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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道‧潘會長
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

「不用我的名字稱呼的，怎

會是我的教會呢?因為一個用摩
西的名字稱呼的教會，是摩西的

教會；用某人的名字稱呼的，是某

人的教會；但是如果用我的名字稱

呼，如果建立在我的福音上，那就

是我的教會。」3

我們遵照所接受到的啟示，

稱呼我們的教會為耶穌基督後期

聖徒教會，而不是摩爾門教會。別

人稱本教會為摩爾門教會或稱我

們為摩爾門教徒是一回事，我們

這樣稱呼自己又是另一回事。

總會會長團聲明：

「就我們向全世界宣揚救主

之名的責任而言，使用主所啟示的

教會名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

會（教約115：4）──已經愈來愈
重要了。因此，我們要求各位在提

到教會時盡可能地使用全名。⋯⋯

「在提到教會成員時，我們

建議用『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的成員』；至於簡稱則以『後期

聖徒』為佳。」4

「〔後期聖徒〕談論基督，

我們因基督而快樂，我們傳揚基

督，我們預言基督，我們依照我

們的預言記錄，好使我們的子孫

知道去哪裡尋求罪的赦免。」5

世人會用他們喜歡的方式稱

呼我們，但我們在言談中要始終牢

記，我們屬於耶穌基督的教會。

有些人宣稱我們不是基督徒。

這些人若不是完全不了解我們，就

是有所誤解。

本教會中的每項教儀，都是

藉著耶穌基督的權柄並奉祂的名

在
400年前，由於威廉‧丁
道爾的卓越貢獻，詹姆士

王欽定本聖經得以出版。

丁道爾在我眼中是個偉大的英雄。

當時的神職人員為了不讓聖經

以通俗英文出版，四處追捕丁道爾。

他對他們說：「如果神保住我的性

命，那麼不出幾年，我就會讓一個

犁田的男孩比你們更懂經文。」1

丁道爾遭人出賣，被囚禁在布

魯塞爾一間冰冷漆黑的監獄裡一年

多。他的衣服殘破不堪，於是央求獄

卒把外套和帽子還給他，並給他一根

蠟燭，他說：「獨自坐在黑暗中，實

在令人厭倦。」2他的要求被拒絕

了。最後，他被帶離監獄，在一大群

人的面前被處以絞刑，然後綁在木樁

上焚燒。但威廉‧丁道爾的貢獻及他

的壯烈成仁並沒有白費。

後期聖徒兒童從小就被教導

要了解經文，他們或多或少實現了

威廉‧丁道爾在四個世紀前所作的

預言。

今日我們的經文包括聖經、

摩爾門經：耶穌基督的另一部約

書、無價珍珠，以及教義和聖約。

由於摩爾門經的緣故，我們

經常被稱為摩爾門教會，這個稱

呼雖然不致令我們憤怒，但卻一

點也不正確。

在摩爾門經中，尼腓人奉主

的名向父禱告，因此主再度拜訪他

們。主說：

「你們希望我給你們什麼呢?
「他們對祂說：主啊，我們

希望您告訴我們要用什麼名字稱

呼這教會；因為人民為這事爭論。

「主對他們說⋯⋯，為什麼

人民要為這事抱怨和爭論呢?
「他們沒有讀過經文嗎?經文

說你們當承受基督的名⋯⋯。因為

在末日你們必以這名被稱呼；⋯⋯

「所以你們無論做什麼，都

要奉我的名；所以你們要用我的名

稱呼這教會，奉我的名祈求父，

求祂為我的緣故賜福給教會。

由聖靈帶領
我們每個人都能獲得啟示之靈和聖靈的恩賜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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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6 原始教會的組織中有使

