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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特‧高查利長老
七十員會長團

去
年十月，我和內人陪同尼

爾‧安德森長老夫婦，參

加阿根廷哥多華一座新聖

殿的動土典禮。按照慣例，我們在

典禮後舉行了記者會。有位教會外

的記者表示，她注意到教會的弟兄

非常愛護自己的妻子。接著她突然

問道：「這種狀況究竟是實際情形

或是虛構的假象?」我確信她看到
並感受到教會成員與眾不同的某些

地方。她可能注意到教會成員渴望

跟從基督。教會在世界各地的成員

都有這種渴望。同時，千百萬名教

會外的人也都有跟從基督的渴望。

內人和我近來很敬佩在迦納

和奈及利亞看到的人民，他們大多

數不是本教會的成員。我們很高興

從他們在家中的談話、車上、牆壁

和廣告看板上，看到他們渴望跟從

基督。我們不曾見過任何地方有這

麼多基督教的教會如此密集。

身為後期聖徒，我們有責任邀

請千百萬這樣的人前來，看我們的

教會在他們現有的美好事物之外，

還能再為他們增添什麼。任何人

──不論其風土民情為何──都能

親身知道先知約瑟‧斯密曾在異象

中看見父與子。他們能夠知道天上

的使者已復興了聖職，摩爾門經是

耶穌基督的另一部約書。主對以諾

說：「天上降下正義，地下發出真

理，為〔父的〕獨生子作見證。」1

救主應許：「跟從我的，就

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2 基督的信徒會效法救主的

典範，走在光明裡。有兩項特徵

可以幫助我們明白自己跟從基督

的程度。第一，基督的信徒充滿

愛心。第二，基督的信徒會訂立

和遵守聖約。

第一個特徵「充滿愛心」可

能是哥多華那位記者從教會成員身

上所注意到的一件事。我們跟隨基

督，是因為我們愛祂。我們若出於

愛去跟隨救贖主，就會效法祂的榜

樣。憑藉著愛，救主在任何情況下

都服從父的旨意。即使在身體和精

神上面臨極大的痛苦、被鞭打和嘲

弄、受敵人折磨、被朋友離棄，救

主依然服從。贖罪犧牲是救主獨特

的使命，也是世上最偉大的愛心表

現。「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3

就像基督在任何情況下都跟

隨父一樣，我們也應當跟隨祂的

兒子。我們若這麼做，則無論遭受

到什麼樣的迫害、苦難、悲傷，或

是「肉體上的刺」4，都不會是問

題。我們並不孤單，基督會協助我

們。祂溫柔的慈悲會使我們在任何

情況下都強而有力。5

跟隨基督可能意謂要和摩押

人路得一樣，要拋棄許多摯愛的

事物。作為一位新歸信者，她出

於對神及對拿俄米的愛，拋棄了

一切來奉行她的宗教。6

跟隨基督也意謂著要忍受逆

境和抗拒誘惑。約瑟年輕時被賣

掉為奴，失去了他所愛的一切。後

來，有人引誘他違反貞潔，他抗拒

誘惑，說道：「我怎能作這大惡，

得罪神呢?」7 他對主的愛勝過任

何逆境或誘惑。

今日，我們在世界各地也看

到許多現代的路得和約瑟。住在厄

瓜多瓜亞圭爾的吉米‧奧維拉弟兄

收到傳道召喚時，他的家人非常不

諒解。在他動身起程的那一天，家

人告訴他，他要是走出家門，就不

再是那個家的一員。他傷心地走出

家門。在傳教期間，由於家人獲得

了許多祝福，他母親還請他在傳道

地區留久一點。如今奧維拉弟兄擔

基督的信徒
基督的信徒會效法救主的典範，走在光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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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某個支聯會的教長。

