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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的時間裡全力發揮到極致。只

有四分鐘。她花了數年來準備那

四分鐘，而且之後將花這一輩子

來回想這四分鐘。

諾伊兒最後的幾回合幾乎無

懈可擊！我們永遠忘不了，她在

穿越終點線後，跳入看台擁抱她

的家人，高呼著：「我們做到了！」

多年的準備獲得了報酬。我們看

見銀牌旁邊放的，正是她脖子上

的女青年獎章。
3

諾伊兒的奧運美夢，僅僅取

決於這短暫且關鍵的四分鐘，看似

不公平。但是她對此已了然於心，

這也是她要非常努力準備的原因。

她意識到這四分鐘的迫切和重要，

以及對她一生所代表的意義。

我們也記得克理斯多夫‧佛

格，是四人雪橇比賽中，贏得銅牌

的隊員之一。他們團隊在 2010年
發生嚴重的翻覆事故，他大可以

選擇放棄，但他卻選擇繼續比賽。

之後一個精彩、挽回頹勢的回合，

為他贏得了辛苦爭取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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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請想想，這些運動員

的四分鐘，與你通往永生的道路有

多類似。你的生命是永恆的。在出

生前，你是個靈體。在慈愛的天

父身邊，你接受訓練，並作好準

備到塵世上短暫停留，並且有所

作為。今生就是你的四分鐘。在

這裡，你的行為會決定你是否能

贏得永生的酬償。先知艾繆萊克描

述：「今生是⋯⋯為迎見神而作準

備的時候；是的，看啊，今生的日

子是⋯⋯完成工作的日子。」
5

就某種意義來說，你的四分鐘

已經開始了。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使徒保羅說得似乎頗為貼切：在

達一小時 90英里（145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看四段

60秒鐘的激烈賽況，就能斷定數
年的訓練和調整，究竟是成功還

是失敗。在先前 2006年的奧運中， 
諾伊兒發生嚴重的意外，摔斷了

腿，奧林匹克之夢也隨之破碎。

2010 年，僅僅 0.1 秒之差，她再
度與奪牌的夢擦身而過。

2

你能夠想像她參加 2014年冬
奧，等著要開始第一場比賽時的

焦慮心情嗎 ?多年的準備將在這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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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的冬季奧運受到全球矚

目，各國選手在 98場的
賽事當中代表 89個不同

的國家。值得一提的是，有 10位
運動員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的成員，最近教會新聞特別報導

了其中贏得獎牌的三位：克理斯

多夫 ‧ 佛格、諾伊兒 ‧ 派克佩

絲和朵拉‧布萊特。
1
我們要向

他們和其他參賽選手祝賀。你們

表現得真好！

我今天上午提到這些比賽，

使我想起男青年、女青年和年輕

單身成人──你們正處在決定人

生方向的關鍵時期。我深感迫切

要對你們演講。

為了讓你們有迫切感，我首

先要分享諾伊兒‧派克佩絲的故

事，她是其中一位後期聖徒的運動

員。諾伊兒的參賽項目是空架雪

橇，運動員會以快跑來增加衝力，

猛然趴臥在小雪橇上，頭朝前，

進行衝刺。選手趴臥時，臉離地

不過幾英寸，他們要在彎曲結冰

的賽道上俯衝滑行，時速最高可

你的四分鐘
贖罪的奇蹟可以彌補我們不完美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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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賽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6

