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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孟蓀會長

親
愛的弟兄姊妹，我要向各

位表達我的愛與問候，也

祈求天父在我今天對各位

演講時，引導我的思緒，啟發我

的話語。

我們今天早上聽到歐瑞姊妹

和柏頓主教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到了

教會福利計畫的美好信息。首先，

我要針對這些信息說幾句話。先前

已經指出，這項由神所啟發的計畫

在今年邁入第75年，並且已經造
福了許多人的生活。我很榮幸能認

識投入這項偉大工作的幾位先驅者

──他們充滿愛心又有遠見。

誠如柏頓主教和歐瑞姊妹以

及其他一些人所提到的，支會主教

被賦予責任，要照顧居住在其支會

範圍內的貧困者。我年輕時曾擔任

鹽湖城某個支會的主教，我很榮幸

能擔負這樣的責任；那時支會裡有

1,080位成員，包括84位寡婦。支
會裡有許多人需要協助。我十分感

激有教會福利計畫、慈助會和聖

職定額組的幫助。

我要宣告，耶穌基督後期聖

徒教會的福利計畫是全能之神所啟

發的。

弟兄姊妹們，從我被支持為

總會會長到這次的大會，已經過了

三年。當然，這幾年非常忙碌，充

滿了許多挑戰，但我也獲得了無數

的祝福。這些祝福中最讓我感到

開心和最神聖的，是有機會奉獻

和重新奉獻聖殿，因此今天我想

跟各位談談有關聖殿的事。

在1902年10月總會大會期間，
總會會長約瑟F.‧斯密在開會致詞
時表示，他希望將來我們會見到 
「〔世界〕各地都能興建聖殿，使

教會成員蒙得便利。」1

神聖聖殿── 
世人的明燈
教會成員所領受的祝福中，最重要的至高祝福 
只有在神的聖殿中才能獲得。

不確定的事物和種種挑戰，而神

要我們竭盡所能、採取主動而非

被動行事（見尼腓二書2：26），
並信賴祂。我們可能看不到天

使、聽不到天上的聲音，也沒有

非比尋常的靈性感受。我們努力

向前邁進時，可能常常希望和祈

求自己所做的是符合神的旨意，

但卻沒有十足的把握。然而，只

要我們固守聖約、遵守誡命、努

力地持續行善，努力成為更好的

人，就能懷著自信前進，相信神

會引導我們的腳步。而我們也能

懷著自信說話，相信神會啟發我

們的言語。在某種程度上，這正

是這節經文的意思：「然後你的

自信必在神面前愈發堅強」（教

約121：45）。
只要你們適當地尋求，並應

用這啟示之靈時，我應許你們會 
「在主的光明中行走」（以賽亞書

2：5；尼腓二書12：5）。有時，
啟示之靈會立即強烈地發揮作

用；有時則是隱約地緩緩出現，

而且常常如此細微，以至你甚至

無法察覺到祂的存在。不過，不

論你用哪一種方式獲得這項祝

福，它的光都會照亮並擴大你的

靈魂，啟發你的悟性（見阿爾瑪

書5：7；32：28），並指引和保
護你和你的家人。

我以使徒的身分見證並宣告，

父與子活著。啟示之靈是真實的；

這靈會在我們的個人生活及耶穌

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發揮功效。

我為這些真理作見證，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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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成立後的1 5 0年間，從
1830年到1980年，我們興建了21座
聖殿，包括位於俄亥俄州嘉德蘭

