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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造成的。有些是由於他人錯

誤的選擇，有些則是今生必須經

歷的。

培道‧潘會長年幼時罹患使

人不良於行的小兒麻痺。達林‧

鄔克司長老七歲時，父親突然過

世。總會女青年會長團的卡蘿‧

麥康基姊妹在十幾歲時，父母離

婚。挑戰會臨到你，但只要你信賴

神，那些挑戰便會增強你的信心。

在自然界，樹木若在成長的

階段經常受到風吹，就會長得更

強健。小樹在受風吹襲時，會在

樹裡面產生兩種作用：首先，這

會促使樹根長得更快、延伸得更

遠。其次，樹裡面的力量會開始

製造細胞結構，使樹幹和樹枝長

得更厚、更有彈性來因應風吹造

成的壓力。這些更強壯的樹根和

樹枝將可保護整棵樹來抵抗一定

會再來的強風。
4

對神而言，你們比樹更為珍

貴。你們是祂的兒女。祂已使你

們的靈能夠堅強抵抗生命中的旋

風。你年輕時遇到的旋風，就像

吹襲小樹的風一樣，會增加你的

靈性力量，幫助你為未來的歲月

做好準備。

我的年輕朋友們，這世界並

不會平順寧靜地迎接救主的第二

次來臨。經文說：「萬物將處於

騷動中」。
1
百翰‧楊說：「在

教會開始的階段，我得到啟示說

這教會將會遍佈、繁榮、成長和

擴展，在福音傳遍世界各國之際，

撒但的權勢也會相對地興起。」
2

比起預言中的地震和戰爭，
3    

更令人擔心的是靈性上的旋風，

它們能把你從屬靈的根基上連根

拔起，使你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有時你甚至察覺不到自己已經移

動了。

撒但的誘惑是最危險的旋風。

罪惡一直以來都存在在世上，但

從來沒有這麼伸手可及、貪得無

厭和廣為人們所接受。當然，有

一股強大的力量可以制服罪惡的

旋風，那就是悔改。

你們生活中的旋風並非都是

尼爾‧安德森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今
天早上我要向各位，尤其

是向在會議中心和世界各

地的年輕人致意。你們是

精選的一代，有著特別的使命，

我要特別向你們講話。

多年前我到佛羅里達探望家

人時，有個龍捲風侵襲了離我們

家不遠的地方。一位住在活動房

屋的婦女跑進浴室避難。她的活

動房屋開始搖晃。幾分鐘後，她

聽到鄰居的聲音，說：「我在前

面的房間裡。」她走出浴室一看，

吃驚地發現龍捲風竟然把她的活

動房屋捲到空中，不偏不倚地落

在她鄰居活動房屋的上面。

靈性的旋風
不要讓旋風把你拖下去。這是你的日子── 
要成為主耶穌基督堅強的門徒。

樹在颳大風的環境中成長愈發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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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怎樣準備好自己面對

旋風呢 ?「記住啊！記住！你們要
在神的兒子基督，我們救贖主這

塊磐石上建立根基，這樣，當魔

鬼颳起他的強風，是的，在旋風

中射出他的箭，是的，當他所有

的冰雹和強烈風暴打在你們身上

時，都沒有力量⋯⋯將你們拉〔下

去〕⋯⋯，因為你們建立於其上

的磐石是穩固的根基。」
5
這就是

你們在旋風中的安全所在。

多馬 ‧ 孟蓀會長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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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對某些人而言，這樣的差

距會造成強烈的靈性旋風。讓我

舉個例子。

上個月，總會會長團和十二

使徒定額組發了一封信給世界各

地的教會領袖，談到：「民法的

異動不會，也確實無法，改變神所

設立的道德律法。無論社會有何

分歧的意見或趨勢，神期望我們

堅持並遵守祂的誡命。祂的貞潔

律法明白表示：性關係只有在合

法結為夫妻的一男一女之間方為

正確。我們敦促你們去重讀⋯⋯

『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中的教

義。」
7

雖然世人偏離主的貞潔律法，

但是我們不會這麼做。孟蓀會長

說：「人類的救主說祂自己是生

於世而不屬於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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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雖然許多政府和立意良善的

人們重新定義了婚姻，但是主不

曾改變。神最初制定了一男一女

之間的婚姻，從亞當和夏娃開始。

祂設立婚姻的目的並非只是讓成

人獲得個人的滿足和成就感，更

重要的是，為兒女的出生、教養

和培育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家

庭是上天所賜的珍貴寶物。
9

為什麼我們要不斷地談論此

事 ? 正如使徒保羅所說：「我們
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

見的。」
1 0
身為主耶穌基督的使

徒，我們有責任教導造物主為祂

兒女所訂立的計畫，並針對忽視

祂誡命的後果提出警告。

最近我跟一位美國的月桂組

女青年談話，我要引述她電子郵

件裡的內容：

「過去這一年來我在臉書上

有些朋友開始貼文表達對婚姻的

意見。許多人贊成同性婚姻，有

些後期聖徒青少年也對那些貼文

說『讚』。我則沒表示意見。

「我決定審慎地表達我相信

傳統的婚姻。

「我就在自己的大頭貼旁邊

加上這標題：『我相信一男一女

之間的婚姻』。我幾乎立刻就開

始收到許多信息，說：『你很自

私。』『你在論斷他人。』有人

把我比喻成蓄養奴隸的人。我還

從一位好友──他是教會中非常

堅強的成員──那裡收到貼文，

說：『你必須趕上時代。事情正

在改變，你也應該有所改變。』

她說：「我沒有反擊，但也

沒有拿掉我的個人聲明。」

她最後說：「有時候，正如

孟蓀會長說的：『我們必須獨自

奮戰。』我希望我們年輕人都會

一起挺身而出，忠於神和祂活著

先知的教導。」
1 1

我們特別關心的是那些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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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傾向困擾的人，那是一種威

