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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飛機就是我們運用信心的力

量去面對考驗的時刻。

當我們談到信心──即能夠

移山的信心時，我們所說的並不是

一般的信心，而是對主耶穌基督

的信心。只要我們向祂學習並在

生活中奉行信仰，我們對主耶穌

基督的信心就會增強。耶穌基督

的教義是由主所訂立的，用來幫

助我們增強對祂的信心。然而，

以今日通俗的話來說，宗教一詞

對不同的人而言可能會有不同的

意義。

英文的宗教（Religion）一詞
具有與神「再度連結」或與神「緊

密連結」的意思。
1
我們可以問自

己，我們是否牢固地與神連結，

使我們得以展現出對祂的信心，

或是我們事實上是與別的事物緊

密連結 ?舉例來說，我曾在星期一
早上無意間聽到一段關於在上星

期日舉辦的職業運動比賽的對話。

對於這些熱衷賽事的球迷，我不

知道他們的「宗教」是否只是將他

們與某種球類運動「緊密連結」。

我們每個人都要自問，我們

自己的信心何在 ?是放在某個隊
伍，某個品牌，或是某位名人顯

要身上 ?即使最棒的隊伍也可能
失敗，名人也會暗淡消退，唯有

將信心放在主耶穌基督身上，才

能確保我們的信心永遠安全無虞。

你需要展現出自己的信心！

神所宣示的十誡第一條就

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

的神。」
2
祂也說：「在每個思想

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懷疑，不要

懼怕。」
3
然而，還是有許多人只

從銀行戶頭的存款數字尋得平安，

上，妳一點都不需要擔心。』」

我不確定她是否會因為我也

在那班飛機上而感到比較安心，

但我可以確定的說，塵世生活的

現實情況之一就是我們的信心必

定會面臨試煉和挑戰。有時候當

我們面臨看似生死關頭的時刻，

就是考驗來臨的時候。對這位飽

受驚嚇的婦女而言，一架劇烈晃

羅素‧納爾遜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親
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誠摯

地向大家表達最深的愛與

感激。我們感謝能在指派

工作中和你們共事。

我在最近一次搭飛機時，機

長向乘客宣佈飛機在降落時會遇

到亂流，請每位乘客務必繫緊安全

帶。果然，我們遇到了亂流，機

身搖晃地很厲害。有一位隔著走

道坐在我後面兩排的女士嚇壞了，

每次飛機突然下降和劇烈震動時，

她都會大聲尖叫。她的丈夫努力

試著安撫她，但都無濟於事。飛

機通過亂流區時，不時傳來她歇

斯底里的尖叫聲，直到飛機安全

降落地面為止。在她驚慌不安的

那段期間，我不禁替她感到難過。

由於信心能化解恐懼，我暗自期

望如果我能增強她的信心就好了。

後來，當乘客紛紛下機離開

時，那名女士的丈夫向我走來，對

我說：「對不起，我的妻子嚇壞了。

我能安慰她的唯一方法就是告訴

她：『納爾遜長老也在這班飛機

展現出你的信心
在你們邁向永恆的道路上，要日復一日增強你的信心。 
要勇敢表明你的信仰！表現出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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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將其他凡人視為仿效跟隨的