和伊利諾州納府的聖殿。相較之

下，從1980年至今30年來，我們
建造和奉獻了115座聖殿。昨天我
們宣布了3座新聖殿，此外，還有
26座聖殿正在興建或即將動工。
聖殿的數目還會持續成長。

約瑟F.‧斯密會長於1902年希
望達成的目標，如今已逐漸實現。

我們希望盡量讓教會成員更容易

去聖殿。

目前興建中的其中一座聖殿

位於巴西瑪瑙斯。許多年前，我

讀到一篇報導，其中談到有一百

多位教會成員離開位於亞馬遜雨

林深處的瑪瑙斯，前往當時距離

最近的聖殿───巴西聖保羅聖

殿，距離瑪瑙斯大約2 , 5 0 0英里
（4,000公里）。這群忠信的聖徒
得先乘船在亞馬遜河及其支流上度

過四天。走完水路之後，他們搭上

巴士，在崎嶇不平的路上又旅行了

三天，途中沒有多少食物可以吃，

也沒有地方好好睡覺。經過了七天

七夜，他們抵達巴西聖保羅聖殿，

在那裡接受了永恆的教儀。當然，

回程的路途也是同樣艱辛。但是，

他們接受了聖殿的教儀和祝福，

即使身無分文，卻充滿了聖殿的靈

性，對於所獲得的祝福也滿懷感

激。2 如今，在多年以後，瑪瑙斯

的教會成員看著屬於自己的聖殿在

尼格羅河畔建造起來，內心莫不歡

欣雀躍。聖殿不論蓋在何處，都會

為當地的忠信成員帶來喜樂。

我讀過許多報導，人們為了

獲得只能在神的聖殿裡得到的祝

福，付出了許多犧牲；這些報導

總讓我感動不已，也讓我非常感

謝能有聖殿。

我要跟各位分享提希‧茂譚

和塔拉蘭娜‧茂譚夫婦以及他們10
個孩子的故事。1960年代早期，傳
教士去到他們所在的島嶼，位於大

溪地南方約100英里（160公里），
他們全家除了一個女兒以外，都加

入了教會。不久，他們便渴望能在

聖殿裡印證，以獲得永恆家庭的

祝福。

當時距離茂譚家庭最近的聖

殿，是位於其西南方超過2,500英
里（4,000公里）以外的紐西蘭漢
米頓聖殿，只能搭乘票價昂貴的

飛機才可到達。人數眾多的茂譚

家庭買不起機票；他們全家靠著一

塊小農地勉強糊口，而且他們居住

的太平洋島嶼上也沒有就業機會。

所以茂譚弟兄和他的兒子傑拉德作

了一個困難的決定，他們要旅行

4,800公里到新喀里多尼亞，與他
的另一個兒子在那裡一起工作。

茂譚家的三個男人在那裡工

作了四年。這段期間只有茂譚弟

兄一個人曾返鄉過一次，回去參

加女兒的婚禮。

經過四年後，茂譚弟兄和他

的兒子終於存夠了錢，可以帶家人

去紐西蘭的聖殿。除了那時懷孕的

一個女兒外，他們家中所有的教會

成員都前往接受今世和全永恆的印

證；那種歡欣喜悅的經驗是言語

所難以形容的。

茂譚弟兄之後從聖殿直接回

到新喀里多尼亞，又在那裡工作了

兩年，為那位沒有和他們一起去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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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的女兒籌措旅費──包括這名已

