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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球場打棒球時，我都試著模仿我

心目中的喬‧狄馬喬那樣揮棒。

那時還沒有電視（這段歷史很久

遠了），因此我只能靠著報紙上

的照片來模仿他揮棒的樣子。

我長大一些後，家父就開車

帶我去洋基棒球場。那是我唯一一

次看到喬‧狄馬喬打球的樣子。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在那裡看著他

揮動球棒，只見那顆白色的棒球

筆直地飛進球場後方中央的觀眾

席裡。

我的棒球球技與我兒時的那

些英雄相去甚遠。但有少數幾次

我揮棒打擊得很好，因為我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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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

些英雄，尤其是在年輕時

代。我是在美國新澤西州

普林斯頓出生長大。在我們家附

近最有名的球隊，總部就設在紐

約市。那裡很久以前孕育出三支

職業棒球隊：布魯克林道奇隊、

紐約巨人隊和紐約洋基隊。費城

離我們家更近，而那裡孕育出費

城運動家隊和費城人棒球隊。這

些球隊中有許多人都可能成為了

我的棒球英雄。

後來，紐約洋基隊的喬‧狄

馬喬成了我的棒球英雄。每當我

的兄弟和朋友在我們家附近學校

聖職男子漢
你可以成為偉大的典範，或是凡夫俗子，甚至是壞榜樣。 
你也許認為這對你不重要，但這對主卻很重要。 

主應許給祂真正的聖職持有

人的祝福大到幾乎難以理解。

忠於亞倫聖職和麥基洗德聖

職又光大他們召喚的那些人「會

被靈聖化而更新他們的身體」。

因此，我們的父所有的一切都將

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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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證耶穌基督贖罪的潔淨

力量和聖靈的轉變力量可以醫治

並拯救人類。聽從救主的呼召，

誠心樂意且全心全意地跟隨祂是

我們的特權、我們的神聖職責及

我們的喜樂。讓我們：「掙脫捆

綁你們的鎖鏈，自迷濛中出來，

從塵埃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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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儆醒，行善而不厭倦，

因為我們「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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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為救主的重返

預作準備。弟兄們，當我們自己

的榜樣愈加光亮時，就是為復興

真理的力與美作證，我們就絕對

不會把福音的復興給睡掉了。我

為此作見證並把我的祝福留給你

們，奉我們的夫子，即耶穌基督

的聖名，阿們。■

註：

1. See Martin Luther King Jr.,“Don't 
Sleep Through the Revolution”(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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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General Assembly, 
Hollywood, Florida, 18,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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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尼腓三書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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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見教義和聖約 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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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盡可能地模仿他有力地揮棒。