榜樣。

醫生、學者和政治人物經常

面臨信心的考驗。在追求目標的

過程中，他們是否會表明自己的

信仰，或是隱而不宣 ?他們是將
自己與神或是與世人緊密連繫在

一起 ?
我在幾十年前就面臨過這樣

的試驗，當時我所屬醫療單位裡

的一位同事譴責我沒有將專業知

識和個人的宗教信念區分開來。

他要求我不要將兩者混為一談。

我怎麼能這麼做 ?真理始終是真
理，不僅是不可分割，而且其中

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被忽略。

無論是由實驗室裡所做的科

學實驗，或是藉由啟示顯現，所

有的真理都從神而來。所有真理

都是耶穌基督福音的一部分。
4
然

而，我卻被要求將自己的信仰隱

藏起來。我並沒有按照那位同事

的要求去做。我表現出我的信心！

以嚴格的標準要求正確無誤

乃是所有專業工作的必要條件。

學者都很看重表達的自由。但是

如果一個人的知識有一部分被人

為的命令判定為「無法接受」，

則他便無法享有完全的自由。

靈性真理不能被忽略──尤

其是神聖的誡命。遵守神的誡命會

使人蒙福，
5
絕無例外！違背神的

誡命會使人喪失祝福，屢試不爽！

這世界之所以問題叢生，是

因為世人都不完全。世人的目標

和渴望深受信心或缺乏信心的影

響。很多人把其他事情的優先順

序看得比神重要，另外有些人則

挑戰宗教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性。

古往今來，各個世代都有人嘲弄

或詆毀自由崇拜的宗教。有些人

甚至把世上的一切弊病都歸咎於

宗教信仰。的確，我們無法否認

有些殘暴的惡行是假借宗教的名

義做的。但是信奉主純正的宗教，

亦即竭盡所能成為耶穌基督的真

正門徒，乃是一種必須藉著每天

全心全意投入來獲得神的指引的

生活方式。只要你實踐信仰，就

是在運用信心。你就是在展現出

自己的信心。

主知道祂的兒女需要學習如

何找到祂。祂說：「因為引到超

升⋯⋯的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著的人也少。」
6

經文是幫助我們找到並持守

在這正確道路上最佳方法之一。

對經文的知識也能保護我們。舉

例來說，歷史上「產褥熱」這種

傳染病已經無情地奪去許多無辜

母親和嬰孩的性命。但是在 3,000
多年前寫下的舊約，其實已經記

載了潔淨病患的正確原則！
7
有許

多人因人們熱烈地追求知識但卻

不願留意主的話而死去！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我

們「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

道」，
8
這表示我們在生活中缺少

了什麼 ?我們可以從經文獲得偉大
的知識，並藉由信心的祈禱獲得

啟示。

這麼做會對我們每日所作的

決定有所幫助。尤其是在世人制

定和執行法律之時，我們更應該

始終以神的律法作為標準。在處

理容易引發爭議的議題時，我們

應當先尋求神的指引。

我們應當「把所有的經文都

比作對我們說的，好使我們得到

益處和知識。」
9
當我們用「個人

的私生活」或「個人的最佳表現」

來劃分自己的生活時，就會危機

四伏。如果一個人將自己的生活

分割成許多不同的部份，那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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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都不會達到人格正直的極致

