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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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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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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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壞了，我的太太正在用手洗衣

服，於是我就開始修理洗衣機。

金妮走過來問我：「李察，

你在做什麼?」
我說：「我在修洗衣機，這

樣妳就不需要用手洗衣服了。」

她說：「不要修啦，去跟孩

子們玩。」

我說：「我隨時都可以跟孩

子們玩，但是我想要幫妳。」

她說：「李察，請你去跟孩

子們玩。」

當她這麼有權威地跟我講話

時，我就聽命行事了。

我跟孩子們玩得非常開心，

我們互相追逐，在秋天的落葉上打

滾，後來我就去開會了。要不是因

為她希望我學到這寶貴的一課，

恐怕我早已忘了那件事。

隔天清晨大概四點鐘的時候，

我醒了過來，因為我感覺到有兩

隻小手臂環繞在我脖子上，臉頰

上還有親吻，輕聲地說出這句令

我永遠忘不了的話：「爸爸，我愛

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在你的家庭裡有那樣的

經驗，那麼你就擁有人生中一項

天堂般的喜悅。

如果你是到達適婚年齡而尚

未結婚的年輕弟兄，請不要浪費時

間在追求無益的事物上。認真地過

生活，專心地設法結婚。不要白白

浪費了這段時間。年輕的男子，要

配稱地去傳教。接下來的第一優先

是找到一位配稱的永恆伴侶。當你

發現自己對某位年輕姊妹有好感的

時候，要讓她看到你有多特別，讓

她有興趣更認識你。帶她去正當的

地方，並且展現你的創意巧思。如

果你想要有好妻子，就必須讓她看

到你是個好男子和有前途的丈夫。

如果你已經有了對象，只要

保持在主所規定的配稱界線內，

就可以讓你們在交往期間和結婚

以後都有非常美好的經驗，並且

會極為幸福，直到永遠。

如果你已婚，是否在身心兩

方面都忠於配偶?你是否忠於婚姻
的聖約，絕不和別人說些你不想讓

配偶聽到的話?你是否親切對待
自己的配偶和子女，並支持他們?

弟兄們，你是否帶領家庭活

動，例如經文研讀、家庭祈禱和

家人家庭晚會?或是你疏於帶領，
而需要由妻子來彌補你對家庭的疏

忽?你是否經常告訴你的妻子你愛

她?這麼做會讓她很快樂。我談到
這件事的時候，曾聽到有些男士

說：「噢，她知道的。」你需要告

訴她。一再的保證會讓女人如花朵

般綻放、成長和倍受祝福。要對你

的配偶為你所做的一切表達感激。

要經常表達愛和感激，那會使生命

更豐富，更愉悅，更有意義。不要

抑制這種自然的情感表露。如果

你告訴她的時候能抱著她，那麼

效果會更好。你是否會幫忙照顧

孩子和做家事，來支持你的妻子?
我從妻子身上學到了表達愛

意的重要。在我們結婚初期，當

我參加某個會議，翻開經文要分享

信息的時候，經常會看到經文中夾

著金妮所寫的充滿深情與支持的紙

條。有時候，那些紙條非常窩心，

令我幾乎說不出話來。那些來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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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愛意的妻子的寶貴紙條，過去和

