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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回到祂身邊。這說明了天

父的目的：「促成人的不死和永

生。」
1

當我們對主有更大的信賴和

信心時，就能獲得祂的力量來祝

福、拯救我們自己。

整本摩爾門經交織著「主有

力量拯救祂的兒女」這個動人的

主題。首先是尼腓在這本書的第

一章談到這主題。我們在第 20節
讀到：「但是，看啊，我，尼腓，

要讓你們知道，主溫柔的慈悲遍

及那些因信心而蒙祂揀選的人，

使他們強而有力，甚至有獲救的

力量。」
2

多年前，我在一個非常個人

的經驗中，領悟到了這節經文所

傳達的真理。我領悟到天父確實

近在呎尺，祂非常渴望幫助我們。 
有一天傍晚，夜幕漸漸低垂，

我帶著孩子正在開車。那時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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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少有什麼感受，能和為人

父母的溫柔情感相比。最

讓人感到溫馨甜蜜的，莫

過於獲得直接來自天上的心愛嬰

孩。我的一位兄弟在刻骨銘心的

經驗中體會了這件事。他的第一

個兒子早產，體重只有 2磅 14盎
司，也就是 1.3公斤。洪德出生後，
就在醫院的新生兒加護病房住了

兩個月。那兩個月，全家人的心

變得柔和，我們懷著希望向主懇

求幫助。

小洪德是那麼地無助，他努

力要得到活下去的力量。他慈愛

的父親常常用強壯的手握住兒子

的小手，替這脆弱的小嬰孩打氣

加油。

神所有的兒女都是如此。我

們的天父用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的

愛關心我們每個人。祂有力量掌

握一切，祂渴望幫助我們學習、

「不要害怕，因我 
與你同在」
當我們對主有更大的信心和信賴時，就能獲得祂的力量 
來祝福、拯救我們自己。 

信，請容我讀一段，說明約書亞

的邀請和他認真的追蹤情形：

「每過幾分鐘〔約書亞〕就

會跑到大門，看看他們來了沒有。

他說他知道他們會〔來〕。

「天色暗了，而約書亞的朋

友並沒有來，但約書亞沒有放棄。

他仍然認真地每隔幾分鐘就確定

一下前門的狀況。就在要開始收

拾的時候，約書亞開始又叫又跳

地說：『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我看到一整個家庭走向教堂。約

書亞跑出去迎接他們，並擁抱他

的朋友。他們都進來教堂，看起

來都很喜歡這次的教堂開放日活

動。他們拿了一些文宣，也花了

很多時間來認識一些新朋友。能

看到這個小男孩的信心，知道初

級會的孩子也能成為傳教士，真

是讓人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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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見證當我們齊心合力，

當我們用信任和信心去尋找、邀

請並追蹤時，救主會對我們微笑，

成千上萬的神的兒女將會在耶穌

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找到人生的

目的與平安。願主在我們努力加

速救恩的事工時祝福我們。我這

樣謙卑地祈求，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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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有個男孩隻身一人走在冷清

