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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鄔希鐸會長
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

曾
經有一個人，他畢生的夢

想就是登上遊輪，航向地

中海，他夢想著自己走在

羅馬、雅典和伊斯坦堡的街道上。

他省吃儉用，直到籌足了旅費。由

於預算吃緊，他只好去買另一只皮

箱，裡面裝了幾罐豆子、幾包餅

乾和幾袋檸檬粉，作為旅途中每

天的飲食。

他很想參加遊輪上提供的許

多活動──在健身房裡運動，打打

迷你高爾夫，以及在泳池裡游泳。

他好羨慕那些去看電影、欣賞表演

和參加文化活動的人。還有，他多

麼渴望能品嘗船上看到的那些美

食啊──餐餐都像是滿漢全席！

但是這個人不願意花太多錢，所

以什麼也沒參加。為了一睹嚮往已

久的那些城市，他在這趟旅程中，

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自己的小艙

房裡，吃著簡單的食物。

行程的最後一天，有位船員

理解力。忠信的麥基洗德聖職持

有人能「成為神的⋯⋯選民」。4

他們「會被靈聖化而更新他們的

身體」，5 並且最終能接受「父所

有的」一切。6 儘管這可能難以理

解，但卻是美好的，而且我要見

證那是千真萬確的。

天父將這項能力和責任交付

世人，證明了祂對我們的大愛，

同時也預示，來生將成為神子嗣

的我們擁有什麼樣的潛能。

然而，我們的行為往往顯示

出，我們辜負了這樣的潛能。我們被

問到有關聖職的問題時，許多人能

把正確的定義背誦出來；但是在日

常生活中，卻沒有什麼行動顯示出

我們不僅僅是熟悉教會詞彙而已。

弟兄們，我們正面臨一項抉

擇。我們聖職持有人可以選擇滿

足於日漸稀少的聖職經驗，安於

辜負這項特權的現狀，或是選擇

我們要飽享豐富的靈性機會，獲

得多方面的聖職祝福?

我們要如何才不會辜負我們的

潛能?
經文中的記載和總會大會中

的話語，是要讓我們「把那些話比

作〔我們自己〕」，7 而不是讓我

們閱讀或聽聽而已。8 我們常常在

參加聚會的時候，點頭稱是，甚至

會心微笑，表示贊同。我們寫下一

些行動要點，也可能告訴自己：

「我要做這些事情」。但是，我們

從聽到和寫在智慧型手機的備忘錄

上，到實際去做的過程中，卻把「

付諸行動」的開關切換到「稍後再

問他會參加哪一場惜別宴會。他那

時才知道，船票的價格不僅內含

惜別宴會的花費，也幾乎涵蓋了遊

輪上的全部開銷──包括食物、娛

樂，以及所有的活動。但這一切都

太遲了，他這時才曉得他並沒有把

握住原本有特權享受的事物。

這項比喻所帶出來的問題是：

我們聖職持有人是否充份把握我

們的特權，也就是神聖的能力、

恩賜和祝福?這些都是神賜給我們
聖職持有人的機會和權利。

聖職的榮耀和莊嚴

我們都知道，聖職絕不只是

個名稱或頭銜而已。先知約瑟教

導，「聖職是永恆的原則，從永恆

到永恆與神同在，沒有年月的開

始與終止。」1 聖職持有「神知識

的權鑰。」2 事實上，藉由聖職， 
「神性的能力」得以顯示。3

聖職的一切祝福超乎我們的

你們的潛能與特權
你們全心全意地閱讀經文和先知的話語時，主會告訴你們 
如何配得上自己的聖職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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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位置。弟兄們，讓我們把 
「付諸行動」的開關一直設定在 
「現在就做」的位置！

你們全心全意地閱讀經文和

先知的話語時，主會告訴你們如何

配得上自己的聖職特權。不要讓一

天白白過去，而未付諸行動去做聖

靈提示的事情。

第一：閱讀使用手冊

如果你們擁有世界上最先

進、最昂貴的電腦，你們會只把它

擺在桌上當裝飾品嗎?這台電腦可
能有亮麗的外觀，和具備強大的功

能。但唯有當我們研讀使用手冊，

學會如何使用軟體，並且開啟電源

後，我們才能使它充份發揮潛能。

神的神聖聖職也有一本使用

手冊。我們要更用心及更專注地閱

讀經文和相關的手冊。讓我們重新

閱讀教義和聖約第20、84、107和
121篇作為開始。我們對聖職的目
的、潛能和實際運用的方法研讀得

越多，就會越對聖職的能力感到

驚奇，而聖靈也會教導我們如何

獲得及運用那種能力來造福我們

的家庭、社區和教會。

人生在世，我們理當把世俗教

育和職業發展置於優先。我們想要

而且也必須在學業和技能上表現卓

越。我要讚揚你們孜孜不倦地接受

教育，在專業領域上學有專精。我

要邀請你們在福音教義上──尤其

在聖職的教義上──也成為專家。

我們所處的時代，比有史以

來任何時期都更容易取得經文和現

代先知的話語。然而，主動獲取和

了解他們的教導乃是我們的特權、

職責和責任。聖職的原則和教義卓

越非凡，無與倫比。我們越經常研

究教義、我們的潛能以及將聖職

的目的付諸實踐，就越能擴大我

們的靈魂，啟發我們的悟性，並

看見主為我們預備的豐盛祝福。

第二：尋求聖靈的啟示

對耶穌基督和祂復興的福音擁

有堅定的見證，不是單靠知識就能

達成──還需要獲得個人的啟示，

並且透過真誠、全心全意地應用福

音原則得到證實。先知約瑟‧斯密

曾說明，聖職是「全能之神在創造

這大地之始，藉以開始顯示其榮耀

的管道，藉著該聖職，祂繼續對人

類兒女顯示祂自己直到現在。」9

如果我們不尋求去運用這項

啟示的管道，就是辜負了我們的

聖職特權。例如有些人相信這些事

情，但是卻不知道他們自己相信，

他們在一段長時間裡，藉著微小的

聲音得到過許多答案，但由於這樣

的靈感似乎非常微不足道，所以辦

認不出那就是聖靈的啟示。結果，

他們讓疑惑阻礙他們，而無法發

揮聖職持有人應有的潛能。

啟示和見證來臨的時候，未

必會驚天動地。對許多人而言，見

證是以一次一點點的方式，緩緩而

來。有時候，由於非常地和緩，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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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難想起自己究竟從何時開始

