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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訴他們，我愛他們。

「第二，告訴他們，我在為

他們祈禱。

「第三，向所有那些伸出援

手的人表示感激。」

身為七十員會長團的一員，

我可以由主神對摩西所說的話中，

感受到自己肩上的重責大任：

「你從以色列的長老中招聚

七十個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

的長老和官長的，⋯⋯ 「我要在
那裡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降

於你〔摩西〕身上的靈分賜他們，

他們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獨自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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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語雖年代久遠，但主

的方式卻亙古不變。

目前在教會裡，主召喚了 317
位七十員，分別在 8個定額組中
服務，協助十二使徒分擔總會會

長團的重任。我和總會其他弟兄

羅納德‧羅斯本長老
七十員會長團 

去
年 5 月 20 日，強烈龍捲
風席捲了美國中部的奧克

拉荷馬市郊區，刻劃出一

道不只 1.6公里寬、27公里長的
災區。這個大風暴是由好幾個較

小的毀滅性龍捲風形成的，它改

變了所經之處的地面景觀以及老

百姓的生活。

就在這個強烈風暴襲擊後的

一星期，我蒙指派去拜訪這個家

園慘遭蹂躪夷平、財物散落、滿

目瘡痍的災區。

出發前，我和我們敬愛的先

知多馬‧孟蓀會長談話，他非常

樂於擔起主神所賦予的這類使命。

出自對他職位的尊重以及對他仁

慈心性的了解，我問他：「您有

什麼要我做的 ? 要我說的呢 ?」
他溫柔地握著我的手，就像

身歷其境時會對每一位災民和前

來救援的人做的那樣，他說： 「第

門徒樂於 
挑起的重擔
支持我們的領袖是一項特權；伴隨而來的是分擔先知們的 
重擔，以及負起主耶穌基督門徒的重責大任。 

我更加確定，透過耶穌基督後期

聖徒教會，那些權鑰已再度復興，

那些教儀已可再度執行。

 要堅定。要忠信地遵行福音，
即使你身邊的人根本不這麼做。用

熱情捍衛你的信仰，要保持禮貌，

但要挺身捍衛。受靈啟發的聲音有

悠久的歷史，你即將在這場大會聽

到的，和剛剛多馬‧孟蓀會長的

聲音，都包括在內，這些聲音會為

你指明基督門徒的道路。這是一條

窄而小的道路，有時沒有很大的

轉圜餘地，但是藉著「對基督堅定

不移，懷著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

對神和對所有的人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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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可以成就這趟驚險的旅程。以勇氣

追尋這樣的路徑，你將能鍛造出

不可動搖的信心，在抵擋魔鬼的

強風，甚至是旋風中射出的箭時找

到安全；如果你堅定自己的門徒身

分，將之建立在我們的救贖主上，

你會感覺到磐石般的力量，不會倒

塌。
20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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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樣，內心深深為這樣的職責

