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和華是醫治者

凡果必有因，患病也必有其因。病因是什
麼？如何才能尋見醫治的耶和華神？

神之作為，不可否認！

WCDN第十五屆波蘭研討會上，各國醫生們發
表藉著李載祿主任牧師禱告治癒的醫治病例，將
榮耀歸與神。

為榮耀主而聚的世界各地基督教醫生們

從醫學角度佐證憑靠創造主神的權能得醫
的各種病例，在這末時喚醒知識階層的WCDN事
工。

02   生命之道
喜樂洋溢、確信滿滿的WCDN事工   

以各種醫學資料證明神的作工，被完全符合
聖經的醫治病例和奇妙事工感動的與會者們。

2018年6月16日和17日，WCDN

「第十五屆基督教醫學研討會」在

波蘭首都華沙以「靈性、醫學、科

學」為主題舉行。WCDN（世界基督

徒醫生聯網）是對靠神權能治癒的

病例從醫學角度佐證的全世界基督

徒醫生聯盟，每年選在一個國家舉

辦超教派研討會。

今年研討會有以色列、俄羅

斯、西班牙、義大利、保加利亞等

十七國四百餘名醫生和醫學界從業

人士參加，用英語、波蘭語、俄

語、西班牙語同步傳譯。為期兩天

的研討會發表十二件醫治病例和四

場特別講座。

會前敬拜、讚美，各國與會人

員介紹完畢，籌委會主席達利亞．

餘茲納爾博士致歡迎辭，宣佈研討

會開始。首先由安得烈．卡基洛夫

斯基博士（WCDN以色列負責人），

介紹WCDN設立者理事長李載祿牧師

的人生和聖工，以及訪韓與李載祿

牧師會面的印象和感觸。

 「準備研討會過程中，結識很

多醫學專家，我認為這些專家學者

研討發表超自然的神之作為是極具

意義的事。我相信藉著理事長李載

祿博士的禱告治癒的眾多病例，以

及李載祿博士為神、為主、為眾靈

魂的付出和犧牲必會給基督徒醫生

們帶來極大感動。所以我準備今天

的講座，介紹我親眼所見、親身體

驗、親身感受的李載祿博士的生活

和聖工，以及他的謙遜和仁愛。」

接著，WCDN會長蔡潤錫博士致

歡迎詞，播放理事長李載祿牧師的

權能事工介紹視頻資料後，正式進

入醫治病例發表環節。今年研討會

共發表了七件接受李載祿牧師的禱

告得癒的國內外聖徒醫治病例。

盧貝卡•坦切娃博士（保加

利亞）的腦出血治癒病例、奧列沙

•塔娜斯醫生（摩爾多瓦）的上腕

骨骨折醫治病例、丹尼爾•布恩特

斯博士（墨西哥）的膽囊疾病得醫

病例、巴赫•布尼亞坦博士（亞美