徒和先知，我們也是一樣。7

主在古代召喚和按立十二使

徒。祂後來遭到背叛，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復活之後，救主教導

祂的門徒40天，隨後升上天去。8

但是仍欠缺某些事物。幾天

後，十二使徒聚在一間屋子裡，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

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屋

子，⋯⋯舌頭如火焰⋯⋯，分開落

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被聖

靈充滿。」9 使徒們因此被賦予能

力。他們了解到，救主賜給他們的

權柄和聖靈的恩賜是建立祂的教

會時所不可或缺的。他們受到命

令，要為人施洗，並且授予聖靈的

恩賜。10

後來，使徒離開人世，他們

持有的聖職也喪失了。管理教會

的權柄和能力必須在世上復興。

許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期盼這

項權柄和主的教會能重回世上。

1829年，施洗約翰和使徒彼
得、雅各、約翰將聖職復興給約

瑟‧斯密和奧利佛‧考德里。今

日，本教會配稱的男性成員都被

按立聖職。這項權柄和相關的聖

靈的恩賜，使我們與其他教會有

所區別。每位教會成員在洗禮之

後，都被授予聖靈的恩賜。

早期的一項啟示指示，要 
「每個人得以奉主，神，即世界救

主的名說話。」11 今日教會的事工

由平凡的男女執行，他們蒙召喚和

支持去主領、教導及管理。那些蒙

召喚的人藉著啟示的力量和聖靈的

恩賜獲得指引，了解主的旨意。別

人或許無法接受預言、啟示和聖靈

的恩賜這類的事，但如果他們要對

我們有真正了解，就必須知道我們

接受這樣的事。

早在世人發現某些物質會造

成危害之前，主就已經向約瑟‧斯

密啟示了智慧語這項健康律法。我

們每個人都受到教導，要禁絕茶、

咖啡、酒、菸草，當然還有各類毒

品和令人上癮的物質；這些都是我

們的年輕人隨處可見的東西。遵行

這項啟示的人得到應許，他們「將

獲得他們肚臍中的健康和他們骨頭

中的骨髓；

「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識的大

寶藏，甚至隱藏的寶藏；

「也必奔跑卻不困倦，行走

卻不疲乏。」12

主在另一項啟示中頒布祂的

道德標準，祂命令生育子女的神聖

能力必須受到保護，並且僅能用於

一男一女的夫妻之間。13 濫用這項

能力的嚴重性，僅次於流無辜者的

血和否認聖靈。14 如果一個人違

反這條律法，悔改的教義已教導

該如何除去此項違誡的影響。

每個人都會受到考驗。有人

可能會認為自己必須承受別人不

須面對的誘惑，而覺得不公平。但

是，塵世生活的目的就在於此──

即接受考驗。給每個人的答案都

是一樣的：我們必須而且也能夠

抗拒各種誘惑。

「偉大的幸福計畫」15 以家庭

生活為中心。丈夫帶領家庭，妻子

則是家中的核心，彼此在婚姻中是

平等的夥伴。後期聖徒男性是顧家

的人，忠於福音，也是有愛心、全

心付出的丈夫和父親，並且敬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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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妻子的要支持自己的丈夫。

