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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鄔希鐸會長
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

一件傷心的往事。許多年前，她女

兒得了一場急病去世了，這場悲劇

所造成的傷痛一直揮之不去。這件

事引發的幾個難解的問題使她非

常痛苦。她坦白承認自己的見證已

不如以往，她認為除非神親自向

她顯現，否則她再也無法相信了。

所以她發現自己一直在等待。

有許多人也因為其他不同的原

因，而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等待。

他們在使自己成為全心投入的門徒

方面不斷拖延。他們希望接受聖

職，但卻猶豫不敢去過配得上這項

殊榮的生活。他們渴望進入聖殿，卻

又遲遲不採取有信心的重要行動使

自己符合資格。他們一直等待著基

督，希望祂會像卡爾‧布拉克的莊

嚴畫作那樣被送到他們面前，瞬

間徹底除去他們的疑惑和恐懼。

事實上，凡勤奮尋求認識基

督的人最終都會認識祂。他們個人

對於夫子都會有一幅神聖的畫像。

雖然這幅畫像往往是以拼圖的方式

形成的，一次一片地拼湊而成。單

看每片拼圖時，可能不容易辨認，

因此不清楚應當放在整幅圖案的哪

個地方。但每片拼圖都能讓我們對

整幅圖案有多一點的了解。最後，

只要有足夠的數量拼在一起，就能

一窺美麗的樣貌。接下來，我們在

回顧過往的經驗時，會發現救主確

實來過，一直與我們同在──我們

可能無法在當下立刻發現，因為祂

總是悄然而行，幾乎難以察覺。

只要我們憑信心向前走，不

要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

久，也就能擁有這樣的經驗。

歷
史上有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件發生在前往大馬士革的

路上。大家都很熟悉掃羅

的故事，這名年輕人「殘害教會，

進各人的家，〔將聖徒們〕下在監

裡。」1 由於掃羅迫害了許多人，

早期教會的許多成員紛紛逃往耶

路撒冷，希望能躲過他的殘害。

掃羅繼續追捕他們。但是當

他「將到大馬士革，忽然從天上發

光，四面照著他；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

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

麼逼迫我?』」2

讓掃羅脫胎換骨的那一刻使

他永遠徹底地改變了，也改變了整

個世界。

我們知道這樣的顯現確實會

發生。事實上，我們見證在1820

年，有位名叫約瑟‧斯密的少年就

有過類似的神聖經驗。我們清楚

明確地見證：諸天又再度開啟，神

對祂的先知和使徒說話，並且聆聽

和回答祂兒女的禱告。

然而，有些人認為除非能獲得

像掃羅或約瑟‧斯密那樣的經驗，

否則便無法相信神。這些人站在洗

禮之水旁邊，卻不進入水中；他們等

著獲得見證，卻不願意承認真理。

他們不願意在成為門徒的這條路上

跨出信心的小步伐，卻希望發生戲

劇性的事件，讓他們不得不相信。

他們終日在前往大馬士革的

路上等待。

信仰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

有位親愛的姊妹向來都是教

會忠信的成員，但她心裡一直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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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與聽從