出嫁的女兒、她的丈夫和一個孩子

所需的旅費。

茂譚弟兄夫婦在年歲較長的時

候，很希望能在聖殿裡服務。後來

大溪地帕皮提聖殿完工、奉獻，他

們在那裡擔任了四任的傳教士。3

弟兄姊妹們，聖殿不光是石

頭和水泥砌成的，其中還充滿了許

多人的信心和禁食。聖殿是由考驗

和見證建造成的，並經由人們的

犧牲和服務而聖化。

本福音期興建的第一座聖殿，

是位於俄亥俄州的嘉德蘭聖殿。聖

徒當時非常窮困，然而主命令他們

建造聖殿。禧伯‧甘長老針對當時

的經驗，寫道：「唯有主知道我們

經歷過多少窮困、苦難和艱辛，才

完成這座聖殿。」4 接著，在費盡

千辛萬苦完工之後，聖徒又被迫離

開俄亥俄州和他們摯愛的聖殿。他

們最後在伊利諾州的密西西比河

畔找到避難所，不過也只是短暫

的落腳處。他們把這個屯墾區稱

為納府，並願意再次奉獻一切，懷

著堅定不移的信心，為神建立另一

座聖殿。然而他們遭受到激烈的

迫害，就在納府聖殿剛完工時，

他們再次被逐出家園，到無人想

去的沙漠中尋找庇護所。

他們又再一次經歷奮鬥犧牲

的過程，花了40年建造鹽湖聖殿，
這座聖殿如今莊嚴地矗立在我們

現在所處的會議中心南邊的街區。

建造聖殿和參加聖殿教儀一

直都需要某種程度的犧牲。無數

的人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獲得神聖殿

裡的祝福，作了許多勞力及奮鬥。

為何有這麼多人願意付出極

大的犧牲來獲得聖殿的祝福?凡是
了解聖殿永恆祝福的人都知道，

為了得到那些祝福，再大的犧牲、

再沉重的代價、再艱辛的奮鬥都不

算什麼。對這些人來說，沒有太遙

遠的路，沒有克服不了的阻礙，也

沒有忍受不了的困苦。他們明白，

在聖殿裡接受的救恩教儀，能讓

我們將來回到天父身邊，享有永

恆的家庭關係，並且獲得來自高

天的祝福和能力，因此所付出的

每項犧牲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今日我們大多數的人不必費

盡千辛萬苦就能到聖殿。目前，百

分之八十五的教會成員都住在離聖

殿200英里（320公里）的範圍內，
而且對許多人來說，聖殿的距離

比這要近了許多。

如果你已經為自己去過聖

殿，而所住的地方離聖殿不遠，那

麼你要作的犧牲可能就是在忙碌

的生活中挪出時間，經常去聖殿。

在聖殿裡，要代替在幔子另一邊等

待的死者去做的事很多。我們為他

們做事工時，會知道我們完成了他

們無法親自去做的事。總會會長約

瑟F.‧斯密曾在一篇有力的聲明中
表示：「藉著我們的努力，他們就

得以脫下束縛之鍊，那圍繞著他

們的黑暗必被驅除，使光得以照

耀在他們身上，他們必在靈的世

界聽到在世的子孫為他們所做的事

工，並將因你們履行這些職責而與

你們一起歡欣。」5 弟兄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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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要做的事工。