我們選擇了英雄後，就會有

意無意地，開始模仿他們表現中

最讓自己欽佩的動作。

慶幸的是，我明智的父母在

我還小的時候，讓我接觸到一些

偉大的英雄人物。家父只帶我去

過一次洋基棒球場，去看我的棒

球英雄打球，但每個星期天他都

讓我觀察一位聖職男子漢，這位

弟兄成了我的英雄。而他也塑造

了我的人生。家父當時是一個小

分會的會長，分會的聚會都是在

我們家中舉行。順便一提，如果

你在星期日早上走到我們家一樓，

那裡就是教會。這個分會的出席

人數從來沒有超過 30人。
當時有個年輕人會開車載他

母親來我們家參加聚會，但是他

從不進到屋子裡來。他不是教會

成員。家父走出門到他停車的地

方，成功地邀請他進到我們家裡。

他受洗了，成了我第一位，也是

我唯一一位亞倫聖職領袖。他成

了我的聖職英雄。我還記得他曾

送我一尊木頭雕像，來獎勵我和

他一起完成為一位寡婦劈砍柴火

的計畫。我一直試著像他一樣，

對神的僕人作出適切的讚美。

我還在那個教會的小分會裡

選出另一位英雄。他是美國海軍

陸戰隊員，總是穿著綠色海軍制

服來參加聚會。那時是戰爭時期，

因此，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他成

為我的英雄了。後來海軍陸戰隊

還把他送到普林斯頓大學深造。

除了他那身軍服讓我欣羨不已之

外，我還看到他擔任普林斯頓大

學的美式足球隊隊長，在帕莫運

動場打球。我看到他在那所大學

的籃球隊打球，也看到他擔任他

們棒球隊的明星捕手。

除此之外，他還會在平日到

我家來，教我如何同時用左右手

一起投籃。他說，我會需要那項

技巧，因為我總有一天，會在一

些很好的球隊裡打籃球。多年來，

他一直都是我眼中真正聖職男子

漢的典範，但我當時沒有體會到

這一點。

不論你們是否願意，你們每

個人都將成為一種模範，聖職男

子漢的模範。你們在接受聖職時，

就成了點著的燈。主已將你們放

在燈台上，來照亮你們周遭每個

人的路。這一點對於你們所屬聖

職定額組裡的人而言，格外真實。

你們可以成為偉大的典範，或是

凡夫俗子，甚至是壞榜樣。你也

許認為這對你不重要，但這對主

卻很重要。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

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

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1

我深受祝福，很幸運地在我

服務的定額組中有很棒的聖職持

有人作榜樣。你們也可以像他們

為我做的那樣，成為他人效法的

榜樣。

我觀察到，在我視為英雄的

聖職持有人身上，都有三項特質。

第一他們是祈禱的榜樣，第二是

他們有為人服務的習慣，第三是

他們堅決要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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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會祈禱，但你們想要成