我要向各位見證，天父愛祂

的兒女，祂愛你我每一個人。只要

懷著破碎的心和痛悔的靈向主尋求

平安，祂甚至會在必要時揹著你們

度過難關。主對我們說的話，只有

用心才能聽見。若想更清楚地聽到

主的聲音，最明智的作法是降低生

活中各種世俗噪音的音量。我們

若因為任何理由而忽略或拒絕傾

聽靈的提示，那些提示就會變得

越來越難察覺，到最後我們什麼

也聽不到。讓我們學習去聆聽靈

的提示，並且渴望去聽從。

我們敬愛的先知多馬‧孟蓀

會長在這方面是我們的榜樣。有關

孟蓀會長留意聖靈低語的故事不

勝枚舉。傑佛瑞‧賀倫長老曾講

述這麼一個例子。

有一次，孟蓀會長受指派前

往路易斯安那州，有位支聯會會長

問他是否有空去探望一位癌症末期

的10歲小女孩，名叫克莉絲朵。克
莉絲朵的家人一直在禱告，希望孟

蓀會長能來。但是他們家離教堂很

遠，孟蓀會長的行程也相當緊湊，

實在挪不出時間。因此，孟蓀會長

請在支聯會大會上作祈禱的人能

為克莉絲朵祈禱，相信主和克莉

絲朵一家必能體諒這種情況。

在星期六的支聯會大會上，

孟蓀會長站起來演講時，聖靈低

語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

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

這樣的人。」3

「這時他淚水盈眶，看不清演

講稿。他試著照著大會排定的主

題演講，但是這位〔小女孩的〕

名字及模樣，一直在他腦海揮之

不去。」 4

他聆聽聖靈的聲音，重新安

排行程。第二天一大早，孟蓀會長

撇下九十九隻羊，旅行了很長的距

離，來到克莉絲朵的床邊。

他一到那裡，「看到這個病

重無法起身，虛弱得無法說話的

小女孩。她雙眼這時已經看不見

了。孟蓀弟兄看到這情形，加上

強烈感受到主的靈，於是握住小

女孩孱弱的手，輕聲說：『克莉絲

朵，我來了。』

小女孩使盡力氣，用微弱的

聲音回答說：『孟蓀弟兄，我就知

道你一定會來。』」5

親愛的弟兄姊妹，掃羅在前

往大馬士革的途中說過一句話：「

主啊，您要我做什麼?」，6 願我們

也像他一樣，努力成為主能信賴

並且會聆聽及回應祂低語的人。

服務

我們在生活中有時候沒有認

出主的聲音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

不一定會直接得到靈的啟示，作為

禱告的答覆。

當我們在尋求人生問題和疑

慮的解答時，天父希望我們先仔細

研究，然後禱告祈求獲得引導。天

父向我們保證，祂會聆聽並回答我

們的禱告。這些解答可能是經由我

們所信任的朋友和家人的言語和智

慧、經文以及先知的話語而來到。

我從個人的經驗得知，我們

所獲得的某些極強而有力的提示，

不僅是為了我們的益處，也是為

了別人的益處。如果我們只想著自

己，就可能會錯過生活中某些極有

力的靈性經驗與深奧的啟示。

賓塞‧甘會長教導過這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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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他說：「神的確注意到我們，

祂看顧著我們，然而它通常透過

其他人來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

我們在國度中彼此服務是很重要

的。」7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已

立下聖約，要敏於覺察他人的需

要，像救主那樣服務，去援助、

造福及鼓舞周遭的人。

通常，我們不是在跪下祈禱

時得到答案，而是起身去為主和周

遭的人服務時得到答案。無私的服

務與奉獻可以淬煉靈性，除去遮蔽

我們靈性之眼上的鱗片，並為我

們敞開天上的窗戶。我們成為某

人禱告的答覆時，也往往能找到

自己禱告的答案。

分享

有時候，主所啟示的事情是

針對我們個人，然而在許許多多的

情況下，祂會把對真理的見證交託

給會與他人分享的人。從亞當時代

以來的每位先知都是如此。而且，

主也期望祂教會裡的成員，「無論

何時，〔他們〕都必須開口用喜悅

的聲音宣講〔祂的〕福音。」8

這並非一直是件容易的事。

有些人寧願推著手推車，橫越大

草原，也不願向朋友與同事提起

信仰和宗教方面的話題。他們擔

心別人的觀感，或是害怕會傷害

彼此的關係。結果不一定會如此，

因為我們所分享的是快樂的信息，

我們有的是充滿喜樂的信息。

許多年前，我們家庭居住和

工作的地方所接觸的人，幾乎都

不是教會成員。每次他們問起我

們週末過得如何時，我們都盡量

略過運動、電影或天氣這樣的話

題，試著去分享我們家庭在週末所

獲得的宗教經驗，例如：一名青

年在演講中談到的鞏固青年的標

準，或是一位即將去傳教的男青

年所說的讓我們感動的話，或者

福音與教會如何協助我們家庭克服

某項挑戰。我們盡量不讓人覺得我

們在說教或是高高在上。我的妻子

海荷瑞總是能找到有啟發作用、能

提升人心或幽默的事與他人分享。

這些話題時常能帶動深入的討論。

很有意思的是，每次與朋友談到

如何應付生活的各種挑戰時，我

們都聽到他們說：「你們有教會，

所以對你們來說很容易。」

眾多的社交媒體資源和容易

取得的各種有用工具，讓分享福音

的好信息變得更加簡單，傳遞的範

圍也更無遠弗屆。事實上，恐怕今

天聆聽演講的人當中，已經有人傳

簡訊提到：「他已經講了10分鐘，
還沒提到飛行方面的比喻！」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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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年輕朋友們，主鼓勵我們要

「張開你們的口」，9 而在今日這

可能也包括「用我們的雙手」，透

過部落格、簡訊等留言的方式將福

音傳播到全世界！但請記住，這一

切都要在合宜的時間與場所進行。

各位弟兄姊妹，有了現代科

技的便利，我們為神提供給祂兒女

的偉大計畫而向祂表達的感激和喜

悅，不只在工作場合中會被聽見，

全世界也都將聽見。有時候，簡

短的一句見證都可能會促成一些事

情，對別人的生活產生永恆影響。

宣講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藉

由榜樣。只要我們依照自己的信

仰去生活，人們會注意到。如果耶

穌基督的容貌在我們的生活展現出

來，10 如果我們對人對事都保持喜

樂與和平，人們會想知道原因。

關於傳道事工，亞西西的聖芳濟

（St. Francis）在一篇非常偉大的
講道中提到這個簡單的觀念：「隨

時隨地以行動宣講福音，必要時才

講話。」11我們周遭的機會，俯拾

皆是。不要因為在前往大馬士革的

路上等待太久，而錯失這些機會。

我們前往大馬士革的路

我見證，主在我們這時代向

祂的先知和使徒說話。祂也向所

有真心誠意歸向祂的人說話。12

切勿懷疑。要記住，「那沒

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13 神愛你

們每個人。祂聆聽你們的禱告，祂

對祂的兒女說話，也賜安慰、平安

和理解給那些遵行祂的道來尋求祂

並榮耀祂的人。我要作一個神聖的

見證就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

會按照救主耶穌基督的旨意運作。

我們有活著的先知。教會是由神領

導，我們都承受祂的名。

弟兄姊妹們，讓我們不要在

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久。讓

我們勇敢地懷著信心、希望與仁愛

向前邁進，我們會蒙福在成為門徒

的這條路上找到所尋求的光。我這

樣祈求並留下我的祝福給各位，奉

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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