尼亞）的心臟衰竭痊癒病例、金俊

成博士（韓國）的視力恢復病例，

尤其是楊昌奎博士（韓國）鬼附之

人得釋放的病例，深入解析屬靈世

界，讓與會者們認識到醫學的有

限，更加確信解決了靈性問題，病

患肉體的疾病隨之能癒。

另外，大衛．余博士（新加

坡）發表的藉著「務安甜水」醫治

的病例格外引人注目。就像瑪拉的

苦水變甜的聖經奇事（出埃及記15

章25節），藉著李載祿牧師的禱告

務安萬民教會前海的鹹水變甜後，

疾病得醫，乃至瀕死的動、植物活

過來等等，權能作工大得彰顯。 

此外，波蘭醫生們發表結合醫

學手段和中保禱告，腹膜炎、乳腺

癌、腦中風、腦下垂體腫瘤、先天

性胎兒畸形等五件治癒的病例。隨

後是第二場講座，介紹依據李載祿

牧師證道「生命的種子」製作的DVD

影像資料，第三場講座是蔡潤錫博

士發表的「致病的根由」。

特米特裡．克魯賓醫生（烏克

蘭）感言：「靈性和醫學，非常有

創意！聽了講座，我得知解決疾病

問題，從靈性方面著手的方法。」

最後一場是但以理．羅建牧師

（WCDN中東地區協調員）的「以色

列的過去，現在，未來」。

此次研討會籌委會主席達利

亞．余茲納爾博士表示：「親聞藉

由禱告彰顯的神之醫治作為，是一

件令人激動的事。各種醫治病例、

助長靈性的講座、感動的演出等

等，所有一切都是那麼完美。感謝

大力支持、愛心代禱的李載祿博

士！」

本教會藝能委員會演出隊，

包括用當地六種語言獻詩獻舞，以

波蘭傳統舞等滿有靈性的演出，給

會眾帶去恩典與感動。活動場所入

口處陳列《十字架之道》、《天

國》、《地獄》等李載祿主任牧師

信仰書籍的展示，渴慕靈性成長的

人們接踵而至。

從醫學角度佐證權能，厥功甚偉！
WCDN第十五屆波蘭研討會 十七國四百餘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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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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祂

願所愛的兒女遠離疾病，健康生活。一切的結

果,皆有原因。瞭解患病之由，得醫痊癒就不

難了。那麼，人為什麼會得病？如何才能尋見

醫治的神？

 

