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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培勒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弟
兄姊妹們，我希望從外地

來鹽湖城的人都會趁此機

會到鹽湖聖殿廣場上，

享受春天美麗的花朵所綻放的繽

紛色彩與芳香。

春天帶來光與生命的新氣

息──並且透過時序的交替，提

醒我們記得我們的主和救贖主耶

穌基督的一生、犧牲與復活；因

為「所有的事物都為〔祂〕作見

證」（摩西書6：63）。
但在這個美麗的春天及其希

望象徵的背景下，卻是一個充滿不

確定、複雜又混亂的世界。每天的

生活重擔──學業、工作、養育子

女、教會行政與召喚、日常活動，

甚至突發的疾病和悲劇所帶來的

痛苦與憂傷──在在都耗損著我

們的精力。我們要如何擺脫挑戰

和不確定所交織而成的羅網，找

擦敲擊。其中一顆裂開了，在陽

光下閃耀著點點金光。

年輕人注意到老淘客的腰上

繫著一個鼓鼓的皮袋，便說：「我

找的是像你袋子裡裝的那些金塊，

才不是這些小金片呢！」

老淘客把袋子打開給年輕人

看。年輕人以為這下可以看到幾個

大金塊了。可是，令他吃驚的是，

袋子裡裝滿了數以千計的小金片。

老淘客說：「孩子，我看你

似乎只顧著找大金塊，卻沒有把這

些寶貴的小金片裝進你的袋子裡。

耐心收集這些小小的金片讓我賺了

很多錢呢！」

這個故事闡明了阿爾瑪教導

他兒子希拉曼的一項靈性真理：

「藉著微小而簡單的事能成

就偉大的事，⋯⋯

「主以極微小的方法，⋯⋯

促成許多靈魂的救恩」（阿爾瑪書

37：6–7）。
弟兄姊妹們，耶穌基督的福

音很簡單，不論我們想把它弄得多

複雜，它還是簡單的。同樣地，我

們的生活也應當盡量單純，不受

外來不重要的事物所影響，只要

專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就好。

福音裡有哪些寶貴而簡單的

事情，可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清楚

而有目標呢?福音裡有哪些金片，
只要我們耐心地用這一生來收集，

就可以帶來最大的財富，也就是

永生的寶貴恩賜呢?
我相信有一項簡單但深奧

──甚至崇高無比──的原則，包

含了耶穌基督全部的福音。只要我

到內心的平安與幸福呢?
我們常常像波士頓來的那個

年輕商人一樣。他的故事是這樣

的：1849年的時候，這個人趕上了
加州的淘金熱。他變賣了一切，

到加州的河流找尋財富。因為有

人告訴他，這邊的河裡到處都有

大到拿不動的金塊。

日復一日，這個年輕人不斷

地把淘盤放進河裡，卻一無所獲，

只見所堆的石塊越來越高。他心

灰意冷，又身無分文，打算要放棄

了。有一天，來了一個很有經驗的

老淘客，對他說：「孩子，你找到

的石塊蠻多的。」

年輕人回答說：「這裡根本

沒有金子。我打算回家去了。」

老淘客走向那堆石塊，說：

「金子是有的，只是要知道去哪裡

找。」他拿起兩顆石塊，互相摩

經由愛心服務 
得到喜樂
願我們透過簡單的愛心之舉，來表達對救主的愛， 
並感謝祂的贖罪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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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由衷接受這項原則，把它當成我

們生活的重心，它就能潔淨聖化我

們，使我們可以再度住在神身邊。

救主在回答法利賽人的問題

時，談到了這項原則。他問：「夫

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

的呢?」
「耶穌對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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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

如己』」（馬太福音22：36–40）。
我們只有在盡心、盡性、盡

意愛神和基督的時候，才能透過善

行和服務把這種愛分享給我們的鄰

人。救主如果今天來到我們中間，

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愛我們，為所

有的人服務。

我們沐浴在基督純正的愛

──即仁愛──裡時，我們的思

想、感覺和行為也會更接近天父及

耶穌的思想、感覺和行為。我們的

動機和真誠的願望會像救主那樣。

祂在被釘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與

使徒們談到這樣的心願。祂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了」（約翰福音13：34-35）。
救主說的愛是一種積極主動的

