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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孟蓀會長

我
為今晚要講的話作了很久

的祈禱和思考，但願不會

冒犯任何人。我在想： 
「當前我們遇到哪些挑戰?每天我
所處理的問題中，那些事有時讓

我流淚到深夜?」今天晚上，我想
談談其中一些挑戰。有些適用於

年輕人，有些適用於中年人，有些

適用於上了一點年紀的人，而我們

不談老年人。

所以一開始，我只要說弟兄

們今晚我們共度了美好的時光，我

們聽到了有關神的聖職的信息，

這些信息非常美好而且切合時機。

我和各位一樣倍受鼓舞和啟發。

今晚我要談談最近我在心裡

認真思量的一些事情，我覺得需

要說出來跟各位分享。這些事情多

少都和個人的配稱有關；我們在

接受聖職和行使聖職的神聖能力

時，個人配稱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要向各位讀出教義和

親眼目睹社會大眾在道德方面有

許多轉變。教會的標準和社會的

標準曾經非常接近，但是現在，

兩者之間已經有很大的分歧，而

且差距越來越大。

很多電影和電視節目所呈現

出來的行為，都與神的律法背道

而馳。不要模仿常在電視和電影

裡所隱射的或公然的敗德行為。

時下的音樂有很多歌詞也有同樣

的問題。污穢的言語如今充斥在

我們四周，這在離現今不算太久的

過去，是不為社會大眾所容許的。

讓人難過的是，人們一再妄稱主的

名。請各位與我一起回想耶和華在

西奈山上賜給摩西的十誡，其中

有一條是：「不可妄稱耶和華—

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2 我很

遺憾地說，我們要是有人經常口出

穢言，請從此不要再說這樣的話。

請各位不要說或做任何不會讓你

們覺得光彩的事情。

要徹底遠離色情；絕對不要讓

自己有機會觀看。這是一種已經證

實會使人上癮的行為，要戒除是難上

加難的。不要抽菸、喝酒、吸毒，

或沉迷於任何難以克制的習癮。

有哪些事物能保護你們避開

周遭的罪惡呢?我要說，對救主和
祂的福音有堅強的見證，能引領你

們到安全之地。如果你們還沒有讀

過摩爾門經，那麼，請閱讀。我不

會叫你們舉手的。只要你們透過祈

禱來閱讀，真心渴望認識真理，

聖靈就會向你們顯示這本書的真實

性。如果這本書是真實的──它的

聖約第121篇的經文：
「聖職的權利與天上的能力

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天上的

能力不能被控制或運用，唯有藉

正義的原則才可以。

「這些都可授予我們，那是

真的，但當我們從事遮蓋我們的

罪，或滿足我們的驕傲、我們虛妄

的野心，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義對

人類兒女的靈魂施行控制、統治或

強迫，看啊，諸天就退出；主的靈

悲傷；當其退出後，那人的聖職

或權柄也就結束了。」1

弟兄們，這是主對祂的神聖

權柄所下的定義。我們無法懷疑

上述的義務已經落在我們每位持

有神的聖職的人身上。

我們在紛擾不安的時代來到

世上。一般人的道德標準已經逐

漸轉變，到了「幾乎任何事情隨

心所欲」的地步。

我已經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聖職能力
願我們都能配稱獲得聖職的神聖能力。願聖職造福 
我們的生活，也願我們能用它來造福別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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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是的──那麼約瑟‧斯密就是先