表現──永遠都無法成為真正最

好的自己。

渴望受人歡迎會誘使我們看

重大眾的評論更甚於神的話。政

治活動和行銷策略經常根據意見

調查結果來規劃其行動方案。這

些市調結果確實提供了許多資訊，

但是絕對無法作為使違反神誡命

的行為變為合理的依據！即使「大

家都這麼做」，也不會使錯的事變

成對的。邪惡、錯誤和黑暗就算是

廣受歡迎，也永遠不會成為真理。

有一節經文警告我們，說道：「禍

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

以暗為光，以光為暗的人。」
1 0

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有一

首傷風敗俗的歌廣為流行。為了鼓

吹不道德的行為，這首詞誓言道 5
千萬人的意見絕不會錯。事實上，

5千萬人的意見也可能是錯的──

完全錯了。不道德的事在神的眼

中依舊是不道德，將來有一天神

會根據我們的行為和渴望來審判

我們。
1 1

我摯愛的女兒愛蜜麗現在正

在帷幕的另一邊。她的信心和勇

氣與今日世上盛行的恐懼和缺乏

信心形成鮮明對比。她在今生的

身體飽受癌症折磨所苦，因此幾

乎不能開口說話。但是她曾微笑

著對我說：「爸爸，別擔心我。

我知道我會很好的！」在那最特

別的時刻，就在我們最需要的時

候，她所展現出的信心綻放出明

亮的光輝。

這位美麗年輕，育有 5個子
女的母親對天父和祂的計畫，以

及對她家庭的永恆福祉充滿著信

心。她與神緊密相連。她完全忠

於自己與主和與丈夫所立的聖約。

她深愛她的子女，儘管即將要和

他們在塵世分離，她依舊感受到

平安。由於她對天父和祂的獨生

子的信心，她對自己和孩子們的

未來也同樣滿懷信心。

多馬 ‧ 孟蓀會長在 1986 年
曾說：「當然，我們還會碰到恐懼，

被人嘲笑，遇到對立。讓我們勇

於與輿論抗衡，也勇於維護原則。

只有勇氣，而非妥協，才能贏得

神的嘉許。⋯⋯記住，所有的人

都有其恐懼的事，可是〔用信心〕

正視恐懼的人，他也就會具有勇

氣。」
1 2

孟蓀會長的忠告歷久彌新！

所以我懇請你們，我親愛的弟兄

姊妹們：在你們邁向永恆的道路

上，要日復一日增強你的信心。

要勇敢表明你的信仰！表現出你

的信心！
1 3

我祈求你們能與神緊密相連，

願祂的永恆真理永遠刻印在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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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和哥哥帶到公園，跟我們分

享她對受洗和定期參加教會聚會

的感覺，她認為這兩件事情很重

要。我記不得她那時所說的詳細

內容，但是她的話在我的心中激

起了特別的感覺，不久我和我哥

哥就受洗了。

外祖母不斷地支持我們。我

記得每次我和哥哥被指派在教會

演講時，都會打電話給她，聽取

她的建議。過了幾天後，還會收

到她寄來的手寫演講稿。過了一

段時間後，她的建議變成列出大

綱，需要我們自己多作一些準備。

外祖母用適當的勇氣和尊重

讓我們的父親明白，載我們去教

會參加聚會的重要性。她用各種

適當的方式來幫助我們感受到，

我們在生活中需要福音。

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外祖

母愛我們，也知道她熱愛福音。

李察‧司考德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當
我思索自己在分享福音方

面的責任時，我想起了自

己所愛的一些人，他們親

切仁慈的影響力幫助我找到神所

指定的道路，幫助了我在靈性上成

長。在我人生極重要的一些時刻，

天父祝福了我，讓我有這些非常

關心我的人，願意適當地指導和

引導我的選擇。他們奉行救主的

忠告：「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

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1

在我的小時候，父親不是教

會成員，母親也不活躍。我們住

在華盛頓特區，外祖父母則住在

2,500 英哩（4,000 公里）外的華
盛頓州。我 8歲生日過後的幾個
月，外祖母橫越整個美國來拜訪

我們。外祖母很擔心，因為我和

哥哥都還沒有受洗。我不知道她

是怎樣向我父母提到這項憂慮的，

但我知道的是，有一天早上，她

「我給你們 
作了榜樣」
從古至今，這世上最偉大的榜樣就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祂邀請我們跟從祂完美的榜樣。

心上。我也祈求，你們在一生中

都會表現出你們的信心！奉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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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嬰孩出生時，臍帶需被剪斷打結。
「臍帶結」是一種結──一種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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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字根 re有「再次」或「回到」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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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切可憎的事」（以西結書 14：6）。
3. 教義和聖約 6：36。
4. See Spencer W. Kimb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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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L. Kimball (1982), 391.

5. 見摩賽亞書 2：41；教義和聖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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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行傳 10：34）；亦見摩羅乃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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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義和聖約 132：22。
7. 見利未記 15：13。
8. 提摩太後書 3：7。
9. 尼腓一書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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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經文教導：「要歸向主，那位聖者。
記住祂的路是正義的。看啊，給世人

的路是窄的，但筆直地鋪在他面前，

守門者就是以色列聖者；祂在那裡不

雇用僕人；除了藉著那扇門，別無他

途；沒有人能欺瞞祂，因為主神就是

祂的名」（尼腓二書 9：41）。
12. 多馬‧孟蓀，「勇氣關係重大」，

1987年 1月，聖徒之聲，第 35頁。
在另一個場合中，孟蓀會長給予以下

啟發人心的勸誡：「要生活得偉大，

必須培養自己的能力，能夠做到勝不

驕、敗不餒、失望時不傷心、面對困

難時不退縮。⋯⋯我們是活神的兒

女，祂按著祂的形像創造我們。⋯⋯

如果我們真誠相信這一點，必定體驗

到力量與能力無與倫比的新意，即遵

守神的誡命，抵抗撒但誘惑的無比力

量」（「翅膀上有灰點的淡黃色金絲

雀」，1973年 11月，聖徒之聲， 
第 39頁。）

13.「摒棄一切邪惡」（摩羅乃書 10：
32）。不要怕人甚於怕神（見教義和
聖約 3：7；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