的路上。車子開過他身邊後，我

清楚感覺到我應該回去幫助他，

但卻擔心晚上有個陌生人在他身

邊停車，可能會嚇到他，所以我

就繼續往前開。這強烈的感覺又

來了，同時我心裡浮現出這句話：

「去幫助那個男孩！」

我開回去找他，問他：「需

要幫忙嗎 ?我感覺應該要幫助你。」
他轉身面對我們，淚流滿面

地說：「可以嗎 ?我一直祈禱會有
人來幫我。」

上天讓我得到靈感，作為他

求救祈禱的答覆。聖靈給我的指

示如此清楚，那次的經驗至今仍

在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如今 25年後，就在幾個月前，

透過上天溫柔的慈悲，我第一次

又和這個男孩聯繫上。我發現這

經驗不只是我的人生故事──也

是他的故事。德瑞克‧南斯已經

成家，當了父親。他也忘不了這

個經驗。我們都曾經用這件事教

導我們的孩子：神一直在眷顧我

們。我們不是獨自一人。這幫助

我們奠定信心的基礎，相信神會

垂聽並回答我們的禱告。

那天晚上，德瑞克放學後留

在學校參加活動，結果錯過了最

後一班公車。當時他才十幾歲，

他很有自信自己可以走回家，於

是就開始走路。

過了一個半鐘頭，他還走在

那條冷清的路上。離家還有好幾

英里，而且放眼望去看不到任何

房子，他很害怕。他絕望地走到

一堆小石頭後面，跪了下來，向

天父求助。德瑞克回到路上幾分

鐘後，我就停下來幫忙，那正是

他禱告裡所祈求的幫助。

這麼多年後，德瑞克現在回

想，說：「主很關心我這個既瘦

弱又目光短淺的男孩。不論世上

正在發生哪些事，主清楚知道我的

處境，祂很愛我，所以派人來幫

助我。從在那條荒涼的路邊，直

到如今，主已經多次回答我的禱

告。祂的回答並不總是如此立即

且清楚，但是祂認識我，不論現

在或是那個孤單的夜晚，都不容

置疑。每當生活的陰影籠罩我的

世界，我知道祂總是有一個計畫，

好看著我再次安全地回到家。」 
正如德瑞克所說，不是每個

禱告都能很快地得到回答。但是

天父確實認識我們，垂聽我們內

心的懇求。祂會行奇蹟，每次為

一個祈禱，每次為一個人。

我們可以信賴天父會幫助我

們，但不見得是以我們想要的方

式，而是以最能讓我們成長的方

式。讓自己的心意順服在神的旨

意下也許很困難，但是若要變得

像祂一樣，並獲得祂所賜的平安，

這麼做是必要的。

如劉易士所形容的，我們可

以開始感覺到：「我祈禱是因為

我不得不⋯⋯是因為我很無助。

我祈禱是因為我不斷感到有此需

要。⋯⋯這不會改變神。這會改

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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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有許多關於人們信賴

主，蒙得神的幫助和拯救的記載。

想想年輕的大衛，他因為仰賴主，

而從強大的歌利亞手中逃過一死。

沉思尼腓的情形，他運用信心呼

求神，因此逃離想奪取他性命的

兄長手中而獲救。還記得年輕的

約瑟‧斯密，他祈求主的幫助，

因此從黑暗的勢力中獲救，獲得

來自神的奇妙答覆。他們每一位

都面臨真實且困難的挑戰，每一

位都憑著信心行動，信賴主。每

一位都得到神的幫助。在這個時

代，神的大能和愛仍然在祂兒女

的生活中彰顯。

最近在辛巴威和波札那，我

在忠信聖徒的生活中見到了這一

點。在一個小分會的禁食見證聚

會上，不論是兒童、青少年或成

人，許多人所分享的見證都讓我

感到謙卑並受到啟發。他們每個

人都堅定有力地表達了對主耶穌

基督的信心。儘管他們的處境艱

難、充滿挑戰，他們還是在每天

的生活中信賴神。他們堅強的見

證反映出這份信賴，他們常常說：

「我非常感謝神。」來感謝神在

自己生活中的幫助。

幾年前，我們支會一個忠信

的家庭同樣展現了對主的信賴，

為支會成員樹立了典範。亞恩和

凡妮達‧賈卓爾原本過著幸福的

生活。可是後來他被診斷罹患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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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腫瘤，病情很不樂觀，他只剩

幾個星期的生命。這一家人希望

能最後一次相聚，因此所有的孩

子都到齊了，有的從很遠的地方

回來。他們只有寶貴的 48小時可
以相聚。賈卓爾家庭用心地選擇

去做一些對他們而言很重要的事，

他們拍攝全家福相片、全家共進

晚餐，還一起在鹽湖聖殿作了一

場教儀。凡妮達說：「我們走出

聖殿大門時，那就是我們今生最

後一次相聚了。」

但是他們離開時，心裡確信

他們一家人來日方長，遠超過今

生的時光。由於神聖的聖殿聖約，

他們對神的應許有盼望。他們可

以永遠在一起。

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有數不盡

的祝福。亞恩和凡妮達對主的信

心和信賴增加了，從凡妮達的這

番話便可證明：「我得到由神而來

的支持力量。我學到人可以在混

亂之中仍然能感到平安。我知道

主會眷顧我們。如果信賴主，生

活中的一切挑戰真的都能克服。」 
他們的一個女兒也說：「我

們觀察我們的父母，看到了他們

的榜樣。我們看到了他們的信心，

還有他們怎麼運用信心。我從不

想要有這樣的考驗，但如今也不

會想逃避。我們被神的愛圍繞。」 
亞恩最後過世了，這當然不

是他們希望看到的結果。然而，

他們的危機並不是信心的危機，

耶穌基督的福音不是待辦事項；

福音可以活在我們心中。福音「不

是重擔，而是翅膀。」
4
福音可以

支撐我們，支撐賈卓爾家庭。他

們在人生的風暴中感到平安。他

們固守著彼此，也固守著他們所

訂立和遵守的聖殿聖約。他們更

能夠信賴主，也對耶穌基督和祂

贖罪的大能更有信心。

在這條門徒道路上，不論我

們走到哪個階段，不論我們有什

麼擔憂和挑戰，我們都不是獨自

一人，你不會被遺忘。我們都可

以像德瑞克、像非洲聖徒和賈卓

爾家庭一樣，可以選擇在困境中

握住神的手。在面對挑戰時，我

們可以祈禱並且信賴主。在克服

挑戰的過程中，我們會變得更像

祂。 主對我們每個人說：「⋯⋯
不要害怕，⋯⋯我與你同在；不

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

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

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5

我要謙卑而堅定地分享我的

見證，我們的父神活著，祂愛我

們。祂認識我們個人，祂願意幫

助我們。我見證，唯有透過祂的愛

子耶穌基督，我們才能夠克服這

世界的各種挑戰，安然獲救，回

到天家。願我們有信心去信賴祂，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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