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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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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個非常好的榜樣！我很感謝

她在我小時候與我分享見證。她

的影響改變了我人生的方向，使

我永遠受益。

後來，我在大學快畢業的時

候，愛上了一位名叫金妮‧華金

斯的美麗年輕女子。我覺得她也

開始對我有一些深刻的感情。有

一天晚上，我們談論著未來，她

小心翼翼地在討論當中加上了一

句話，而那句話從此改變了我的

人生。她說：「我要在聖殿中嫁

給一個忠信的返鄉傳教士。」

在那之前，我並沒有特別考

慮過傳教這件事。那天晚上，我

對傳教的想法有了極大的改變。

我回家之後，無法想別的事情，

而且徹夜難眠，隔天也根本無法

專心讀書。在作了多次的禱告後，

我決定去找主教面談，開始申請

去傳教。

金妮不曾要求我為了她去傳

教。她非常愛我，因此跟我分享

她的信念，給我機會開拓自己人

生的方向。我們兩個人都去傳教，

並於返鄉後在聖殿中印證。金妮

的勇氣和對信仰的忠誠使我們在

一起的生活大為改觀。我確信，

要不是她堅強的信心，把事奉主

放在第一位，我們不會如此幸福。

她是個非常美好、正義的榜樣！

外祖母和金妮都非常愛我，

因此跟我分享她們的堅定信念，

讓我知道福音的教儀和事奉天父

會造福我的生活。她們沒有強迫

我，也沒有讓我覺得自己不好。

她們只是單純地愛我和愛天上的

父。她們知道天父比我更知道如

何使我的人生更美好。她們都勇

敢地用親切慈愛的方式來幫助我

找到那條最幸福的路。

我們每個人要如何成為具有

這般重要的影響力呢 ?我們必須確
定自己是真誠地愛那些人，希望

為他們提供正義的幫助，這樣他

們才能開始對神的愛有自信。對

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接受福音的

第一個挑戰是培養對天父的信心；

天父對他們的愛是完全的。當他

們有朋友或家人用類似的方式來

愛他們時，就比較容易培養那種

信心。

讓他們對你的愛有信心，

能幫助他們培養出對神的愛有信

心。然後透過你慈愛、考慮周到

的溝通，他們的生活就會因你分

享自己所學到的教訓、你所獲得

經驗，以及你在遇到難題時遵循

哪些原則來找到解決之道而受

益。要誠摯地表現出你關心他們

的福祉，然後再分享你對耶穌基

督福音的知識。

你可以用原則和教義作基礎，

以不同的方式來幫助他們。鼓勵

你所愛的人去了解主希望他們做

的事。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向他們

問問題來讓他們思考，然後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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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充分的時間──無論是幾個小