第一，預備神喜悅的器皿──「信心」

講述耶穌行跡的四福音書記載耶穌所到之

處，瞎子看見、聾子聽見、癱子行走，以及痲

瘋病等各種疾病得醫，甚至死人復生。

如此耶穌行了大權能，但並非所有人都

得了醫治。「信」得不得神認可，結果即不一

樣。凡憑信來到耶穌面前的人，無論求什麼都

得了應允（馬太福音9章18至26節；馬可福音

10章46至52節）。甚至本人不能前來，若有

親人代為憑信祈求，同樣可得醫治，榮耀歸與

神。

◈

馬太福音2章中記載，四個人抬著一個癱

子來見耶穌，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

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

子都縋下來。因為他們相信面見耶穌必得醫

治。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治好癱子，使他行

走。照此，為了得蒙創造萬有的神作工顯應，

必須預備器皿──「信心」。

憑世上醫學雖有不治、疑難病症，但靠神

的權能，沒有治不了的病。坐輪椅來的人，自

力行走，甚至跑跳。盲人看見、聾啞人說話，

生命垂危的人憑信接受禱告亦能康復。為了得

蒙神的應允，我們首先要找到致病的根由。

第二，致病的根因

1.犯罪所致

起初，神創造天地，這地上並沒有疾病、

痛苦、災禍、死亡。然而，起初的人亞當犯罪

被逐出伊甸園後，萬物被咒詛，就有病菌和病

毒滋生，傳播病原體的有害生物出現。環境

污染引發的疾病、先天或後天性殘疾也出現

了。就這樣因為亞當犯罪，罪就成了一切病患

的根由。

出埃及記15章26節：「……守我一切的

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

上……」照此，神藉著經文告訴我們疾病的根

源即為罪。同時也告訴我們，只要謹遵神道而

活，就能蒙神看顧保守，遠離一切疾病。

當然，如約翰福音9章所記，如生來是瞎

眼的人那樣，也有例外，但絕大部分都是因罪

所致，所以我們首當解決的是罪的問題。耶穌

醫治病人，也是先赦了其罪（馬可福音2章5

節）。照此，患病的人首先當行的，是對未能

遵守神道的部分深省悔改。

2.破壞肉體規律所致

沒有照顧好自己的身體，長期從事有害健

康的工作，烙下痼疾的現象也是常見。勞累

過度，或暴飲暴食的不規則飲食習慣，營養攝

取不均；長期攝取像煙酒一樣的有害健康之

物；明知有害健康，因慾望難抑、不知節制、

貪心未泯，隨意對待自己的身體。正因如此

而破壞了神所創造的肉體規律，才得不到保

守。

我們的身體蒙神所賜，應該懂得珍惜呵

護，當分別為聖。所以這種情況若要得醫治，

必須對在神面前行得不正之處深省悔改。

3.神經、精神因素所致

長期的憂思煩慮造成精神上壓力過大；極

度憤怒、仇恨、悲傷等久壓心底，終必成疾。

引發神經衰弱、憂鬱症、躁鬱症等神經系統或

精神上的異常，甚至造成身體其它部分出現問

題。精神脆弱，管不住己念，守不住己心，極

易被黑暗勢力所轄控。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腓立

比書4章6節），「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

告，凡事謝恩」（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18

節），「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

潔」（希伯來書12章14節）。謹遵這些經訓

而活，我們便能遠離疾病的困擾。

人之所以不能饒恕，生恨懷怨，究其原因

乃是心裡殘存仇恨、怒氣、情緒，所以毫無感

恩、喜樂，總是不平不滿、憂慮愁煩，這就是

耶和華是醫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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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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信靠神所致，明顯沒能行出神看為的義，

而這些都是當深省懊悔的部分。

4.仇敵魔鬼、撒但所致

這是指被撒但轄制、被鬼附而遭受痛苦。

有些身體殘疾和病症其實就是仇敵魔鬼帶給人

的。在拜偶像嚴重的家庭中多有出現，這類家

庭試探患難不斷。病痛、自殘、精神異常、酒

精中毒、憂鬱症、自殺等憂患不斷（出埃及記

20章4、5節）。

即使這樣的家庭，只要努力遵守神的教

導，就能蒙得保守。但也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與偶像有牽連的情況。假如名字被父母或祖

