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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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 摩西書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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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並未袖手旁觀；祂曾親

身經歷，因此對我們所遭遇的痛苦

能感同身受。

「祂承受所有人的痛苦，是

的，承受⋯⋯每一個人，包括男

人、女人和小孩的痛苦」。5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6

有時候，我們陷入痛苦深淵

時，會不禁問道：「在基列豈沒有

乳香呢?在那裡豈沒有醫生呢?」7

我見證，答案乃是肯定的，確實是

有一位醫生。耶穌基督的贖罪能治

癒這一切情況並達成今生的目的。

另外有一種痛苦是我們自己

要負責的。藏在靈魂深處的靈性

痛苦，如同撲不滅的痛苦，甚至像

阿爾瑪所形容的，如同被「難以形

容的恐懼所苦」那般。8 這痛苦來

自於尚未悔改的罪行。對於這種痛

苦，也有一種普遍和絕對可以治癒

的良方，那良方是藉由子耶穌從父

而來，提供給每個願意做一切必

要之事來悔改的人。基督說：你

們「現在還不轉向我，悔改你們的

罪而歸信，讓我治癒你們嗎?」9

基督曾親自教導：

「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

舉於十字架上；我被高舉於十字架

後，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

「因此，我將憑藉父的大

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10

也許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持

續個別地幫助我們每個人，給予

提升、祝福、強化、支持、引導和

寬恕。

如同尼腓在異象中所見的，

基督在塵世的許多聖工都致力於造

福他人，醫治在身體、情緒和靈性

上罹患各種疾病的人。「我看到一

群人，有的生病，有的身受各種疾

病的折磨，⋯⋯天使將這一切事情

告訴我，並顯示給我看。神的羔羊

的權能治癒了他們。」11

阿爾瑪也預言：「祂必到各

處去，受盡各種痛苦、折磨、試

探，⋯⋯承擔人民痛苦、疾病 ⋯⋯
「使祂的心腸能因肉身而滿懷

慈悲，這樣祂才能⋯⋯了解如何依

照祂人民的軟弱來救助他們。」12

有一天夜裡，我躺在醫院的

病床上，這回的我不是醫生而是病

人。我一遍又一遍地讀著這幾節經

文，思索著：「這是如何做到的?
是為了誰?要怎樣才符合資格?這就
像罪得到寬恕一樣嗎?我們需要贏
得祂的愛和幫助嗎?」我在沉思中
了解到，基督在塵世生活中選擇

去體驗痛苦和憂傷，使祂能了解

我們。或許我們也需要經歷深刻

的人生經驗，才能了解祂和我們

的永恆目標。13

亨利‧艾寧會長教導我們： 
「當我們必須在苦難中等待救主應

許的救助時，明白祂從親身經驗中

知道如何治癒和幫助我們，會讓我

們得到安慰⋯⋯對這種能力有信

心，會讓我們有耐心祈禱、工作，

並等待救助。祂原本可以透過啟示

就知道如何救助我們，但是祂選擇

透過親身體驗來獲知這項知識。」14

那天晚上，我感覺自己被「環

抱在祂愛的手臂裡」。15 感激的淚

水浸溼了我的枕頭。後來，我讀到

馬太福音中關於基督塵世傳道的記

載時，又發現了另一件事：「〔祂〕

到了⋯⋯，有人帶著許多〔人〕⋯⋯

來到耶穌跟前，祂⋯⋯治好了一切

有病的人。」16 祂治癒了所有來找

祂的人；沒有任何人受到拒絕。

如同達林‧鄔克司長老所教

導的：「治癒的祝福來自許多不

同的方式，每一種都合乎我們個

人的需要，而深愛我們的神知道

我們的需求是什麼。有時是藉著

醫好我們的疾病，或是解除我們

的重擔來『治癒』我們，但有些

時候，則是藉著賜我們力量、理

厄瓜多，圭亞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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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力或是耐心承受加諸身上的重

擔，來『醫治』我們。」17 所有願

意前來的人都「被耶穌緊緊抱在

懷裡」。18 藉由祂的大能，所有的

靈魂都能被治癒，所有的痛苦都

能得到撫慰。我們可以在祂裡面

找到靈魂的「安息」。19我們今生

的情況或許不會立即改變，但我們

的痛苦、煩憂、苦難和恐懼將被

吞沒於祂平安和醫治的油膏中。

我注意到，孩子們往往很自

然地就接受病痛和苦難。他們謙

卑、溫順地默默承受。我從他們身

上感受到一股美好愉快的氣息。

十三歲的雪麗因脊椎上長腫

瘤而進行了14個小時的手術。她在
加護病房醒來時，說：「爸爸，雪

柔阿姨在這裡，⋯⋯諾曼爺爺⋯⋯

和布朗奶奶也在這裡。爸爸，站

在你旁邊的是誰?⋯⋯他長得很像
你，只是比你高一點⋯⋯他說是你

弟弟吉米。」她的叔叔吉米13歲時
死於纖維化囊腫。

「雪麗花了將近一個小時⋯⋯

描述每位訪客，全都是過世的親

人。隨後她精疲力盡地睡著了。」

後來她告訴父親：「爸爸，

加護病房裡的每一個小孩都有天

使幫助他們。」20

救主對我們每個人說：

「看啊，你們是小孩，現在

不能擔當一切；你們必須在恩典

和真理的知識中成長。

「不要怕，小孩們，因為你

們是我的⋯⋯

「因此，我在你們中間，我

是好牧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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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這過程中，最常用來

衡量的，或許就是你我所經歷的

痛苦。在極度痛苦時，我們的心

可以變得像小孩那樣，去謙抑自

己，並「祈禱、工作、（耐心地）

等待」23 我們的靈魂和身體得到醫

治。就像約伯一樣，我們通過考

驗的淬鍊後，「必如精金」。24

我見證，祂是我們的救贖主、

我們的朋友、我們的中保，祂是偉

大的醫生和治療師。只要我們懷著

謙卑的心歸向祂，便能在面臨痛苦

和罪惡時從祂那裡得到平安與安

慰。祂的「恩典是充分的」。 25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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