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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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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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棄某些東西。

關心英式橄欖球比賽的人，

都知道有史以來極富盛名的紐西蘭

黑衫隊，3 他們會得到這稱呼是因

為所穿的球隊制服顏色。能獲選加

入紐西蘭的「黑衫隊」，就像在超

級杯的美式足球隊或世界盃的足球

隊打球一樣。

1961年，當時18歲的亞倫聖
職持有人西尼‧郭穎成為紐西蘭的

橄欖球明星。由於他的傑出表現，

許多人認為他在隔年會入選橄欖

球國家代表隊「黑衫隊」。

就在他19歲，橄欖球生涯前
途無量的關鍵時刻，西尼宣佈將放

棄橄欖球去傳教。有人說他瘋了，

有人說他太傻。4 他們斷言，他在

橄欖球界的機會可能就此斷送。

對西尼來說，重要的不是他

捨棄了什麼，而是在他面前的機會

和責任。他肩負著聖職職責，要用

生命中兩年的時間來宣揚主耶穌基

督的真理以及祂復興的福音。任何

事都無法阻擋他履行職責，即使是

有機會在國家代表隊打球和可能

獲得的盛名都阻擋不了他。5

他蒙神的先知召喚去西加拿

大傳道部傳教。四十八年前的這

個月，19歲的西尼‧郭穎長老離
開了紐西蘭，成為耶穌基督後期

聖徒教會的傳教士。

西尼告訴我他傳教時的一個

經驗。一天晚上，他和他的同伴正

準備要回去公寓，但他們決定再去

拜訪一個家庭。那家人的父親讓他

們進去，他們開始教導他。郭穎長

老和他的同伴為救主作見證。那位

父親收下了一本摩爾門經，讀了一

整夜。在接下來的一個半星期裡，

他讀完了整本摩爾門經、教義和聖

約，以及無價珍珠。幾個星期後，

這家人就受洗了。6

為什麼選擇去傳教，而不留在紐

西蘭黑衫隊打球?西尼回答：「〔帶 
領人們〕認識福音的這項祝福，遠

勝過為此所作的任何犧牲。」7

你可能很好奇，西尼‧郭穎

傳教後怎麼樣了?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跟心愛的柯玲締結永恆婚

姻，育有五個高貴美好的孩子，還

有了下一代的孫子。他終身信賴天

父、遵守誡命並為人服務。

至於橄欖球呢?西尼‧郭穎傳
教回來後，成為「黑衫隊」史上最

厲害的中衛，出場參加了11個球
季的比賽，並擔任隊長。8

西尼‧郭穎到底有多厲害?他
厲害到由於他星期天不打球，9所

以訓練和賽程時間都因為他而更

改；他厲害到連英國女王都推崇

他對橄欖球的貢獻；10 他甚至厲害

到有人寫了一本關於他的書，書

名就叫超級西尼。

萬一西尼傳教回來以後沒有

這些豐功偉業呢?本教會傳道服務
的一大奇蹟是，成千上萬名像西尼

這樣的傳教士不曾問過：「傳教會

讓我得到什麼?」而是問：「我能
付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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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一直提到要為祂的第二次

來臨作準備。祂對以諾宣告：「我

將從天上降下正義，我將從地下發

出真理⋯⋯我將使正義與真理像洪

水般橫掃大地，從大地四方聚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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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民。」11 但以理先知也預言，