真心地愛基督會使人獲得所

需的力量來跟隨祂。主教導了這項

真理，祂問彼得三次：「你愛我

嗎?」彼得再三聲明他愛主後，主
告訴彼得將來會遇到許多艱難，然

後訓示他說：「你跟從我吧！」我

們也可以拿救主問彼得的問題來問

自己：「你愛我嗎?」接著響應 
「你跟從我吧！」8 這項召呼來採

取行動。

在努力變得服從方面，愛在

我們心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我

們對救主的愛會激勵我們遵守祂

的誡命。對父母或配偶的愛也會

激勵我們去遵守福音原則。我們

待人的方式，反映出我們在彼此相

愛方面服從救主的程度。9 我們若

停下來協助他人，「在一切事上完

全誠實正直」，10 並且訂立和遵守

聖約，就是愛祂的表現。

基督信徒所具有的第二項特

徵，就是像基督一樣訂立和遵守

聖約。摩羅乃指出：「基督所流的

血⋯⋯在父的聖約中免除你們的罪

惡的血，在基督中被聖化，那樣你

們便成為神聖而沒有污點。」11

先知約瑟‧斯密教導，甚至

在大地組織以前，在天上就訂立

了聖約。12 古代的先知和教長也

都訂立聖約。

救主本身樹立了榜樣。祂為

盡諸般的義，接受持有適當權柄

者的施洗。救主藉由洗禮，向父證

明祂願意服從，遵守父所有的誡

命。13 和古代一樣，我們也跟隨基

督，藉由聖職教儀訂立聖約。

對於教會外千百萬人來說，

訂立聖約就是在他們現有的美好事

物外，可以增添的部分。訂立聖

約是愛的表現，也是向基督表明

我們愛祂，因此願意跟隨祂的一

種方式。

聖約包含了應許，「即永生

的祝福。」14 我們若記住所立的聖

約，萬事必共同效力，叫我們得益

處。15 我們必須訂立聖約和遵守聖

約，才能獲得聖約的一切應許。

愛主並記得聖約，會幫助我們遵

守聖約。領用聖餐是記得聖約的

一個方法。16 另一個方法是經常去

聖殿。我記得有對住在南美洲的年

輕夫婦想要分居，因為他們相處不

來。有位聖職領袖勸告他們去聖

殿，並特別留意聖殿中的聖約內

容及應許。他們照著做了，因而

挽救了他們的婚姻。我們所立的

聖約其力量大過於我們所面臨或

可能面臨的任何挑戰。

在福音中不活躍的教會成

員，請回來吧。藉由領受聖餐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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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理查長老
七十員

身
為外科醫生，我發現自己

專業領域中大半的時間都

花在處理病痛的問題上。

我幾乎每天都要開刀，大部分的

心力都在設法控制和減輕病人的

疼痛。

我曾思索病痛的目的。沒有

人能免於病痛的折磨。我看到人們

在面對病痛的態度上截然不同。

有些人在憤怒中背離神，也有些

人因他們的病痛而與神更加接近。

我跟大家一樣，也有過病

痛，而疼痛是療癒過程中的一

個指標。疼痛往往教我們學習忍

耐，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英文中要

用代表忍耐的這個字（patient）
來稱呼病人吧。

奧申‧惠尼長老寫道：「我

們所忍受的痛苦、所經歷的考驗

絕不會徒勞無功。那會幫助我們學

習，培養耐心、信心、感恩和謙卑

等特質⋯⋯透過悲傷、受苦、辛勞

與苦難，我們才能獲得在世上應受

的教育」。1

羅拔‧海爾斯長老也曾說過

類似的話：

「痛苦會使你謙卑，使你思

考；我很感激有這樣的經驗 ⋯⋯
「我學習到在大手術之後，

身體的疼痛和痊癒，與悔改過程

中所經歷的靈性痛苦和痊癒，有

異曲同工之處。」2

我們所遭受的許多苦難，並

不一定都是我們的錯。突發事件、

衝突或某些令人失望的情形、突

如其來的疾病，甚至周遭之人的死

亡，都會影響我們的人生經驗。此

外，我們也可能因為別人的行為而

受苦。3 李海指出，雅各「⋯⋯由
於〔他〕哥哥的粗暴⋯⋯〔而〕飽

經痛苦和憂傷。」4 對立是天父幸

福計畫中的一環，我們所經歷的

對立足以讓我們意識到天父的愛，

並體會到我們需要救主的幫助。

贖罪治癒一切的痛苦
我們每個人今生最大的挑戰就是「藉著主基督的贖罪 
而成為聖徒」。

聖殿，來感受記得和更新聖約的祝

福。這麼做是愛的表現，表示你願

意成為基督的真正信徒。這會讓

你有資格獲得神應許的一切祝福。

對於教會外的人，我邀請各

位運用信心、悔改，讓自己有資

格在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裡接

受洗禮聖約。這麼做便表明了你

對天父的愛及願意跟隨基督。

我見證，只要我們遵從耶穌

基督福音的教導，就會更加幸福。

只要努力跟從祂，天上的祝福必

會臨到我們。我知道只要我們訂立

和遵守聖約，成為基督的真正信

徒，祂的應許必會實現。我見證

祂深愛我們每個人，奉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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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第42頁；see also Spencer 
W. Kimball, “Be Ye Therefore Perfect” 
(devotional address, Salt Lake Institute 
of Religion, Jan. 10, 1975)： 
「我們在來到塵世之前，已在天上立下

莊嚴誓約。⋯⋯我們已立下聖約，在我

們接受世上的職分之前就立下聖約。」

13. 見尼腓二書31：5-7。
14. 亞伯拉罕書2：11。See also John A. 

Widtsoe, “Temple Worship” (lecture, 
Assembly Hall, Salt Lake City, Oc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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