷為老花眼初期。我喜愛看書，加上

公司很多業務須用電腦處理，以致眼睛

疲勞過度，經常引起充血。想要讀書，

但由於眼睛焦距不準要調節好一陣子，

文字才勉強看清。

八月份時，到韓醫院診斷為老花

眼，便採用了針灸方式預防老花，然而

效果不明顯，視力卻越來越差。尤其夜

間駕駛受到很大影響。2018年二月不得不

配戴了眼鏡。平生頭一回戴眼鏡，非常不自

在。

此後，我信靠神的醫治權能，各種禮拜

和但以理禱告會上，每次都按手在眼部，懇

切地接受李載祿牧師的醫治禱告。其實從4

月初起，我就省查自己，信仰生活這麼久，

怎麼不見改變。於是我從內心做了悔改，並

堅持每天為教會禁食一餐，恆切的禱告。

五月份，時隔一年再次接受健康體檢，

兩眼視力顯示都為1.5，哪還有什麼高度近

視，完全歸於正常。哈利路亞！

現在，我喜愛的書可以連讀幾個小時，

眼睛一點也不疲勞，多麼感恩。因我愛教

會、先求神的國、神的義，神喜悅我的這點

顯信之舉，悅納我的心靈馨香，厚賜應允，

我非常幸福。

◈

其實我們全家都是永活真神權能的鮮活

見證。兒子載敏弟兄生來就十分消瘦，個頭

比同齡孩子矮小，他的身高也成了我們的禱

告題目之一。小學一年級時，體重才十八公

斤，上小學四年級了，身高仍然又矮又小，

總有人把他當作「學前班」兒童。每

年為兒子的身高問題，接受主任牧師

的禱告。兒子今年上高中二年級，個

子已長到171公分。左鄰右舍見到兒子

快速長高的變化，都非常驚奇，向我

們夫妻道賀。

妻子高鳳淑執事數年前患上耳石

症（耳石是位於耳內感受重心變化的

碳酸鈣鹽結晶，耳石脫離原位會引起

陣發性眩暈），不能正常進食，生活

困難，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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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痊癒。

神賜福與我在這祭壇得見並親歷祂的大

能，並使我在天國盼望中幸福生活。將所有

感謝和榮耀歸與三一真神！

隨著A型H1N1流感在歐洲蔓延，自去年起

愛沙尼亞也有很多人感染A型H1N1流感而死。

因這種流感對老年群體更具危險性，我接種A

型H1N1流感預防疫苗之後，才安下心來。

然而，2018年3月12日（週一）下午六時

許，體溫突然升到40度，嚴重的頭痛伴隨惡寒

一起出現。妻子趕緊叫了救護車，我被診斷為

疑似A型H1N1流感患者，立刻轉到隔離病房。

在那期間妻子聯繫到格里高里．科列索夫

主任牧師，請求代禱，並告知詳細情況。進行

各種檢查的時候，高熱和惡寒持續不斷，我禱

告檢查結果千萬不要是致命的A型流感。

但是3月13日（週二）凌晨1點許，診斷

結果還是A型H1N1流感。那時候，我們教會的

主任牧師來電告知已聯繫本教會，李禧善牧師

（萬民全體支教會總指導教師）為我做了禱

告，並要我接受三次李載祿主任牧師的醫治禱

告。因此，妻子經醫生允准後，進入隔離病房

見我，並將手機置於我耳邊，使我接受主任牧

師的醫治禱告。到了凌晨六點，出現神蹟，體

溫竟由40度降到36.5度，恢復了正常。哈利路

亞！

◈

七十五歲的高齡，自病發僅僅十二小時，

體溫就恢復了正常，病狀迅速好轉，醫生也感

到非常驚訝，我得以立即出院。

我們教會在格里高里．科列索夫主任牧師

引導下與「萬民」合一，傳揚聖潔的福音，藉

著GCN節目一同參加萬民中央教會的禮拜。

我不僅努力學習聖經，還參閱主任牧師的

著書《天國（上、下）》、《十字架之道》，

也常閱讀《萬民新聞》，多蒙恩典。並與妻子

一同參加「2010年特邀李載祿牧師愛沙尼亞聯

合盛會」，極富生命的講道和無數人得蒙醫治

的權能作工場景，至今記憶猶新。

權能的禱告，使我重生，脫離瀕死的危

機，將所有感謝和榮耀歸與神，感謝為我禱告

的主任牧師。

年逾半百，視力好轉，哈利路亞！

金光錫執事（49歲，萬民中央教會 2大大12教區）

藉著李載祿牧師的醫治禱告，

A型H1N1流感得醫！

診斷結果

▲ 2017年5月，左右視力分別為0.9、0.5，2018年5月檢測均為1.5。

維克托．特西加聶恩科聖徒

（75歲，愛沙尼亞 真理之源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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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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