在後期時代福音將像「非人手鑿出

來的一塊石頭」12 一般，滾動至大

地的各端。尼腓談到，後期時代，

本教會成員的數目雖然不多，但

遍佈於整個地面上。13 主在本福音

期宣告：「你們蒙召促成我選民的

聚集。」14 年輕的弟兄們，去傳教
是個絕佳的機會和責任，這不但

對於這項應許的聚集事工非常重

要，也攸關你們的永恆命運。

從福音復興的早期，總會弟

兄就非常認真看待宣揚福音的職

責。1837年，教會成立才七年，
那是一段貧困、遭受迫害的時期，

傳教士卻被派往英國傳播福音。在

接下來的幾年中，傳教士前往奧地

利、法屬波里尼西亞、印度、巴貝

多、智利和中國等地傳教。15

主祝福這項事工，教會也在

世界各地建立。這場大會被翻譯成

93種語言。我們很感激52,225名在
150多個國家服務的全部時間傳教
士。16 世界各地隨時都有為救主作

見證的正義傳教士。想一想52,000
名傳教士的靈性力量，他們蒙得主

的靈，勇敢地宣揚：除了奉靠「基

督⋯⋯的名外，沒有賜下別的名，

也沒有別的道路或方法，人類兒女

可藉以得到救恩」。17 我們要對成

千上萬的返鄉傳教士表示感激，他

們曾經盡全力地付出，也繼續這樣

做。神正在準備世人，迎接救主的

第二次來臨，而這項準備工作主要

是透過祂的傳教士來進行的。

傳教服務是一項靈性的事工，

保持配稱和事前的準備極為重要。

孟蓀會長說：「年輕男子，我勸誡

各位要為傳道服務作好準備。要

保持潔淨和純潔，能配稱擔任主

的代表。」18 在你去傳教之前的幾

年，請記住你面前的神聖任務。你

去傳教前的一舉一動，將大大地影

響你傳教時會有多大的聖職力量。

好好地準備自己。

孟蓀會長說：「每一位配

稱、有能力的男青年都應該準備去

傳教。」19 有些人由於健康或其他

原因，而無法去傳教。去和父母及

主教談一談，這會讓你知道自己是

否有能力去傳教。如果你的情況

不允許，請不要覺得自己在這項

崇高使命中沒有那麼重要。主對

那些愛祂的人非常寬大仁慈，祂

會為你敞開另一扇門。

有些人可能認為自己年紀太

大，不能去傳教。我的一位中國朋

友25歲左右時在柬埔寨認識了教
會。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仍應考慮去

傳教。經過了祈禱並跟主教談過

後，他蒙召喚在紐約市傳教，崇高

地履行傳教服務。如果你擔心傳教

的年齡，要祈禱並跟主教談談，他

會給你指引。

百分之五十的傳教士在自己

的國家服務。這樣才對。主應許

說：「每個人將⋯⋯以他自己的方

言和他自己的語言聽到圓滿的福

音。」20 你會蒙預言被召喚到最需

要你的地方服務。

我愛跟世界各地的傳教士們

見面。你們知道我在雪梨傳道部看

到了誰?就是紐西蘭的橄欖球傳奇
人物西尼‧郭穎長老。現年67歲的
他又再度傳教，但他這一次的傳教

同伴可是自己選的：那就是柯玲‧

郭穎姊妹。他提到了他們教導一個

家庭，父母雖是教會成員，但是已

經多年不活躍了。郭穎長老和姊妹

幫助這家人重燃信心。郭穎長老告

訴我，當他在洗禮池旁，站在這個

家庭的父親旁邊，一起看著他們如

今持有聖職的長子，為弟弟妹妹施

洗時，感受到了一股力量。他表達

了自己目睹這家人團結一致地追求



52 利阿賀拿

永生的那份喜悅。21

總會會長團對你們說：

「你們是精選的靈，出生在這

樣一個責任最為重大，機會最為美

好，但誘惑也最為猖狂的世代⋯⋯

「我們為你們每一個人祈禱。 
⋯⋯願你們⋯⋯能達成有待你們完成

的偉大事工⋯⋯能配稱、〔並願意〕

肩負起建立神的國度及準備好世人

迎接救主第二次來臨的責任。」22

我很喜愛哈利‧安德生所繪

的救主第二次來臨。這幅畫提醒

我，祂將披著威嚴和力量來臨。奇

妙的事蹟將在世上和天上展開。23

等候救主來的人將「盼望 
〔祂〕」。而祂應許：「我必來

臨」。正義的人將看到祂「在天上

的雲中〔與所有聖天使一起〕，披

著能力和大榮耀」。24 有位「天使

會吹響號角⋯⋯聖徒們將從大地四

方前來」，25 將「被提上去與祂相

會。」26 那些「已睡的聖徒」，也

就是已逝的配稱聖徒「〔也〕要出

來」，「與〔祂〕相會」。27

經文上說：「主的腳〔將〕站

在這山上，」28 而且「〔祂〕將發出

祂的聲音，大地各端都會聽到。」29

年輕的聖職弟兄們，我見證

這不凡事蹟的榮耀莊嚴，但最重要

的是，我見證這件事一定會發生。

救主活著。祂將重返大地。不論是

在幔子的此端或彼端，你我都將

為祂的來臨感到歡欣。而且我們

會感謝主差遣我們在此時來到世

上，履行我們的神聖職責，幫助

世人準備好迎接祂重返大地，奉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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