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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什麼事，其實也是無法描述

的，因為那超乎了我的表達能力。

然而，這件事直到如今依舊清晰，

就像 65 年前的那個夜晚一樣清
晰。我知道這是非常私人、非常

個人的屬靈顯現。終於，我親身

知道了。我確確實實地知道這件

事，因為那見證已經賜給了我。

過了一會兒，我爬出堡壘，走著，

或者說整個人飄飄然地回到我的

床上。那天晚上直到天明，我都

沉浸在喜悅與敬畏之情中。

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自己是個

特別的人，反而認為如果我有這

樣的經歷，別人應該也可以；至

今，我對此仍然深信不疑。在後

來的歲月裡，我逐漸明白這樣的

經歷曾是指引我的明燈，也是我

必須承當的擔子。

我想和各位分享最值得知道

的真理，也就是我在將近 90載的
人生歲月裡和 50多年總會持有權
柄人員的閱歷中，所學習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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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爭或動盪不安的時期能

使我們變得更加專注在

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我來說，

是靈性上一段倍感混亂的時期，

當時我離開了家鄉猶他州百翰市，

僅有一些非常微弱的見證，我感

覺需要更多事物填補心靈的空缺。

事實上，我們整個高年級的學生，

在幾週內都前往了戰區。我駐紮

在日本沖繩島北方的伊江島時，

心中常因懷疑與不安所苦。我希

望自己能對福音有個人的見證，

我想要知道！

在一個無法入眠的夜晚，我

離開帳篷，來到一個地下堡壘；

這個堡壘是由一排排裝滿沙子的

190公升燃料桶上下堆疊而成，形
成一個封閉的掩體，沒有屋頂；

所以我爬了進去，仰望星斗滿天

的夜空，跪下來禱告。

禱告到一半的時候，真的發

生了。即使我想告訴各位當時發

星期日午間大會  | 2014年4月6日

證人
我想和各位分享最值得知道的真理。

信每個人的內在都具備了能提升

世人整體幸福感的能力⋯⋯只要

我們「對寂寞或喪志的人說幾句

真誠感謝的話」。他說：「或許

你明天就忘了今天說過的好話，但

是接受的人卻可能一輩子珍惜。」
1 2

願我們從現在，從今天開始，

對神所有的兒女表達愛，不論他

們是家人、朋友、點頭之交或是

陌生人。每天早上起身時，讓我

們下定決心以愛心和仁慈回應一

切事情。

弟兄姊妹們，神對我們的愛

超乎我們的想像。出於這份愛，祂

差了祂的兒子來；祂的兒子深愛我

們，願意為我們犧牲性命，讓我們

獲得永生。當我們了解這份無與倫

比的恩賜之後，我們的心就會充滿

對永恆之父、對救主及對全人類

的愛。我殷切祈禱，願此事成真，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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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在我漸漸明瞭的事理中，