父母雙方都要教養子女，使孩子的

靈性得以成長。

後期聖徒受到教導要彼此相

愛，並且真誠地寬恕他人的冒犯。

有位充滿聖徒精神的教長改

變了我的生命。他與心愛的人結了

婚，彼此深愛著對方。不久後，她

就懷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嬰兒出生的那天晚上發生了

一些狀況。唯一的醫生到鄉下某

個地方看病去了。陣痛幾個小時之

後，這位將為人母的孕婦情況相當

危急。後來，總算找到醫生了。由

於情況緊急，他很快就採取行動。

過了不久，嬰兒出生了，危機似乎

已經解除。但幾天後，這位年輕的

母親去世了。她受到醫生當晚治療

另一位病人後所帶來的病菌感染。

這個年輕人的世界頓時支離破

碎。接下來幾個星期，他的悲痛加

劇，除了這場悲劇以外，其他的事

都無心思考，而且由於心懷怨恨，

他的言行對人造成了威脅。如果是

在今日，他恐怕早已堅持提出醫療

訴訟，宛如金錢能夠解決一切。

有一天晚上，有人敲他家的

門。那是位小女孩，她說：「爸爸

要你來我家，他想跟你談話。」

她所說的「爸爸」就是支聯

會會長。這位睿智的領袖勸告他

時，只是說：「約翰，算了吧。

不管你做什麼，都沒辦法讓她復

生。你做的事只會讓事情變得更

糟。約翰，算了吧。」

這場悲劇是我這位朋友所面

臨的考驗，怎能這樣就算了?不幸
的錯誤已經發生了。他努力按捺

自己的情緒，最後決定聽從這位

睿智的支聯會會長給他的勸告。

他就此罷手。

他說：「當我想通的時候，

年紀已經很大了。我終於明白，那

位可憐的鄉下醫生不僅工作超時、

報酬低廉，還得奔波照顧許多病

人，甚至在醫藥不足、沒有醫院可

供看診、器材稀少的情況下，他仍

然努力挽救生命，而且也成功救了

大多數人的生命。他在生死關頭

趕到，要兼顧兩條垂危的生命，

但他立即採取行動，沒有絲毫耽

擱。我終於懂了！」他說：「我

差點就毀了自己和別人的人生。」

他多次跪下來感謝主，有這

麼一位睿智的聖職領袖簡單地勸

告他說：「約翰，算了吧。」

我們在生活周遭看到有些教

會成員覺得受到冒犯。有些人由於

教會歷史上所發生的事件或教會領

袖而感到被冒犯，使整個生活陷

入痛苦之中，對他人的過錯無法

釋懷。他們無法就這樣算了，因

而變得不活躍。

那樣的態度有點像是一個人

被棒子打到而動怒，因此終生每天

都拿著棒子往自己頭上敲。這是多

麼愚蠢、多麼可悲啊！那樣的報復

只會傷害自己。如果你曾被冒犯，

要寬恕、要釋懷，並且就此罷手。

摩爾門經裡提出這項警告：

「如果有錯誤，那是人的過失；因

此，切勿指責神的事，好使你們

在基督的審判寶座前，被判為潔

淨無瑕。」16

後期聖徒再平凡不過了。現

在世界各地共有一千四百萬名後期

聖徒，而這只是開始而已。我們受

到教導，要生於世但不屬於世。17

因此，我們是平凡的家庭，與一般

大眾同樣過著平凡的生活。

我們也受到教導，不可說謊、

偷竊或欺騙。18 我們不說褻瀆的

話。我們對生活抱持正面、樂觀的

巴西，聖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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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不會對人生感到畏懼。

我們「願意與哀者同哀，⋯⋯

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願意隨時隨

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證人。」19

如果有人在找一個不需要付

出的教會，那絕不是我們的教會。

作一名後期聖徒並不容易，但是從

長遠看來，這是唯一真實的道路。

無論遭遇怎樣的反對勢力，

或是「各地有戰爭、戰爭的風聲和

地震」，20 都沒有任何力量或影響

力能阻止這事工。我們每個人都

能獲得啟示之靈和聖靈的恩賜的

引導。「要阻止全能者從天上傾

下知識到後期聖徒頭上，就好比

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臂，想使密蘇

里河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或使

河水倒流一樣。」21

如果你內心有些沉重的負

擔，要釋懷、讓它過去。要多多寬

恕，加上一些悔改，就會有聖靈與

你同在，向你證實你以前不知道但

確實存在的事物，因而得到見證。

你和你的家人都會蒙受眷顧和祝

福。我要邀請你們歸向祂。主親自

宣告：這個教會──耶穌基督後期

聖徒教會是「整個地面上唯一真實

而活著的教會」。22 這是我們找到

「偉大的幸福計畫」23 的地方。我

為此作見證，奉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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