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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相信，我小時候和現在的

情況有點像是天國，能與心愛的

家人住得很近，這讓我常常記得

家庭單位本來就是永恆的。

當我長大以後，和我的外公

培養出一份特別的情誼。我是家

裡的長子，冬天時要為我們家、

外公家和兩個阿姨家剷除走道上

的雪，夏天時要為大家照顧草坪。

我為外公家割草的時候，外公常

常坐在門廊前。當我完成後，我

會坐在屋前的階梯，和他聊天；

那些是我非常珍貴的回憶。

有一天，我問外公，人生裡

有這麼多選擇，我要怎麼知道自

己是否一直在做正確的事。外公

和平常一樣，用一段農家的生活

體驗回答了我。

他教我怎麼訓練馬匹，讓牠

們懂得一起工作。他解釋，一組

馬匹時時刻刻都要知道到底是誰

多馬‧貝利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我
和貝利姊妹固定在每週一

晚上舉行的家人家庭晚會

突然之間擴大了，我弟

弟、弟弟的女兒、內人芭芭拉的

弟弟、一位外甥女和她的夫婿，

都搬到了我們公寓的社區。這是

除了小時候以外，我唯一能這麼

幸福地有家人住在附近。當時，

我的家庭和我母親的一些親戚，

都住在同一個街區。索尼外公家

在我們家的北面隔壁，愛瑪阿姨

家在我們家的南面隔壁。街區的

南邊住著約瑟芬阿姨，街區的東

邊則是阿爾瑪舅舅住的地方。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每天和

親戚互動往來，共度工作、玩耍和

拜訪的時光。要是我們太調皮了，

很快就逃不過母親的耳目。現在

我們的世界不一樣了──大部分

的家人分散各地。即使住得算近，

但也不常住在隔壁。儘管如此，

藉由忠信 
而變得服從
服從象徵著我們對至高權柄者──即神── 
的智慧和能力有信心。

於信仰而蒙福。他們彷彿早已聽

到我們今日的先知所說的話：「為

了得到〔聖殿〕祝福，再大的犧

牲⋯⋯都不算什麼」（多馬 ‧

孟蓀，「神聖聖殿──世人的明

燈」，2011年 5月，利阿賀拿，
第 92頁）。

英國的兩鎊硬幣有一面刻著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句話。

每當我想到我們偉大的先驅者祖

先時，我都覺得我們都是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

雖然這項忠告是來自羅伯

特‧哈里斯的一封信，但我相信

許多祖先也會將相同的信息傳給

他們的子女和孫子女：第一，我們

絕不能忘記我們在聖殿裡的經驗，

以及因聖殿而臨到我們每個人身

上的應許和祝福。第二，我們絕

不能忘記有神的先知在帶領我們。

我見證，確實有神的先知在

帶領我們。主已在後期時代透過先

知約瑟‧斯密復興了祂的教會，

而我們絕不能忘記神一直在派遣

先知來帶領我們，從約瑟到百翰、

到每一位繼任的總會會長、一直

到我們今日的先知──多馬‧孟

蓀，從未間斷。我認識他，尊敬

他，並且愛他。我見證他是神今

日在世上的先知。

我希望我們和我們的子女及

孫子女，都能敬重我們正義的祖

先所留下來的傳承──他們是忠

信的摩爾門先驅者，願意將擁有

的一切獻在祭壇上，來捍衛他們

的神和他們的信仰。我祈求我們

每個人都能過著忠於父母堅定不

移之信仰的生活，奉耶穌基督的

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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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控。控制和指揮馬匹的關鍵