愛，不是靠轟轟烈烈的大動作，而

是透過簡單的善舉和服務來呈現。

我們可以透過許多方法，在

不同的情況下，去愛人和為人服

務。我來舉幾個例子。

首先，仁愛要從家裡開始。管

理家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就是實

踐主的訓誡──金科玉律──「無

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馬太福音 
7：12）。花一點時間想一想，假
如有人對你說出無理的言語或做出

輕率的舉動，你會有什麼感受。讓

我們以身作則來教導家人彼此相

愛。

讓我們有許多服務機會的另

一個地方是教會。我們在支會和

分會中，應當時時運用這項金科玉

律，作為言語和行為的方針。我們

待人和善，說支持和鼓勵的話，敏

銳感受彼此的需要，就可以在支會

成員當中營造出溫馨合一的感覺。

有仁愛的地方，就不會說人閒話或

惡言相向。

支會的成員，不論是成年人

或青少年，都可以一起從事有意

義的服務，造福他人的生活。就在

兩個星期前，南美洲西北區域會長

七十員馬可仕‧納許長老在報告中

說，他們藉著指派「在靈中堅強的

人去協助軟弱的人」，正在拯救

數百名較不活躍的成人和青少年。

透過愛與服務，這些人「一個一

個地」回來了。這些義行善舉能讓

所有的參與者──包括施者和受者

──建立起穩固持久的情誼。這樣

的服務會留下許多寶貴的回憶。

回想起多年來我在教會從事的

管理工作，最深刻的一些回憶是我

和支會其他成員一起去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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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我記得我在當主教