知，看過父神和祂的兒子耶穌基

督。這教會是真實的。如果你們對

這些事情還沒有見證，請採取必要

的行動去獲得見證。擁有自己的見

證對你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別

人的見證對你們的幫助有限。一旦

有了見證，就要藉由服從神的誡

命、經常祈禱和研讀經文來使你們

的見證生動有力。要參加教會聚

會。各位年輕的弟兄，要是有機會

參加福音進修班或福音研究所，就

應該去上課。

要是你們在生活中犯了錯，

是有方法可以克服的。停止一切不

義的行為；去找主教面談。不論是

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透過適當的

悔改來解決。你們可以再次變得潔

淨。主對悔改的人說：「你們的罪

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3 又說：

「我，主，不再記住那些罪。」4

人類的救主說祂自己是生於

世而不屬於世。5 只要我們能拒絕

錯誤的觀念，摒棄謬誤的教導，

並忠於神所命令的事，那麼我們

也可以生於世而不屬於世。

那些已經到了適婚年齡卻還

不想結婚的年輕弟兄，我最近經常

想到你們。我看到許多可愛的女孩

想要結婚、養育兒女，但是她們的

機會卻受到限制，因為有好多年

輕的弟兄遲遲不結婚。

這不是現今才有的情況。歷

任的總會會長針對此事提出了很多

的忠告。我只與各位分享其中一兩

個例子就好。

海樂‧李會長說：「身為聖

職持有人，我們若過了適婚年齡

而不願與這些美好的婦女締結光

榮的婚姻，就是未善盡職責。」6

戈登‧興格萊會長說：「我

心尤其同情⋯⋯單身姊妹，那些

渴望結婚，但似乎找不到對象的姊

妹。⋯⋯我比較不同情不採取主

動的男子，依照社會的習俗，他

們有特權採取主動，但是他們往

往不這麼做。」7

我知道讓你們遲遲不肯踏上

婚姻這條路的原因有很多。如果

你們擔心無法在財務上養活妻子和

家庭，請容我向各位保證，省吃儉

用、節儉度日的夫妻並不丟臉。通

常，在這種拮据生活中學習犧牲，

學習作困難的決定，你們夫妻的

感情會更好。也許你們害怕選錯對

象。關於這一點，我要說，你們需

要運用信心，找一個跟你們合得來

的人。要知道，你們沒有辦法預期

婚姻中會出現的每項挑戰，不過可

以肯定的是，只要你們善用資源，

只要你們下定決心好好經營婚姻，

就幾乎沒有任何解決不了的問題。

單身不婚，享受奢華的假期，

買昂貴的汽車和玩具，和朋友一

起享受無憂無慮的生活，對你們

來說也許是太好玩了。我遇到過

你們一群群出去玩的年輕人，我得

承認我很納悶為什麼你們不是跟

好女孩們一起出遊。

弟兄們，時候到了，該慎重

考慮結婚，找一位你們要共度永

恆的伴侶了。只要你們明智地作選

擇，只要你們下定決心要讓婚姻

成功，那麼今生中沒有其他任何

事情會為你們帶來更大的快樂。

弟兄們，你們結婚時，要在

主的殿裡結婚。對各位持有聖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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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來說，這應當是唯一的選擇。