時，幾天，幾個月或更久的時間

──去沉思和找到自己的答案。

你可能需要協助他們了解如何祈

禱和如何辨認祈禱的答覆。讓他

們知道經文是獲得和辨認這些答

覆的一項重要資源。如此一來，

你就會幫助他們為未來的機會和

挑戰作好準備。

神的目的是「促成人的不死

和永生」。
2
這是我們一切作為的

基礎。有時候，我們過份熱衷於

令人著迷的事物中，或是因諸多

的世俗責任而筋疲力竭，以致忽

略了神的目的。當你持之以恆地

將生活專注於最基本的福音原則

時，你會知道該去做哪些事，也

會為主結出更多的果實，並為自

己帶來更多快樂。

你將生活著重於救恩計畫中

最基本的原則時，就能更專注地

分享你所知道的事，因為你了解

福音教儀的永恆重要性。你會用

一種能鼓勵你的朋友在靈性上得

到鞏固的方式，來分享你所知道

的事情。你會幫助你所愛的人下

定決心去遵守神的一切誡命，並

承受耶穌基督的名。

要記住，個人的歸信只是這

事工的一部分。要不斷努力去鞏固

家庭。記住家庭在聖殿中印證的

重要性，並用這樣的觀點來教導。

有些家庭可能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就像我父母的例子一樣。在我受

洗許多年後，我父親接受洗禮，

之後我們全家在聖殿裡印證。我

父親後來在聖殿裡擔任印證人員，

我母親在聖殿裡和他一起服務。

只要你抱持著接受聖殿印證教儀

的願景，就能協助在世上建立神

的國度。

要記住，愛他們是最有力的

根基，能夠影響你想要幫助的人。

要不是先知道外祖母和妻子金妮

對我的愛，知道她們希望我在生

活中擁有最好的祝福，那麼她們

的影響可能就微不足道了。

除了愛他們之外，要信任他

們。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很難做

到這一點，但是要找出方法去信

任他們。天父的兒女若感覺到被

信任，就會有令人驚奇的表現。

在這塵世裡的每一個神的孩子都

曾選擇了救主的計畫。要信任如

果給他們機會，他們會再次作同

樣的選擇。

要分享能幫助你所愛的人在

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努力前進的原

則。請記得，我們都是以令上加

令的方式在成長。你在了解福音

的過程中也是遵循著相同的模式。

請用簡單的方式來分享福音。

你個人對耶穌基督贖罪的見

證是一項有力的工具，其他資源

還包括祈禱，摩爾門經和其他經

文，以及你對聖職教儀的承諾。

這一切都有助於獲得靈的指引，

而仰賴靈的指引乃是一件極為重

要的事。

若要有功效並做到基督所做

的事，
3
就要專注在以下這項基本

的福音原則上，那就是：耶穌基

督的贖罪使我們得以變得更像天

父，使我們能以家庭單位永恆地

住在一起。

對我們的事工而言，沒有任

澳洲，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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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就表示我們接受祂的犧牲，

因為「我們信經由耶穌基督的贖

罪，全人類都可以藉著服從福音

的律法、教儀和誡命而得救」。
4

耶穌用淺顯易懂的話來教導

我們如何服從：「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5
以及「來

跟從我」
6

我們受洗時，就「承受〔了〕

基督的名」並「與神立約⋯⋯〔我

們〕要終生服從」。
7
我們每個星

期日都藉由領受聖餐來更新洗禮

聖約，證明我們願意遵守誡命。

我們若有任何不符合天父旨意的

思想、感覺或行為，便要尋求祂

的寬恕。我們若要悔改，就要停

止不服從，並開始再度服從，來

表明我們對祂的愛。

服從的種類

我們若奉行福音，就會更了

羅拔‧海爾斯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弟
兄姊妹們，我們從救主生

平所學到的所有教訓中，

沒有一個比服從的教訓

更清晰有力。

救主的榜樣

路西弗在前生的天庭會議反

對天父的計畫。跟隨路西弗的靈

都停止了他們的永恆進步──要

小心你選擇跟從誰！

耶穌那時表達祂服從的承諾，

說：「父啊，願您的旨意得成，

願榮耀永遠歸於您。」
1
在祂塵世

傳道的整個期間，「祂受試探但

不予理會」。
2
事實上，「祂⋯⋯

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3

由於救主是服從的，祂為我

們贖罪，使我們得以復活，並為

我們準備回到天父身邊的道路；

天父知道我們在塵世學習服從的

過程中，我們會犯錯。我們若服

「你們若愛我，就必
遵守我的命令」
運用選擇權來服從，意謂著我們會選擇「依義而行； 
〔並靜待〕真理得勝利」。

何教義比耶穌基督的贖罪更基本

的了。一有適當的機會就要為救

主及祂贖罪犧牲的力量作見證。

要運用經文，經文教導關於祂的

事並說明為何祂是每個人生命中

的完美榜樣。
4
你們需要更勤奮地

研讀。不要因為專注於瑣碎的事

物而錯過學習教義和主的教導的

機會。在你個人有了穩固的教義

基礎後，你就能在分享重要真理

方面成為一項有力的來源，能幫

助極需要那些真理的人。

我們發揮正義的影響力並為

人服務時，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在服

事我們的天父。
5
從古至今，這世

上最偉大的榜樣就是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祂塵世的使命就是教

導、服務及愛人。祂與那些被認

為不配和祂在一起的人一同坐席。

祂愛他們每個人。祂察覺出他們

的需要並教導他們明白祂的福音。

祂邀請我們跟從祂完美的榜樣。

我知道祂的福音是今生獲得

平安和幸福的道路。願我們都記

得去做祂曾經做過的事。願我們

與那些尚未接受福音榮耀之光的人

分享我們的愛、信任及對真理的知

識。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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