輩刻在與偶像關聯的器物上，最好將其塗抹刮

削，除去痕跡。斷開這樣的牽連，方能憑信擺

脫病痛之苦。

此外，祖輩和本人作惡深重，也極易受撒

但攪擾轄控，或被鬼附。在信之人如果受邪靈

攪擾，顯然是因行惡過甚，超過底線所致。精

神異常，失去自制能力，不能聽道，不能悔改

的人，不宜帶到聖殿。需要至親以愛代其徹底

認罪悔改，再憑信來到神面前，接受權能的禱

告。

第三，疾病醫治要訣

1.須拆毀與神隔絕的罪牆

以賽亞書59章1、2節記載：「耶和華的膀

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

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

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照此，人祈求也不

得應允，是因神人之間有罪牆隔絕。所以若要

體驗神的作工，必須先徹底改過自新，拆毀隔

絕的罪牆。

其一，要認不信神的罪、没有接待耶稣基

督的罪。

造人在地上的創造主神愛我們，甚至差祂

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約翰一書4章10節）。不能悟識這愛，沒有信

靠仰賴，就是諸罪中最大的罪。

我們要切記：神活在永在，當我們禱告祈

求時，祂便賜允醫治。必須對不信神的罪、沒

有接待耶穌基督的罪深省懊悔。接待救主，領

受所賜的聖靈，身上的疾病被聖靈的火焚燒，

立刻痊癒的現象常常可見。

其二，若已接待了主，就要對沒有具備真

信而認罪懊悔。

這類情況是沒能從心裡全然信靠神，沒有

真心仰賴救主。遇到問題，他們依賴世上的方

法，而不是依靠神（歷代志下16章）。

相信神全知全能，自然就會專心倚靠。依

賴世上的方法，是對神不信的表露。所以深

省沒有完全向神交託之過，專心仰賴，靠神到

底，顯信而行，神必應允我們的所求。

其三，要對沒有守神誡命之過深省懊悔。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

（約翰一書5章3節）、「敬畏耶和華，在乎恨

惡邪惡」（箴言8章13節）、「人若說『我認

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

（約翰一書2章4節）。聖經中「當行、當禁、

當守、當棄」的教導沒有努力遵守，只是一味

求神醫治的人，無法從神得允。惟有對未能遵

守誡命的過犯深省懊悔，滿懷愛神之心，努力

活出神道時，方可得醫。

其四，要對沒有栽種在神面前只知索求的

過犯深省懊悔。

求醫治、盼應允，必須在神面前栽種顯信

（加拉太書6章7節）。要獻上時間和努力、精

誠撒種。以心靈和誠實禮拜、禱告、為神國忠

心事奉，且要栽種各種禮物獻金（馬太福音6章

21節）。神悅納的並非行為本身，而是其中包

含的心靈馨香。因信心和真誠、愛的馨香得蒙

神的喜悅，醫治和應允之果必速速臨到。有特

殊祈求，更當盡心竭誠栽種顯信。

2.當靠主得備屬靈信心

沒有原罪和自犯罪的耶穌受鞭打流寶血，

是為代贖我們世人的罪。因耶穌受的鞭傷，我

們得醫治（以賽亞書53章5節）。若是相信，

就要宣告已然蒙允，歡喜感恩。方能得賜蒙允

所須的屬靈信心。然而，蒙允之時間卻各有差

異。

按照各人的心志和境況，神用不同的作

工方式顯應。如果得醫治後，仍能持恆信仰

的人，即使眼前信有不足，也能即刻蒙允。當

然，也有隨信心成長，逐步得醫的現象存在。

因為神醫病，旨在拯救靈魂。

而且，即使病患痊癒，若再次犯罪，恐怕

遭遇更加厲害（約翰福音5章14節）。重要的是

得到醫治之後，必須恆切遵守神的教導。當我

們帶著真誠禱告祈求時，神就速速賜允降福。

親愛的各位聖徒：

比神的醫治、應允和賜福更重要的是萬人

得救永居天國。願人人都接待耶穌基督，罪得

赦免，得備神所喜悅的屬靈信心，所求無不得

允，成就全備救恩。奉主聖名祝福！

「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留心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埃及記15章26節）

極其符合聖經的醫治事例和奇妙事工令我感動！

「我從安得烈．卡基洛夫斯基博士介紹李載祿博士生活

和信仰的講座（圖1）中蒙了極大恩典。在生死邊緣得見神

之後，得享成功的人生，成全許多美好的事工。盡顯誠心愛

神、謹守遵行神道而臨到的美福，感謝真信之榜樣的李載祿

博士。」

「研討會上發表的醫治病例，讓我確切見識神醫治的

作為，領悟深刻。生活中遇到難處時，靠神的大能，沒有難

成之事。各樣病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衛．劉博士有關

「務安甜水」的發表（圖2）。海邊的鹹水變甜，且彰顯權

能作工的實證令人驚嘆。因為聖經上就有這樣的神蹟記載，

感人至深。

奧列克．奧斯特列伊科博士（俄羅斯，神經外科醫生）

巴爾雷利醫生（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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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支部負責人（盧貝卡•坦切娃博士）發表