要謹慎小心，不要毀掉到聖殿結婚

的資格。你們在合宜的尺度內交

往，還是可以共度美好的時光。

現在，弟兄們，我要換另一

個我覺得需要跟各位談的主題。在

被支持為總會會長的這三年來，最

讓我難過和沮喪的一項職責就是每

個星期都要處理取消印證的申請。

每一個案子都曾經是在主的殿裡

締結的快樂婚姻，一對相愛的男女

一起開始新的生活，盼望著和對方

共度今後的永恆時光。然後，月復

一月，年復一年，因為某種原因，

愛蕩然無存，這可能是由於財務問

題、缺乏溝通、脾氣失控、配偶家

族的介入、陷入罪惡中。有太多可

能的理由。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

都不必走到離婚的地步。

要求取消印證的絕大多數是

姊妹，她們都曾經非常努力想讓自

己的婚姻成功，後來卻發現沒有

辦法克服種種的問題。

要很謹慎地透過祈禱來選擇

伴侶；結婚之後，彼此就要絕對忠

實。我曾經在一個叔叔嬸嬸家看

到一幅裱框的字畫，上面有一句

十分寶貴的忠告，說：「擇你所

愛；愛你所擇」。這句話蘊藏著

莫大的智慧。信守婚姻的承諾是

絕對必要的。

你的妻子和你是平等的。婚

姻中的任一方都不比對方優越或卑

下。你們是神的兒女，要並肩同行。

她不應該被貶低或羞辱，而應當受

到尊重和愛護。戈登‧興格萊會長

說：「在本教會中，⋯⋯用不正義的

手段控制妻子的男人都不配持有聖

職。雖然他可能已經被按立，但是

諸天會退出，主的靈會悲哀，那人

的聖職或權柄就不再存在。」8

關於婚姻，豪惠‧洪德會長

曾說過這段話：「幸福、成功的

婚姻大多並非取決於是否與對的

人結婚，而是取決於是否讓自己

成為那個對的人。」我喜歡這個說

法。「盡一切所能刻意經營婚姻

才是成功最重要的條件。」9

很多年前，在我當主教的支

會裡，有一對夫妻經常意見相左而

激烈爭吵。我是說，他們夫妻兩人

真的互不相讓，都很堅持自己的立

場，沒有人願意讓步。他們不吵架

的時候，就處在一種我所謂的「劍

拔弩張」的緊繃狀態。

有一天，凌晨2點鐘，我接到
這對夫妻打來的電話。他們要找我

談，而且馬上要談。我拖著身子下

床，穿好衣服，到他們家去。他們

坐在房間的兩邊對望，不和對方說

話。太太透過我跟她的丈夫講話，

丈夫也透過我回答他太太的話。

我在想：「到底要怎麼做，才能

讓這對夫妻和好呢?」
我祈求能有靈感。我想到要

問他們一個問題。我說：「你們

上次去聖殿參加聖殿印證儀式到

現在有多久了?」他們承認那是很
久以前的事了。他們那時都很配

稱，持有聖殿推薦書，會到聖殿

去為其他人執行教儀。

我對他們說：「星期三早上

8:00，你們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聖
殿?我們去參加一場印證儀式。」

他們同聲問道：「是誰的印

證?」
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總

之有人要在那天早上結婚。」

到了星期三約定的時間，我

們在鹽湖聖殿見面。我們三個人

走進一間美麗的印證室，在那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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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裡，除了十二使徒定額組助理 
（當時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的一項

職位）艾雷‧柯丁森長老之外，

我們誰也不認識。柯丁森長老當

天預定要在那間印證室為一對新

人執行印證儀式。我相信新娘和

她的家人一定在想：「這些人應

該是男方的朋友」，而新郎的家

人也一定在想：「這些人應該是

女方的朋友。」我帶來的這對夫

妻就坐在牆邊一張小長椅上，兩

人保持的距離大概有60公分。
柯丁森長老一開始先給即將

結婚的這對新人一些忠告。他講

得非常好。他提到作丈夫的應該

如何愛妻子，如何尊重她，以禮相

待，敬重她為家庭的重心。然後

他告訴新娘應該如何敬重丈夫為一

家之主，如何在各方面支持丈夫。

我注意到，柯丁森長老在對

新娘和新郎講話時，我支會的這對

夫妻彼此坐得更靠近了一些。很快

地，他們就坐在一起。讓我很高興

的是，他們彼此移動的速度差不多

一樣。儀式結束的時候，這對夫妻

緊緊相依地坐著，彷彿他們才剛

新婚；兩人臉上都露出了微笑。

我們那天離開聖殿的時候，

沒有人認識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為

什麼來，但是我這對夫妻朋友手牽

著手，一起走出聖殿的大門。他們

把彼此的差異放在一邊，那時我一

句話也不用說。大家看得出來，他

們想起了自己婚禮的那一天，也記

起他們在神的屋宇中所立的聖約。

他們下定決心要重新開始，這一次

要更加努力。

你們之中若有人在婚姻中碰

到難題，我勸告你們要竭盡所能

去作一切必要的修補，使你們能

像剛結婚時那樣快樂。我們在主

的殿裡結婚，是為今世和全永恆結

婚，之後我們必須作一切必要的努

力來成就這樣的婚姻。我知道，在

某些情況下，婚姻無法挽救，但是

我強烈感覺到，大部分的婚姻都

可以挽救，也應該挽救。別讓你

們的婚姻走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興格萊會長教導說，我們每

個持有神的聖職的人都要自律，好

使我們能高於世俗的標準。作個值

得尊敬和高尚的男人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行為必須讓人無可指責。

我們所說的話、待人的方式

和所過的生活，都影響著我們身

為持有聖職的男人與男孩所能發

揮的力量。

聖職這項恩賜是無價的。它

具有權柄，使我們能作神的僕人，

施助病人，祝福家人，以及祝福其

他的人。聖職的權柄能超越死亡的

幔子，持續到永恆。世上沒有任何

事物能與之相比。要守護它、珍惜

它、生活配稱擁有它。10

我親愛的弟兄們，願正義引

導我們在人生旅途上的每個步伐；

願我們今日和永遠都能配稱獲得

聖職的神聖能力。願聖職造福我

們的生活，也願我們能用它來造

福別人的生活，如同我們的主和

救主耶穌基督所做的那樣，祂為我

們而生並為我們而死。這是我的祈

求，奉祂神聖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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