感到喜樂。然而，能在這項榮耀

事工中協助的並不限於我們七十

員，在世界各地教會的成員也都

能有美好的機會，幫助他人的生

活蒙受祝福。

我從親愛的先知身上學到，

飽受風暴折磨的災民需要的是什

麼──愛、祈禱還有對伸出援手

的表示感激。

我們所有的人在今天下午都

會舉起右手，支持總會會長團以及

十二使徒定額組為耶穌基督後期

聖徒教會的先知、先見、啟示者。

這項支持並非只是一種形式而已，

也不單是蒙召喚在總會服務的人

的專利。支持我們的領袖是一項

特權；伴隨而來的是分擔先知們

的重擔，以及負起主耶穌基督門

徒的重責大任。

孟蓀會長說：

「我們周遭都有需要我們關

懷、鼓勵、支持、安慰、仁慈相

待的人，他們可能是我們的家人、

朋友、認識的人，也可能是陌生

人。我們就是主在這世上的手，

有責任為祂的兒女服務、提升他

們；主要靠我們每一個人來達成

這些事。⋯⋯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

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

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
40〕。」2

當機會來臨時，我們是否都

願意以愛來回應，去拜訪某人、

打個電話、寫個字條，或是用一

天的時間去幫助他人 ?或者我們像
那個說自己已經遵守了神所有誡

命的少年人一樣：

「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

少什麼呢 ?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

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

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

要來跟從我。』」
3

耶穌召喚那少年人在身邊擔

任更大的服務，為神在地上的國

度工作，但他走了，「因為他的

產業很多」。
4

世上的產業又如何呢 ?我們

已經目睹了龍捲風能在短短的幾

分鐘內，將產業摧毀。對我們每

一個人而言，運用我們的時間、

才能和選擇權去為神服務，積攢

靈性財寶在天上，才是至關緊要

的。 
耶穌基督繼續在呼籲「來跟

從我」；
5
祂周遊在祂的祖國，和

門徒一起無私地服務。祂現在仍

與我們同行，支持著我們，帶領

著我們。要效法祂完美的榜樣，

就要認識並榮耀救主，祂以神聖

的、拯救世人的贖罪，擔負了我

們大家的重擔，這是至高無上的

服務。祂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要求，

就是希望我們能够且願意挑起身

為門徒的「重擔」。

我在奧克拉荷馬時，有機會

與幾個受到強烈龍捲風肆虐的家

庭會面。拜訪索羅斯家庭時，他們

家女兒多莉的經驗特別讓我感動，

多莉那時就讀廣場大廈小學五年

級。她和她的母親今天也在現場。

龍捲風呼嘯通過學校時，多

莉和一小群朋友正躲在廁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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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聽我唸出多莉自己所寫的那天

的經過：

「我聽到有東西撞到屋頂的

聲音，我以為只是冰雹，那聲音

越來越大。我祈禱，求天父保護

我們所有的人，讓我們都能平安。

突然間，我們聽到像吸塵器那樣

很大聲的聲音，然後我們頭上的

屋頂就不見了。強風猛吹，碎片

也飛來飛去，不停地撞擊我身體

各個部分。屋外變得很暗，看起

來好像天空是黑色一樣，可是並

不是——那是龍捲風的內部。我

閉上眼睛，祈禱著，希望這一切

趕快過去。

「突然間，一切都靜了下來。

「我睜開眼睛，看到一個停

止標誌就在我的眼前！幾乎要碰

到我的鼻子。」
6

多莉、她的母親、她三個兄

弟姊妹，還有許多朋友那時都在

學校裡，他們都奇蹟似地在那場

龍捲風裡倖免於難；但有七位學

生罹難了。

那個周末，聖職弟兄們給眾

多風暴受害者作聖職祝福，我深

感謙卑地給了多莉一個祝福。我

把手放在她頭上時，心裡想起了

一節我喜愛的經文：「我必在你

們前面行。我必在你們的左邊和

你們的右邊，我的靈必在你們心

中，我的天使必在你們四周，托

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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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多莉記得這一天，主的

僕人按手在她的頭上，宣告天使

在風暴中保護了她。

無論情況如何，我們都要伸

出援手彼此援助，這永遠是愛的

舉動，我那周在奧克拉荷馬目睹

的就是這樣的服務。

我們時常有機會為有需要的

人服務，身為教會成員，我們都

有神聖的職責要「承擔彼此的重

擔，使重擔減輕」，
8
「與哀者同

哀」，
9
要「扶起垂下的手，堅固

無力的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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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們，主

非常感謝你們每一個人難以計數

的、大大小小的服務時光與善舉，

每天那麼慷慨大方地為人付出。

便雅憫王在摩爾門經中這樣

教導：「你們為同胞服務時，只

是在為你們的神服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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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為弟兄姊妹服務能導

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作神聖的決

定，使我們能重視並喜愛主所喜

悅的事。這樣做正是以我們的生

活證明我們是祂的門徒。投入主

的事工可以讓我們感受到主的靈

與我們同在，我們的見證、信心、

信賴與愛心也跟著成長。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耶穌基督

活著；祂向我們今日的先知，我

們親愛的多馬‧孟蓀會長說話，

也藉由他對我們說話。

願我們都能在擔負彼此重擔，

這項神聖的服務中得到喜樂，即

便是簡單又微小的善舉。這是我的

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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