有很多是屬於只能學習而無法教

導的道理。

就像大多數具有寶貴價值的

事物一樣，具有永恆價值的知識也

只會經由個人的祈禱和沉思獲得。

祈禱和沉思加上禁食與研讀經文，

都帶來靈感、啟示和聖靈的低語；

當我們令上加令地學習時，便會

獲賜來自高天的教導。

許多啟示都應許，「我們在

今生達到的任何智能水平，會在

復活時與我們一起復活」，以及

「由於⋯⋯勤奮和服從〔才能獲

得〕知識和智能」（教約 130：
18-19）。

我所明瞭的一項永恆真理是：

神活著，祂是我們的父，我們是

祂的兒女，「我們信神，永恆的

父，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及聖

靈」（信條第一條）。

父可以使用的頭銜有很多，

但祂選擇被稱為「父」。救主命

令我們，「所以你們要照這方式

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尼腓

三書 13：9；亦見馬太福音 6：9）。
要是我們能了解到今生最重要的

到底是什麼時，那麼對所有的人

來說，祂之所以使用「父」這個

稱謂便是寶貴的一課。

親職是一項神聖的特權，如

果我們忠信地履行這項職責，將

會是一項永恆的祝福。教會裡一

切活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使丈

夫和他的妻子及兒女能夠在家中

享有幸福快樂。

那些沒有結婚或無法生育子

女的人並不會被排除在外，無法

享有他們所追求的永恆祝福；只

是這樣的祝福，他們目前還無法

企及而已。我們不會每次都知道

祝福會如何出現、會在何時出現，

但是「永恆的增加」這項應許是

不會拒絕任何訂立並遵守聖約的

忠信者的。

你們不為人知的渴望和含淚

的祈求，必將感動父和子兩者的

心，你們會從祂們獲得屬於你們

個人的保證，知道人生會很圓滿，

任何必要的祝福絕對不會失去。

身為主的僕人，我已蒙得按

立要在這項職位上行事，我要給

處於這種情況的人一項應許：任

何攸關你們救恩和超升的事物必

將在適當的時候賜給你們。現在

兩手空空的人必將收穫滿懷，此

刻因夢想破滅和希望落空而傷痛

的心，必將獲得醫治。

我所明瞭的另一項真理是：

聖靈是真實的，祂是神組裡的第

三位。祂的使命是為真理和正義

作見證，祂顯現的方式有很多，

包括平安的感覺和保證；祂也能

帶來安慰、指引和給予必要的糾

正；唯有藉著正義的生活，才能

在生活中不斷有聖靈為伴。

聖靈的恩賜是經由福音教儀

授予的；一位持有權柄的人按手

在教會新成員頭上，說出這樣的

話：「接受聖靈」。

單是接受這項教儀並不會讓

我們有顯著的改變，然而如果我

們聆聽並跟從靈的提示，便能獲

得聖靈的祝福。天父的每一個兒

女都能夠逐漸明瞭，摩羅乃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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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應許是真實的：「藉著聖靈的