確實知道福音是真實的。主給我

們「律上加律，令上加令，這裡一

點，那裡一點。」10

從某些方面來看，我們的見

證就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我

們開始的時候，只有微量的光──

即使只有相信的願望。漸漸地， 
「光固守光」， 11而「那接受光

又繼續在神裡面的，接受更多的

光；那光越來越亮，直到完全的日 
子」， 12然後「在適當的時候， 
〔我們〕獲得祂的完全」。13

想想看，能夠突破我們塵世

的限制，打開我們理解之眼，接受

來自高榮源頭的光與知識，是多麼

榮耀的事情啊！身為聖職持有人，

我們有特權和機會去尋求個人啟

示，學習如何透過聖靈的堅定見證

使自己知道真理。

讓我們熱切地尋求個人的啟

示之光！讓我們懇求主在我們的心

思和靈魂中，燃起信心的火花，

使我們能接受和認出聖靈的施

助，幫助我們面對生活中特別的

情況、挑戰和聖職職責。

第三：找出聖職服務的喜悅

在我擔任航空公司機師的生

涯裡，有機會去考核和訓練其他機

師。這項工作的部分內容是要訓練

及測驗有經驗的飛行員，確定他

們具備必要的知識和技術，能夠安

全且有效率地操控大型噴射客機。

我發現有些飛行員，即使從

事飛行行業多年，卻不曾失去飛越

雲端的熱情，他們「開懷地展開

銀色的雙翼，擺脫地球引力的束

縛，在天空中翩然起舞」。14 他們

熱愛氣流奔馳的聲音，動力引擎

的嘶吼，以及「與風合而為一，與

黑夜星空合而為一」15 的感覺。他

們的熱情非常具有感染力。

但也有一些人似乎只是做著

機械式的動作。他們對系統瞭若指

掌，對噴射客機也操控自如，但是

曾幾何時，他們失去了「在沒有

雲雀和老鷹翱翔的地方」16 飛行的 

那種喜悅。在穿越海洋和大陸

時，面對神所創造的美景和燦爛

的日出，他們毫無驚喜讚嘆的感

受。如果他們符合正式的要求，

我還是會判定他們合格，但同時

我也為他們感到遺憾。

你們或許要問問自己，身為

聖職持有人，你們是否只是重複著

機械式的動作──做該做的事情，

卻感受不到應有的喜悅?持有聖職
讓我們有很多機會去感受艾蒙所說

的那種喜悅，他說：「我們難道沒

有好理由高興嗎 ?⋯⋯我們是 
〔主〕手中的工具，執行此項偉大

而奇妙的事工。因此，讓我們⋯⋯

以主為榮；是的，我們要喜樂。」17

弟兄們，我們所信仰的是一

個快樂的宗教！我們非常有福氣

才能持有神的聖職！我們在詩篇中

讀到：「知道向你歡呼的，那民是

有福的！耶和華啊，他們在你臉上

的光裏行走。」18 只要我們願意尋

求，就能夠體驗這更大的喜悅。

我們很多時候並未從日常實

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



612 0 1 1年 5月

際的聖職服務中去體會那種滿足。

有時候，我們把指派任務看成是一

種負擔。弟兄們，切莫讓自己過著

充滿疲倦、憂慮和埋怨的生活。忠

信的聖職服務──尤其是自己家

中做的聖職服務──會帶來豐盛

的喜悅，如果我們讓世俗的障礙

阻止我們享有這種喜悅，就是辜負

了我們的特權。神將快樂、平安和

喜悅的饗宴慷慨賜予祂忠信的聖職

僕人，如果我們未能領受這樣的饗

宴，就是辜負了我們的特權。

男青年，如果你們覺得早一點

到教堂來幫忙準備聖餐是件苦差事

而非祝福，那麼我要邀請你們好好

想一想，這項神聖教儀對一個星期

來面臨許多考驗的支會成員而言具

有多大的意義。弟兄們，如果你們

在家庭教導方面成效不彰，我要邀

請你們用信心之眼看看，主的僕人

的造訪對於一個可能問題叢生的家

庭而言會發揮多麼大的功效。你們

服務時，若能專注在這些事情上，

神的靈必會充滿你們的心思意念，

你們的眼睛和容貌會散發出光芒。

身為聖職持有人，對於神託

付給我們的事工所帶來的驚奇和喜

悅，我們絕不可以感到無動於衷。

結語

我親愛的弟兄們，願我們會勤

奮學習神聖聖職的教義。願我們

會律上加律地接受聖靈的啟示，

來鞏固我們的見證。願我們每天

都能在聖職服務中找到真正的喜

悅。我們做這些事情時，就開始

配得上聖職持有人的潛能與特權。

「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基

督〕」，我們「凡事都能做」。19 

我以主的使徒的身分為此作見證，

並留下我的祝福給各位，奉耶穌

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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