現在一直都是安慰人心和帶來靈感

的無價之寶。

我也開始跟著她這樣做，卻

不知道這麼做對她而言意義何等重

大。我記得有一年的情人節，我沒

有錢送她禮物，所以我決定在冰箱

上面畫一幅水彩畫。我竭盡所能地

畫了，後來發現自己犯了一項錯

誤。那些是磁漆而不是水彩。她始

終都不准我把那些漆從冰箱上塗掉。

我記得有一天，我拿了一些

打洞器剪下來的小圓紙片，在紙片

上頭寫上數字1到100。然後把紙片
翻面，寫了一段話給她，每個圓紙

寫上一個字。然後，我把紙片混在

一起，放進信封裡。我那時認為她

看到了會會心一笑。

她過世以後，我從她的私人

物品中發現她是多麼重視我們彼此

分享的這些簡短信息。我注意到她

小心翼翼地把每個小圓紙片貼在一

張紙上。她不光是把我寫的紙條保

存起來，還用塑膠套保護著，宛如

珍貴的寶物。有一張紙條她單獨放

著，現在還在廚房時鐘的玻璃後

面，上面寫著：「金妮，是告訴

妳我愛妳的時候了。」那張紙條

一直在那裡，提醒我記得天父這

位傑出的女兒。

當我回顧我們共同生活的那

段日子，了解到我們實在倍受祝

福。我們不曾在家中爭吵或惡言以

對。如今我才明白，我們之所以有

那些祝福，全都是因為她。因為她

願意付出、願意分享，從來不曾想

過自己。在我們後來的生活中，我

努力學習她的榜樣。我建議為人丈

夫和妻子的，在家中都要這麼做。

純正的愛是一股無可比擬而

強大的良善力量。正義的愛是美滿

婚姻的基礎，是子女健全發展的

主因。誰能夠精確衡量母愛的正

義影響力?母親在孩子對妳信賴有
加的心靈沃土上，細心地栽種，用

愛心培育真理的種子時，最後會得

到哪些永恆果實?身為母親的妳，
已經被賦予神聖的本能，幫助妳察

覺孩子的特殊才藝和獨特能力。

妳可以和丈夫一起滋養、強化那

些特質，使其開花結果。

結婚會帶來豐富的酬賞，婚

姻是美好的。一段時間後，你們會

開始有一樣的想法，有相同的觀念

和靈感。你們有的時候會非常快

樂，有時候則會有考驗和試煉，

但是主會引導你們一起通過所有

成長的經驗。

有一天晚上，我那罹患心臟

病的小兒子理查醒來哭了。我們兩

個人都聽到了。通常都是我的妻

子起床照顧哭泣的小孩，但這次

我說：「讓我來吧。」

由於孩子患有心臟病，所以

當他哭的時候，心臟會急速跳動。

他會嘔吐，把床單弄髒。那天晚上

我緊緊抱住他，試著安撫他，使他

心跳不會過快、不再哭泣，也一

面幫他換衣服和新床單。我緊緊

地抱住他直到他入睡為止。當時

我並不知道幾個月後他會離開人

世，但我將永遠記得那天半夜將

他抱在懷中的情景。

我記得他過世的那天。當金

妮和我從醫院開車離開時，我們把

車停在路邊，我的手攬著金妮，兩

人都在啜泣。但是我們知道在幔子

的另一邊，我們會再擁有他，因為

我們已經在聖殿立下聖約，這使得

我們比較容易接受他的過世。

金妮的仁慈教導了我許許多

多寶貴的事情。我當年很不成熟，

而她卻很有自制力和靈性。婚姻提

供了理想環境，使人克服自私和以

自我為中心的傾向。我認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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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克理斯多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天
父這位神對我們寄予厚

望。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以

下這番話，表達了祂對我

們的期望：「我希望你們像我一樣

完全，或像你們在天上的父一樣完

全」（尼腓三書12：48）。祂提出
使我們成聖的計畫，使我們能「承

受高榮榮耀」（教約88：22）並 
「住在祂面前」（摩西書6：57）。
祂知道達成此事的必要條件，因此

為了幫助我們能有一番轉變，祂提

供了誡命和聖約、聖靈的恩賜， 
以及最重要的，祂愛子的贖罪和 
復活。

神做這一切的目的，是要讓

身為祂子女的我們能夠體驗最大的

喜樂、能與祂永遠同住，並成為像

祂一樣。達林‧鄔克司長老在幾年

前曾說：「最後的審判不只是對我

們所做過的一切作為——所有善行

與惡行的總和——所作的評量，也

是對我們成為怎樣的人——我們行

為及思想的影響——所作的一種認

定。對任何人而言，單單只有外在

的行為是不夠的。福音的誡命、教

儀及聖約並不是一長串必須存入

天國帳戶的清單項目。耶穌基督

的福音計畫是要教導我們如何成

為天父要我們成為的人。」1

遺憾的是，現代的許多基督

徒不認為神會對相信祂的人有什

麼真正的要求，反而把神視為是管

家，「有需要時招之即來」，或是

把神當作心理治療師，可以幫助

人們「對自己有良好的感覺」。2

這樣的宗教理念「並不要求人改變

生命」。3 有位作者表示：「相反

的，希伯來經典和基督教經典中所

描述的神，不僅要求我們作承諾，

更要求我們奉獻一己的生命。聖經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
忍受管教的經驗⋯⋯能淬鍊我們，讓我們準備好 
享有更大的靈性特權。

受到勸告要早點結婚的原因之一，

是為了使我們不致於養成難以改變

的不良性格。

我為尚未決定要尋找永恆伴

侶的弟兄感到遺憾，也為還沒有機

會結婚的姊妹傷心難過。你們當中

一些人或許感到孤單、無人欣賞，

也看不到未來會有婚姻的祝福以及

成家、生兒育女的可能。對主而

言，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祂會實

現祂透過先知宣告的應許。永恆是

很長的一段時間。要對這些應許有

信心，並且生活配稱，這樣，主就

會按照祂的時間表在你的生活中

實現這些應許。只要你配稱，一

定可以獲得每個應許的祝福。

請原諒我談到我心愛的妻子

金妮的事情。但我們是永恆的家

庭，我深愛我的妻子金妮。她總是

心情愉快，其中大部分的原因來自

為人服務。即使在她病重的時候，

她在早晨的祈禱中仍祈求天父帶領

她去找到她能夠幫助的人。那些

真誠的祈禱一再獲得答覆。許多

人的重擔減輕了，生活有了光明

的希望。她因為成為主所帶領的

工具，而不斷蒙受祝福。

我知道去愛天父的一位女兒

是怎樣的情形，她優雅及全心全意

地散發出正義女性的生命光華。雖

然她現在在幔子的另一邊，我們對

彼此的愛和感激卻日益加增。我確

信，未來我會在幔子的另一邊再度

看到她，我們會明白我們的愛變

得更深切，並因為這段被幔子隔

開的時光而更珍惜彼此。奉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