力量，你們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

真實性」（摩羅乃書 10：5）。
我在這一生中所獲得的一項

非凡真理，就是我對主耶穌基督

的見證。

主的名是一切事情之首，是

我們所做的一切事的支柱，並以

啟示作為基礎，祂的名是我們在

教會裡藉以行事的權柄。每一個

禱告──即使是小孩子的禱告，

都是奉耶穌基督的名結束。每一

項祝福、每一項教儀、每一次按

立、每一項正式的行動，都是奉

耶穌基督的名做的。這是祂的教

會，是以祂的名字來命名的──

即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見教

約 115：4）。
在摩爾門經中有一件偉大的

事，就是尼腓人「奉〔主的〕名向

父禱告」，主向他們顯現並問到：

「你們希望我給你們什麼呢 ?
「他們對祂說：主啊，我們

希望您告訴我們要用什麼名字稱

呼這教會；因為人民為這事爭論。

「主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們，為什麼人民要為這事

抱怨和爭論呢 ?
「他們沒有讀過經文嗎 ?經

文說你們當承受基督的名，就是

我的名。因為在末日你們必以這

名被稱呼；

「凡承受我名並持守到底的，

在末日必得救。⋯⋯

「所以你們無論做什麼，都

要奉我的名；所以你們要用我的

名稱呼這教會，奉我的名祈求父，

求祂為我的緣故賜福給教會」

（尼腓三書 27：2-7）。
就是祂的名字，耶穌基督，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

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

徒行傳 4：12）。
在這個教會裡，我們知道祂

是誰：祂是耶穌基督，是神的兒

子，是父的獨生子。祂就是那位

被殺和復活的，是我們在父面前

的中保。「記住！你們要在神的

兒子基督，〔我們〕救贖主這塊

磐石上建立根基。」（希拉曼書 5：
12）祂是那位支持我們、保護我
們和家人度過人生風雨的碇錨。

每個星期日，世界各地住在

不同國家、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民

會聚在一起，用相同的字句祝福

聖餐。我們承受基督的名，一直

記得祂，祂的名字已經烙印在我

們身上。

先知尼腓宣告：「我們談論

基督，我們因基督而快樂，我們

傳揚基督，我們預言基督，我們

依照我們的預言記錄，好使我們

的子孫知道去哪裡尋求罪的赦免」

（尼腓二書 25：26）。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獲得自己

對主耶穌基督的個人見證，然後

再跟家人及其他人分享這個見證。

這一切事上，我們不應該忘

記，有個敵人正力圖破壞主的事

工。我們必須選擇要跟從誰，我

們的平安保障就是自己決定要跟

從救主，確定我們會忠信地一直

留在祂這一邊，就是這麼簡單。

在新約聖經中，約翰記載，

有些人未能下定決心跟隨救主和

祂的教導，「從此，他門徒中多

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

『你們也要去嗎 ?』

墨西哥，墨西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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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家庭是怎樣加入這教會的。

如果每一位後期聖徒都知道自己

祖先的歸信故事，那將是多麼美

好啊。

無論你是否是先驅者的後代，

摩爾門先驅者的信心與犧牲精神，

都是你的傳承，這些都是耶穌基

督後期聖徒教會的高貴傳承。

教會歷史上最美好的篇章之

一，是 1840 年主的一位使徒惠
福‧伍到英國各地教導耶穌基督

復興的福音的時候──當時教會

不過才成立了 10 年。
惠福‧伍和其他使徒主要在

英國利物浦和普勒斯頓這兩個地

區工作，獲得很大的成功。伍長

老常常祈求神在這項非常重要的

事工上引領他，他後來成為教會

總會會長。由於他的禱告，他蒙

受啟發到另外一個地方教導福音。

孟蓀會長教導我們，每當

神透過啟示告訴我們去做某件事

時，我們就要立刻去做──不可

威廉‧渥克長老
七十員

我
熱愛教會歷史。我大概跟

你們許多人一樣，每次讀

到我們的祖先接受福音、

忠於信仰，並為福音奉獻良多的

故事時，信心都會得到鞏固。

一個月前，有 12,000名住在
亞利桑那州吉伯特聖殿地區內的

優秀青少年，用振奮人心的表演

來慶祝他們的新聖殿落成，展現

他們決心要過正義的生活。這場

慶典的主題是「過著忠於信仰的

生活」。

每一位後期聖徒都應當和那

些忠信的亞利桑那州青少年一樣，

承諾要「過著忠於信仰的生活」。

聖詩裡有段歌詞說：「忠於

父母堅定不移之信仰」（「忠於

信仰」，聖詩選輯，第 159首）。
我們也可以加上「忠於祖父

母堅定不移之信仰」。

不知道那一群亞利桑那州充

滿熱情的青少年，是否都知道自

己的教會歷史──是否都知道他

過著忠於信仰的生活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祖先的信心與犧牲如何帶領他們加入 
主的教會，我們每個人都會蒙受極大的祝福。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

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

誰呢 ?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

是神的聖者』」（約翰福音 6：
66-69）。

彼得所獲得的知識，是救主

的每一個門徒都能學到的。若要

忠誠不渝地忠於耶穌基督，我們

就要接受祂為我們的救贖主，並

竭盡所能地奉行祂的教導。

在我活到這把年紀，教導和

服務這麼多年後，在我行過千萬

哩路、走訪世界各地後，連同我

所經歷過的一切，我想要分享一

項偉大的真理，那就是我對救主

耶穌基督的見證。

約瑟 ‧ 斯密和西德尼 ‧ 雷

格登在經歷一次神聖的經驗後，

作了以下的記載：

「現在，在許多對祂作的見

證後，最後，這是我們對祂作的

見證：祂活著！

「因為我們看見祂」（教約

76：22-23）。
他們的這番話，正是我想說

的。

我相信，而且我確切知道耶

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祂活著，

是父的獨生子，並且「諸世界現

在和過去都是藉祂、經祂、由祂

創造的，其上的居民也是神所生

的兒女」（教約 76：24）。
我見證，救主活著。我認識

主，我是祂的證人，我知道祂為

天父所有的兒女付出極大的犧牲

和永恆之愛。我滿懷謙卑、但十

足確切地作此特別的見證，奉耶

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