力強大的旋風。我要向那些勇敢

地面對信心的考驗並忠於神誡命

的人，表達我的愛和欽佩之意。
1 2

但是每個人，無論其決定和信仰

為何，都應當得到我們以仁慈和

體貼相待。
1 3

救主教導我們不僅要愛我們

的朋友，也要愛那些與我們意見

不同的人──甚至是那些批判我

們的人。祂說：「你們若單愛那

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

什麼長處呢﹖」
1 4

先知約瑟‧斯密告誡我們，

「小心不要自以為是」，並且要

對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擴大我們的

心，直到我們覺得「要把他們扛

在肩上。」
1 5
在耶穌基督的福音

裡，沒有嘲笑、霸淩或固執已見

的餘地。

如果你對教會領袖的忠告有

所疑問，請和你的父母及領袖坦

誠地討論你的疑慮。你需要獲得

來自信賴主的先知所帶來的力量。

海樂‧李會長曾說：「我們身為

教會成員的安全之道，就是⋯⋯

學會留心主透過祂的先知而賜的

話語和誡命。⋯⋯有些事需要以

忍耐和信心待之。你或許不喜歡

〔那信息〕，它可能與你的政治

立場⋯⋯你的社會觀不同，甚至

可能干擾了你的社交生活。但是

如果你聆聽這些事情，就彷彿那

是主親口說的，⋯⋯『地獄的門

必不能勝過你們；⋯⋯主神要從

你們面前驅散黑暗的力量⋯⋯』

（教約 21：6）。」1 6

摩爾門經是抵禦生活中的旋

風的另一項有力工具。

亨利‧艾寧會長十幾歲時，

隨家人搬到一個新的城市。他起

初覺得搬家很不愉快，也沒交到

什麼朋友。他和高中裡的學生格

格不入。旋風那時正吹襲而來。

他怎麼辦呢 ?他把全副精力都拿來
讀摩爾門經，讀了許多遍。

1 7
多

年後，艾寧會長見證說：「我〔很

喜愛〕回頭再讀摩爾門經，常常

從中得到深刻的滋養。」
1 8
「〔這〕

是我們所擁有的，最有力的書面

見證，證明耶穌是基督。」
1 9

主已賜給你另一個方法來站

穩，那是一項比敵人的旋風更有

力的靈性恩賜。祂說：「要站在

聖地，不要動搖。」
2 0

在我十幾歲時，教會那時只

有 13座聖殿。如今有 142座聖殿，
百分之 85的教會成員住在距離聖
殿 200英里（320公里）以內的地
方。主已使你們這一代比以往各

世代都更容易去到祂神聖的聖殿。

你是否曾經站在聖殿裡，穿

著白衣，等待作洗禮教儀 ? 你那
時有何感受 ? 聖殿裡確實有一種
神聖的感受。救主所賜的平安能

平息世上一切猛烈的旋風。

你們在聖殿中所感受到的是

一種模式，那是你們希望在生活

中感受到的。
2 1

要找出你已逝的祖父母和遠

房堂表親的相關資料，帶著他們

的名字去聖殿。
2 2
你在認識祖先

的同時，也會看到生活的模式、

婚姻的模式、生養子女的模式、

正義的模式，偶爾也會看到你會

想避免的模式。
2 3

你們以後會在聖殿裡學到更

一位月桂組女青年宣告她對傳統婚姻

的信念後，獲得幾則來自朋友的負面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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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關世界的創造、學到亞當和

夏娃生活中的各種模式，以及最

重要的，更認識我們的救主耶穌

基督。

我年輕的弟兄姊妹們，我們

非常愛你們，敬佩你們，並為你

們祈禱。不要讓旋風把你拖下去。

這是你的日子──要成為主耶穌

基督堅強的門徒。
2 4

請將你們的根基更穩固地建

立在你們救贖主的磐石上。

要更徹底地珍惜祂那無與倫

比的生平和教導。

要更勤於效法祂的榜樣，遵

守祂的誡命。

要更深刻地接受救主的愛、

祂的慈悲和恩典，以及祂具有強

大功效的贖罪恩賜。

只要你這麼做，我應許各位，

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旋風──不

論是考驗、誘惑、干擾或挑戰──

都會幫助你成長茁壯。只要你年

復一年地過正義的生活，我保證

你所獲得的經驗會一再地向你證

實耶穌是基督。你腳下的靈性基

石會變得安全穩固。你會因神把

你安排在世上為祂榮耀來臨的最

後階段作準備而歡欣。

救主說：「我不撇下你們為

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2 5

這是祂給你們的應許，我知道這

應許是真實的。我知道祂活著，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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