為的那種聖職持有人會經常祈禱，

並真心誠意地祈禱。你們會在晚上

跪下來，感謝神在那一天所賜的

祝福。你們會感謝祂賜給你們父

母、教師，和其他可以效法的好

榜樣。你們會在祈禱中詳細描述

在那一天中，有誰、用什麼方式，

造福了你們的生活。那要花上好幾

分鐘的時間，也需要稍微思考一

下。但這樣做會為你帶來意想不

到的事，也會帶來改變。

你們在祈求寬恕時，會發現

自己也在寬恕他人。你們在感謝

神的良善時，也會想到其他需要

你良善以待的人的名字。而這樣

的經驗，每天都會給你帶來意想

不到的事，也會在一段時間過後，

使你改變。

這樣熱切的祈禱會改變你們，

我應許你們，其中一項改變是你

們會確實感覺到自己是神的孩子。

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孩子後，也會

知道神對你有許多期望。由於你

是祂的孩子，祂期望你跟從祂的

教導，和祂愛子耶穌基督的教導。

祂期望你慷慨仁慈地對待他人。

要是你驕傲，又以自我為中心，

祂會很失望。祂會祝福你，使你

有渴望把他人的益處放在自己的

益處之前。

你們有些人已經是無私的聖

職服務的典範。在世界各地的聖

殿裡，許多聖職持有人都在日出

前抵達，有些人在日落許久之後

還在服務。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

你犧牲的時間和付出的努力而表

揚你或公開稱讚你。我曾經和年

輕人一起去為靈的世界的人服務，

因為那些人無法自行獲得聖殿的

祝福。

當我看到那些早晚都在聖殿

服務的人們臉上充滿喜悅，而非

倦容時，我知道這樣無私的聖職

服務會在今生帶來極大的酬賞，

但那也只是稍微反映出他們將來

到了靈的世界，將會和那些接受

他們服務的人，一起享有的無比

快樂。

我也在另外一些人的臉上，看

到了這樣的快樂；那些人會去告訴

別人，歸屬於神的國度是多麼地蒙

福。我認識一位分會會長，他幾乎

每一天都會帶人去讓傳教士教導。

他自己在幾個月前，還不是這教會

的成員。而現在，由於他的緣故，

不但有傳教士在教導，而且分會的

人數和力量也在不斷增長。但不

僅如此，他還成為其他人的光；

那些人也會開口，來聚集天父的

兒女，加速主的事工。

你們在祈禱和為人服務時，

就會更知道自己是神的孩子，對

祂會有更豐富的感覺。你會更能

察覺到，你若在任何方面不誠實，

祂會多麼傷心。你會更有決心去

履行你對神和對他人說的話。你

會更能察覺到，自己是否拿了不

屬於自己的東西。你會更誠實地

對待你的雇主。你會更有決心做

個守時的人，並努力準時完成主

所交付給你，而你也已經接受的

每一項任務。

在你蒙召喚去教導的家庭中，

孩子們不會猜測他們的家庭教導

教師會不會來，反而會一心期待

著你去造訪。我的子女就有這樣

的祝福。他們在成長階段，都有

聖職英雄幫助他們擬定自己的計

畫來服事主。而這樣蒙福的例子

現在已經傳到第三代了。

我的信息也是一則感恩的信

息。

我要感謝各位的祈禱。感謝

你們知道自己並沒有一切的答案，

因而跪下祈禱。你們向天上的神

禱告，表達你們的感激，並祈求

祂祝福你們的生活和你們的家人。

我感謝各位為他人所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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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各位雖然付出時間，卻覺

得不需要他人表揚你們的服務。

我們已接受到主的警告，祂

說，我們服務若是為了尋求這世

界的獎賞，就可能會喪失更大的

祝福。你們都會記得這些話：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

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

賞賜了。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

在你面前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

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行的，故

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

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

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在明處）

報答你。」
2

那些我視為聖職持有人美好

典範的人，多半都不認為自己擁

有英雄般的特質。事實上，他們

似乎都很難看出自己擁有我如此

推崇的特質。家父曾是教會中新

澤西州一個非常小的分會的忠信

會長，他後來成為教會總會主日

學理事會的一員。但今天我在談

到他的聖職服務時，仍然要很謹

慎、很含蓄地說，因為他是個謙

卑的人。

那位曾經是我兒時英雄的海

軍陸戰隊員也是如此。他從沒對

我提過自己做了多少聖職服務，

有多少成就，他只是提供服務。

我從他人那裡得知他非常忠信。

如果他曾在自己身上看到我所景

仰的那些特質，那麼我只能說我

大概沒看出來。

因此，對於你們這些想用聖

職去造福他人的人，我要提出的

忠告與你們的生活有關；這些在

人們看來雖然是私事，但在主看

來並不是。

要向神祈禱。為你們生命中

一切美好的事物感謝祂。求祂讓

你知道祂已在你所經之路放置了

哪些人讓你去服務。求祂幫助你

去為他們提供服務。要祈求讓你

有能力去寬恕，好使你自己能得

到寬恕；然後去為他們服務、愛

他們、原諒他們。

最重要的是，要記住，你所

提供的一切服務，沒有一項會比幫

助人們作出選擇，使他們有資格獲

得永生更為重要。神已賜下這項最

高的指示，教導我們如何使用聖

職。祂是聖職的完美典範。以下

是我們從祂世上最好的一位僕人

身上，所見到的一小部分典範：

「主神對摩西說：諸天，有

很多，對人而言是無法數的，但

是對我而言是有數的，因為它們

是我的。

「正如一個大地和其上的諸

天會消逝，就有另一個會來到；

我的事工沒有終止，我的話也沒

有終止。

「看啊，這就是我的事工和

我的榮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

生。」
3

我們要協助這事工。我們每

個人都能有一番作為。我們每個

人所處的時間和地點都是為了這

末世時代的神聖事工而預備好的。

我們每個人都蒙受祝福，有許多

榜樣可循；那些人都把這事工視

為他們塵世生命的首要目的。

我祈求我們都能互相幫助，

使彼此都能善加利用這大好機會。

父神活著，祂會回答你們的

祈禱，提供你們所需的幫助來好

好服事祂。耶穌基督是復活的主。

這是祂的教會。各位所持有的聖

職是ㄧ項能力，使你們在祂的事

工中能奉祂的名行事，來為神的

兒女服務。只要你們全心從事這

事工，祂必增強你的力量。我這

樣應許，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註：
1. 馬太福音 5：14-16。
2. 馬太福音 6：1-4。
3. 摩西書 1：3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