的時候，和支會一些活躍成員合

作，到支聯會福利農場去清理地

上利用無氧醱酵作用來保存芻料

的青貯槽。這不是件好差事！有

一個較不活躍的弟兄，很多年沒

有來教會了，應邀來加入我們的

行列。由於他在那個臭氣沖天的

地方和我們一起工作及談話時，

所感受到的愛與友誼，他回到了

教會，後來還和妻子兒女到聖殿

印證。透過服務，我們的友誼造

福了他的子女、孫子女和現在的

曾孫子女。其中許多人都去傳了

教，在聖殿結婚，組織了永恆的

家庭──這偉大的事工是從一項

簡單的行動，即一小片的金子開

始的。

我們可以服務的第三個地方

是社區。我們可以單純地表達愛與

關懷，去幫助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

人。你們許多人都穿過援助之手的

T恤或背心，孜孜不倦地救助遭受
苦難的人，改善你們的社區。日本

仙台支聯會的年輕單身成人最近在

大地震和海嘯過後，提供寶貴的服

務，協助找尋當地的教會成員。可

以為人服務的方式實在不勝枚舉。

誠摯的關心與服務會使我們

與服務的對象結為朋友。從這樣的

友誼中，別人會更了解我們對福音

的熱忱，也會想要更認識我們。

我的好友約瑟‧胡適令長老

曾經談到這項原則所帶來的力量。

他說：「仁慈是偉大的精髓，⋯⋯

是敞開心門，結交朋友的關鍵。它

使人心柔和，塑造深厚持久的友

誼」（「仁慈的美德」，2005年5
月，利阿賀拿，第26頁）。

為天父的兒女服務的另外一

個方法是透過傳道服務──不僅以

全部時間傳教士的身分，也以朋

友和鄰居的身分。光是敲陌生人

家的門，無法使教會在未來大幅

成長的。唯有教會成員和傳教士

通力合作，懷著對神和對基督的

愛，體察他人的需要，並且用愛心

服務的精神加以回應，教會在未

來才有可能大幅成長。

弟兄姊妹們，我們若這麼做，

真心誠意尋求真理的人會感受到我

們的真誠和我們的愛。許多人會想

要進一步了解我們。唯有如此，教

會才會擴展，遍滿地面。光靠傳教

士是做不到的，非得要每位成員的

關心和服務才行。

我們在從事各項服務時，需

要敏於注意聖靈的提醒。那微小的

聲音會讓我們知道誰需要幫助，

以及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來幫助

他們。

賓塞‧甘會長說：「我們在

國度中彼此服務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服務往往就是簡單的鼓勵，

或對日常工作做點舉手之勞的幫

助。但是由這些舉手之勞和刻意

去做的小小善行，⋯⋯帶來的結果

卻是何等偉大！」（總會會長的教

訓：賓塞‧甘，第82頁）。
多馬‧孟蓀會長也勸告說：

「他人的需求隨處可見，我

們每個人也都可以做一些事來幫

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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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安德森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這時，神的聖職已經復興，而主也

著手準備世人迎接祂榮耀重返世

上。這是一個深具美好契機和重責

大任的時代，這也是你們的時代。

你的洗禮表明了你對耶穌基

督的信心。而蒙按立接受聖職，也

讓你的才華和靈性能力得到提升。

你所肩負的一項重責大任就是幫

助世人作好準備，迎接救主的第

二次來臨。

主已任命先知多馬‧孟蓀會長

來領導祂的聖職事工。孟蓀會長對你

們說：「主需要傳教士。」1「每一

位配稱、有能力的男青年都應該準

備去傳教。傳道服務是一項聖職職

責；〔你〕們已獲賜良多，而主期

望〔你〕們去履行傳道的義務。」2

傳教服務需要付出犧牲。當

你響應先知的召喚去服務時，總得

今
晚我要特別針對12到25歲
持有神的聖職的弟兄們演

講。我們經常想到你們，

並為你們祈禱。我曾經說過一個

關於我四歲大的孫子的故事，他用

力地推了他弟弟一把。我的妻子凱

西在安撫了嚎啕大哭的弟弟後，轉

身看著那四歲大的哥哥，關切地問

說：「你為什麼推弟弟呢?」他看
著祖母回答說：「婆婆，對不起，

我的選正義戒指丟了，不能選正義

了。」我們知道各位一直很努力地

選正義，我們非常愛你。

你們曾否想過為什麼自己會在

這個特定的時刻被派到世上?你們
沒有生在亞當和夏娃的時代，也沒

有生在法老統治埃及的時代或中國

的明朝。你們在基督第一次來臨之

後，過了二十個世紀才來到世上。

聖職大會  | 2011年4月2日

準備好世人迎接 
第二次來臨
傳教是你帶領他人歸向基督的神聖機會，能夠幫助人們 
準備好迎接救主的第二次來臨。

「⋯⋯除非我們能無私忘我

地為人服務，否則人生幾乎了無 
目的」（「我今天為他人做了什

麼?」，2009年11月，利阿賀拿，
第85頁）。

弟兄姊妹們，容我再次強

調，天父和祂愛子最重要的品格，

也是我們應當渴望擁有並努力在

生活中培養的特質，就是仁愛的

恩賜；仁愛就是「基督純正的愛」 
（摩羅乃書7：47）。我們若擁有
這項恩賜，就能夠像救主一樣地去

愛人和為人服務。

先知摩爾門教導，這項恩賜無

比重要，他也告訴我們要如何獲得這

恩賜：「所以，我心愛的弟兄們，要

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們滿懷

父賜給祂兒子耶穌基督的真正信徒

的這種愛；使你們得以成為神的兒

子；使我們在祂顯現時像祂一樣，

因為我們必得見祂的真體；使我們

懷有這個希望；使我們被潔淨得像

祂一樣純潔」（摩羅乃書7：48）。
偉大的事是由簡單而微小的

事促成的。就像小小的金片，累

積一段時間後，會變成大財富一

樣；透過微小而簡單的善舉和服

務，我們的生活也能充滿對天父

的愛，熱誠地從事主耶穌基督的

事工，並且在每次幫助別人時都

感受到平安和喜樂。

在復活節即將到來之前，願

我們透過簡單的愛心之舉，在家

庭、教會和社區裡為我們的弟兄姊

妹服務，以表達對救主的愛，並感

謝祂的贖罪犧牲。我這樣謙卑祈

求，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