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其中最

神聖、最寶貴的一些經驗，就是

一起在聖殿裡為已逝的祖先執行

印證教儀時獲得的。

如果你還沒去過聖殿，或是

曾經去過，但是目前不符合獲得聖

殿推薦書的資格，那麼你最重要

的目標就是努力使自己配稱進入

聖殿。你要作的犧牲可能是自己

的生活符合獲得聖殿推薦書的要

求；可能是改掉長久以來使你無

法符合資格的習慣，也可能是培

養信心和自律來繳付什一奉獻。不

論要付出怎樣的犧牲，都要讓自

己符合資格能進入神的聖殿。要

取得聖殿推薦書，將它視為寶貴

的資產，因為它確實是如此。

在你進入主的殿並接受聖殿

裡所預備的所有祝福後，才算獲

得教會要給你的一切。教會成員所

領受的祝福中，最重要的至高祝

福只有在神的聖殿中才能獲得。

現在，親愛的青少年朋友們，

要一直以聖殿為目標。千萬別做任

何會讓你無法進入聖殿領受神聖

永恆祝福的事。我要讚揚那些定

期去聖殿代替死者接受洗禮、清

晨一大早起床在上學前去參與這項

洗禮教儀的人。我想不出有比這更

好的方法來開始一天的生活。

對於有幼兒的父母，我要與你

們分享賓塞‧甘會長明智的忠告，

他說：「如果⋯⋯父母可以在屋子

裡的每個房間放一張聖殿的圖片，

讓〔他們的孩子〕從嬰兒時期開始

就可以每天看到這張圖片，〔一直

到〕聖殿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

分。當〔他們〕到了需要〔自己〕

作〔有關去聖殿〕的重要決定時，

這決定早已經作了。」6

教會的兒童在初級會唱著：

我喜歡看到聖殿，

有一天要進去，

與天上的父立約，

並承諾服從祂。7

我懇請各位教導孩子了解聖

殿的重要。

我們所處世界可能充滿種種

挑戰和困難。我們身邊常常充斥著

令人敗壞、沉淪的事物。只要我們

到神的神聖屋宇，並謹記我們在聖

殿裡所立的聖約，就會更有能力去

承擔每項考驗和克服每個誘惑。在

這神聖的聖所中，我們會找到平

安，我們會增添新力、更為堅強。

弟兄姊妹們，在結束演講之

前，請容我再談一座聖殿。教會正

在世界各地興建許多新的聖殿，

在不久的將來，有一座聖殿將矗

立在一個有2 , 5 0 0多年歷史的城
市；我說的就是正在興建中的義

大利羅馬聖殿。

每座聖殿都是神的家，具有

同樣的功能，提供完全一樣的祝福

和教儀。義大利羅馬聖殿的獨特之

處，是它建造在世上極具歷史意義

的一個地點，古代的使徒彼得和保

羅曾在這個城市宣講基督的福音，

後來分別在此殉教。

去年10月，我們聚集在羅馬
東北角郊區風景宜人的一處地點，

準備舉行動土典禮，那次是由我負

責作奉獻祈禱。我當時有靈感覺得

要邀請義大利參議員陸希歐‧馬倫

和羅馬副市長古斯比‧西亞迪一同

率先拿起鏟子動土。他們都曾參與

決策，允許我們在他們的城市興建

一座聖殿。

那天儘管天色陰暗，氣候卻

很暖和，雖然看似大雨將至，但只

下了一兩滴的雨。氣勢磅礡的唱詩

班用義大利文唱著旋律悠揚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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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司考德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我們這些還在世上的家人一股動

力，繼續過著配稱的生活，以便

能和他們一同獲得聖殿中應許的

一切永恆祝福。

婚姻和家庭是天父幸福計畫

裡的兩大支柱。由於這兩者是如

此重要，以致撒但無所不用其極地

想要破壞家庭，貶損聖殿教儀的

重要，因為這些教儀能使家人永

遠在一起。隨著人生歲月向前推

移，聖殿印證的意義也隨之愈發

重要；它會使你們的關係更加親

密，並且在塵世生活中獲得更大

的喜樂和成就感。

我曾經從妻子身上學到重要

的一課。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經

常需要出差。有一次我離家將近兩

個星期後，在星期六早上回到家；

不過四小時後，我還需要出門去開

會。我注意到我們那台小洗衣機已

唱
詩班所帶來的美好的信

息，為我們許許多多的人

闡述了人生當行的模式，

即「效法耶穌基督」

1953年7月16日，我和我摯愛
的金妮都還很年輕，我們雙雙跪

在猶他曼泰聖殿中的祭壇旁，路

易斯‧安德森會長運用他的印證

權柄，宣布我們結為今世和全永恆

的夫妻。我無法用言語描述那種

平安、祥和的感覺，這種感覺來

自於我確知：只要我繼續生活配

稱，就能夠因為在主的殿中經由

適當聖職權柄所執行的那項神聖

教儀，與我摯愛的金妮和我們的

子女永遠在一起。

藉著神聖的聖殿教儀，我們

的七個子女與我們結合在一起。

我珍愛的妻子金妮和兩個小孩已

經到幔子的另一邊了，他們帶給

星期日午間大會  | 2011年4月3日

婚姻的永恆祝福
隨著人生歲月向前推移，聖殿印證的意義也隨之 
愈發重要；它會使你們的關係更加親密，並且 
獲得更大的喜樂和成就感。

靈如火」，感覺彷彿天地都加入合

唱，用榮耀的聖詩讚頌和感謝全

能的神。那時大家不禁淚流滿面。

將來，這座「永恆之城」裡的

忠信者，會在神的神聖屋宇中接受

永恆的教儀。

我要向天父表達無盡的謝意，

感謝如今能在羅馬興建聖殿；同時

也為我們所有的聖殿──不論位在

何處──向天父表達感激。每座聖

殿都是世人的明燈，表達出我們的

見證－－知道永恆的父神活著，祂

渴望祝福我們，祂確實渴望祝福祂

所有世代的兒女。我們的每座聖殿

都表達出我們的見證───知道死

後的生命就和今生在世上的生命一

樣千真萬確。我為此作證。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願我們都

會作必要的犧牲去聖殿，使我們的

心中和家中保有聖殿的精神。我們

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為我們作

了最偉大的犧牲，使我們得以在天

父的國度中享有永生和超升，這是

我真誠的祈求，奉我們的救主，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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