同樣的道理，對於奧運選手

而言，他們在極為簡短的表現中

遵循某些步驟是必要的──滑冰

選手和雪板選手的跳躍或轉身、

雪橇在途中要成功過彎，或用雪

板快速滑過下坡障礙滑雪道的標

示旗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如

此，有些事情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在塵世中的靈性表現，需要

通過一些關卡。這些不可或缺的

靈性關卡是神所賜予的福音教儀：

洗禮、接受聖靈的恩賜、聖職教

儀、聖殿教儀，和每週領受聖餐。 
「在聖職的〔各項〕教儀中，

都顯示了神性的能力。」
7

相同的道理，有紀律的訓練

能讓運動員作好準備，符合條件

在比賽的各方面達到最高水準；

遵守神的誡命則會讓你符合條件

接受這些救恩教儀。

你是否有迫切感呢 ?
年輕的朋友們，無論你在這

「四分鐘表現」的哪個階段，我

敦促你深思：「我下一步要怎麼

做，才能確保贏得獎牌 ?」或許在
這次大會期間，聖靈已經向你低

語該怎麼做：要懷著更明確的目

的去為將來要接受，或以前早該

接受的教儀作準備。無論受敦促

的事情是什麼，要立刻行動。現

在就去做，不要等待。你的四分

鐘很快便會流逝，而你會在永恆

中回想今生做過的事。
8

自律是必要的。每天祈禱、

研讀經文，並出席教會聚會必須

成為你的基礎訓練。你需要養成

服從誡命的習慣，遵守你所立的

聖約，並遵守在鞏固青年中提及

的主的標準。

也許你察覺到你生活中的某

些事物正威脅著你，使你的靈性

進步減緩或停止。如果是這樣，

請遵從經文的這項忠告：「就當

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

我們前頭的路程。」
9

現在悔改為時不晚。但時間

可能不多了，因為沒有人真的知

道你的四分鐘何時會結束。

現在，你可能在想：「我已

經搞砸了。我的四分鐘表現一蹋

糊塗。我不如放棄算了。」你若

這樣想，請停止，而且永遠不要

再這麼想。贖罪的奇蹟可以彌補

我們不完美的表現。就像傑佛瑞‧

賀倫長老曾教導的：

「你們當中⋯⋯仍不願加入

我們的人，我要⋯⋯見證神的愛

蘊藏了更新的力量，祂的恩典會

帶來奇蹟⋯⋯

「⋯⋯只要葡萄園之主說還

有時間，就永不嫌遲⋯⋯，不要

耽擱。」
1 0

請記得，你並不孤單。救主

已應許，祂不會撇下你為孤兒。
1 1

你還有家庭、朋友和領袖會鼓勵

你。

儘管我的演講是針對教會的

青少年，但是我有話對父母和祖

父母說：

最近，大衛‧貝納長老描述

一種簡單的方法，藉由接受必要

的教儀，來評估家庭在聖約道路

上的進步情形。只需要一張紙，

分成兩欄，寫著：「姓名」和「計

畫：下一個（或需要做）的教儀」。

我最近照做了，列出我的家庭的

每個成員。在這些名字當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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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一個襁褓中的孫子，就要

接受命名祝福；六歲大的孫子也

必須為洗禮作準備；即將滿十八

歲的兒子也要為接受聖職與聖殿

恩道門作準備；這名單上的每個

人都需要參加聖餐教儀。這個簡

單的作法幫助我和蕾莎盡到我們

的職責，幫助我用一張行動計畫

表協助家中每個成員在聖約的道

路上進步。你或許可以試試看，

這能帶動家人討論、影響家人家

庭晚會的課程，甚至能讓你準備

或邀請家人去接受必要的教儀。
1 2

我自己也會滑雪和滑雪板，

一位來自澳洲，也是後期聖徒的雪

板選手朵拉‧布萊特，她善用「四

分鐘」在半管滑道比賽裡贏得銀

牌的表現，令我印象深刻。在一

個幾乎完美無瑕的回合中，她於

結束前空翻兩周，並內轉 720度，
讓全世界都驚艷。然而，更讓世界

印象深刻和驚訝的是，她竟協助

她的競爭對手，並展現基督般的

愛。她注意到美國雪板選手凱莉‧

克拉克在最後一回合的第一場表

現不佳，在第二場似乎有些緊張。

克拉克回憶道：「她擁抱著我，

直到我冷靜下來，呼吸變得緩和。

能有朋友的擁抱，真的很好。」

凱莉‧克拉克後來獲得銅牌，和

朵拉一同站上頒獎台。

有人問朵拉她向對手展現的

這種不尋常的仁慈舉動，很可能

讓她失去銀牌，但她只是回答：

「我是個選手──我希望做到最

好──但是我也希望其他選手做

到最好。」
1 3

想想剛剛的故事，是否有人

需要你的鼓勵呢 ? 家人 ? 朋友 ?
同學或定額組的成員呢 ? 你要如
何幫助他們在他們的四分鐘裡好

好表現 ?
親愛的朋友，你正在一段令

人興奮不已的旅途上。在某些方

面，你就像在半管滑道或雪橇賽

道中前進，要完成每個動作並且

順暢地通過每個彎道，可能充滿

挑戰。但要記住，你已為此、也

為千禧年作準備。這是你大展身

手的時刻。這是你的四分鐘！就

是現在！

我想告訴你，我對你的能力

深具信心。你有世界的救主支持

你。如果你向祂求助並遵從祂的

指示，怎麼會失敗 ?
最後我要見證：我們蒙福有活

著的先知多馬‧孟蓀會長，有耶

穌基督作為我們救主和救贖主，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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