腦出血治癒病例

墨西哥支部負責人（丹尼爾•布恩特斯博士）

發表膽囊疾病治癒病例

亞美尼亞支部負責人（巴赫．布尼亞坦博士）

發表心衰竭治癒病例

李永心勸事（56歲，韓

國）頭痛持續十五天後，突

然痙攣，持續一分鐘左右。

接著翻白眼，左側偏癱，失

去意識。經CT檢查，查出左側額葉有腦出血現

象，翌日查看MRI影像結果，診斷出不止於左側

額葉，右側白質也有出血。

2005年四月，腦出血發生第三天，還在加

護病房的李永心勸事，經家屬代她接受李載祿

牧師的禱告，意識得以恢復。第二次接受禱告

後，左半邊偏癱轉好。第三次接受禱告後，可

以步行，也能握住物件了。

兩週後，5月4日拍攝的MRI檢查顯示，血塊

縮小，周圍腦浮腫也好轉。發生九個月後，CT

檢查顯示，血塊被吸收淨盡，無鈣化現象、未

形成囊腫，完全正常。

馬利亞．馬古雅杜姊妹

（24歲，秘魯）於2014年九

月，突然感覺腹痛，經超音

波檢查，發現膽囊裡有16.5

公厘大小膽結石。她決心憑信得醫，省察悔

改，這期間在夢裡接受李載祿牧師的禱告，此

後確信已得痊癒。經超音波檢查，確認16.5公

厘大小的膽結石消失無蹤。膽管的直徑大概五

公分，膽結石若大於此，是通不過去的，但這

樣的事情竟然發生了。

2 0 1 7年六月，金文生

執事（59歲，韓國）突然腹

痛難忍，診斷出壞疽性膽囊

炎。CT拍片分析，膽囊發

炎，部分已經化膿，膿液向周圍彌漫。極有可

能導致敗血症。不過，憑信接受李載祿牧師禱

告後，化膿穿孔的膽囊恢復正常。當然，完全

沒有使用諸如抗生素或鎮痛劑之類的藥物。

達奇亞娜．塔巴拉努聖

徒（57歲，摩爾多瓦）因心衰

竭和肝腫大、肺心病、循環障

礙，兩腿浮腫，

腹部有積水，面部也浮腫，連呼吸都非常困

難。醫生表示她是右心室肥大，功能低下所致，

若不及時治療，很可能活不過兩週。

她的大兒子發函請求李載祿牧師禱告。2014

年12月24日，李載祿牧師禮拜禱告中，提名為

她做了禱告，她看著禮拜現場直播接受禱告。

此後，胸悶消失，心臟正常搏動，呼吸也變得

順暢。第二天，全身浮腫消退，迅速好轉，到

了2015年1月1日，完全康復。沒多久，她便可步

行、活動自如，甚至可以跑步運動。

超音波圖像

MRI（磁共振成像）

▲	大量腦出血顯示在兩側額葉質內，接受禱告後，巨大的腦血塊縮小。

▲	接受禱告前：超音波檢查，膽囊中發現16.5mm大小膽結石。

▶	接受禱告後：夢裡接受李載祿牧師禱告，膽結石消失。

CT圖像

▲	接受禱告前：膽囊潰瘍化膿，出現穿孔，周圍炎症感染嚴重。

▶	接受禱告後：潰瘍化膿的膽囊，恢復正常。

接受禱告前與後

▲	肺心病導致全身浮腫，呼吸困難。接受超越時空的禱告後，肺心病所致的全身

浮腫盡消。

神是活在永在的權能醫治者！

在波蘭華沙舉辦的WCDN「第15屆國際基督教醫學研討會」上，發表一系列藉李載祿主任牧師禱告治癒的病例，

將榮耀歸與現今依然以權能作工的永活真神。

「腦出血治癒實例給了我很大感觸，因我

見到了神的能力。發生腦出血被送進醫院，然

而接受禱告沒過幾天，腦出血都消失了。這只

能說明藉著禱告，彰顯了神的權能作工。腦出

血是非常嚴重的疾病，如果不能治癒，就會留

有肢體障礙，嚴重影響身心健康。危急時，需

要及時進行外科手術來治療恢復，但這病例顯

然是藉禱告靠著神的能力，完全得醫治的。將

榮耀歸與主。」

「這個病例是確確切切靠權能治癒的。

她未經過任何醫學上的救助，惟接受禱告就得

痊癒。就是因肺心病和心律失常，渾身浮腫，

不能正常呼吸，逐漸垂死之際，藉禱告得醫治

的。身體浮腫消退，真是不容易。從生物學理

論分析，絕非簡單之事。

更加驚訝的是為她禱告的李載祿牧師身在

韓國，而患者遠在歐洲摩爾多瓦。超越時空，

接受禱告而得治癒，千真萬確是神權能的作

工。」





利吉亞．克列索巴醫生（愛沙尼亞，影像醫學專家）

伯里斯．托弗博士（摩爾多瓦，解剖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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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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