之一是馬具和嚼環。如果一組馬

裡有一匹馬認為不需要服從駕馭

者的意思，這組馬絕對無法拉曳、

一同合作、發揮最大的能力。

現在，讓我們來檢視我外公

用這個例子所教導我的一課。誰

是這組馬的駕馭者 ?我外公認為是
主。祂就是那位有明確目的和計

畫的人物，也是這組馬與馬匹個

別的教練和建立者。駕馭者知道

得最清楚，馬匹要知道牠是否一

直都在做正確的事情，唯一的方

法就是服從和遵循駕馭者的領導。

外公把馬具和嚼環比喻成什

麼 ?我當時相信，正如同我現在相
信一樣，外公是在教導我要聽從

聖靈的提示。在他的心目中，馬

具和嚼環具有屬靈的意義。一匹

聽話的馬，也就是一支訓練有素

的馬隊裡的一員，需要駕馭者在

溫柔的牽引之外再多施點力，這

樣才能確切地做到駕馭者要做的

事。這種溫柔的牽引等同於主對

我們說話時微小的聲音。為了尊

重我們的選擇權，聖靈的牽引從

來都不是激烈、強迫的。

人們要是忽視了聖靈溫柔的

提示，必將像那位浪子一樣，往

往要從不服從和放蕩的生活才會

學會自然的後果。浪子一直到自

然的後果發生而謙卑下來之後，

「他醒悟過來」，並聽見聖靈的

低語告訴他，要他回到他父親的

家中（見路加福音 15：11-32）。
所以，外公教導我的一課就

是：要時時準備好接受聖靈溫柔

的牽引。他教導我，要是我偏離

了正道，必定會收到這類的提示。

如果我讓聖靈引導我的決定，就

絕對不會犯下嚴重的錯誤。

正如聖經雅各書 3：3所記載
的，「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裡，

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

我們必須敏於察覺靈性的嚼

環，即使夫子是用最輕微的方式

牽引我們，我們也都必須願意徹

底改變方向。為了擁有成功的人

生，我們必須教導我們的靈和身

體一起服從神的各項誡命。如果

我們聽從聖靈溫柔的提示，它便

能使我們的靈和身體依著正確的

目的聯合起來，引導我們回到永

恆的家，與永恆的天父同住。

信條第三條教導我們服從的

重要：「我們信經由基督的贖罪，

全人類都可以藉著服從福音的律

法和教儀而得救」。

外公舉例說明的一組馬匹中

所描述的那種服從，也需要一份

特殊的信任──也就是對駕馭者

要有絕對的信心。因此，外公教

導我的一課，也暗指著福音的首

要原則──即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使徒保羅教導：「信就是所

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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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希伯來書 11：1）。保羅接
著運用亞伯、以諾、挪亞及亞伯

拉罕的例子來教導信心的要義，

並強調亞伯拉罕的故事，因為亞

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

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

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

知往哪裡去。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

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

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

（希伯來書 11：8-9，11）。
我們知道，經由亞伯拉罕和

撒拉的兒子以撒，亞伯拉罕和撒

拉獲賜一項應許──他們獲得應

許，子孫將「如同天上的星那樣

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見

第 12 節； 亦 見 創 世 記 17：15-
16）。然後亞伯拉罕的信心受到
了考驗，那種方式對我們許多人

來說都難以置信。

我曾經多次思考亞伯拉罕和

以撒的故事，至今還是不認為我

能夠完全理解亞伯拉罕的忠信和

服從。也許我可以想像他有天早

晨忠信地收拾東西啟程的樣子；

不過，他怎麼能在兒子以撒身旁

一步步地走完路程，經過了三天

的跋涉之後來到摩利亞山的山腳

下 ?他們是怎麼把生火用的木材扛
上山的 ?他是如何搭建祭壇的 ?他
是如何捆綁以撒、把他放到祭壇

上 ?他又是怎麼向以撒解釋他就是

那獻祭的供物 ?而且他怎麼有力氣
舉起利刃來殺兒子 ?亞伯拉罕的
信心使他有能力完完全全跟從神

的帶領，直到那神奇的一刻出現，

天使從天上呼叫他，對亞伯拉罕

宣布，他已經通過了這個痛苦難

當的試驗，之後主的天使重述了

亞伯拉罕聖約的應許。

我承認，要對耶穌基督有信

心並服從，這當中伴隨而來的種

種挑戰對某些人來說很困難。多

年來我已經累積了足夠的經驗，

知道馬匹的個性各不相同，因此

有些馬匹訓練起來較容易，有些

則較困難，而且人類的差異其實

比馬匹更大得多。我們每個人都

是神的兒子或女兒，各有獨特的

前生經歷和今生故事。因此，鮮

少有全體適用的解決方法。所以，

我充分體認到生命具有嘗試與犯

錯的性質，而最重要的是，我們

時時需要福音的第二項原則：悔

改。

另一項事實是，我外公所處

的那個年代，是一段單純得多的

時代，尤其是在對與錯之間的選

擇方面。雖然有些十分聰明又有見

地的人可能會認為，我們處在較

複雜的時代，需要比以往更複雜

的解決方法；但我很難相信他們

是正確的。相反地，我的想法是，

當今的複雜反而需要更多的單純，

就像我外公當初回答我那個真誠

的問題──如何知道對與錯之間

的差異一樣。我知道我今天提供

給大家的是一個簡單的良方，但

是我可以見證，它對我極有用處。

我要向各位推薦這個方法，甚至

要邀請各位把我這番話作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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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就必賜給他。」
1

他一遍又一遍地反覆思考那

節經文。第一道微光穿破了黑暗。

這就是答案嗎 ?這就是走出混亂
和黑暗的方法嗎 ?有可能這麼簡
單嗎 ?求問神，祂就會回答嗎 ?最
後，他決定自己必須求問神，或

是繼續留在黑暗和混亂中。

儘管他是如此渴望想要知道，

但他並沒有跑到一個安靜的角落，

說出匆匆的祈禱。雖然他才 14歲，
縱使急於知道答案，但他並未倉

促行事。這不是一般隨意的祈禱。

他決定了要去哪裡祈禱，以及何

時作此嘗試。他準備去和神說話。

然 後， 那 天 到 了。 那 是

「〔1820年〕初春，一個美麗明
朗的早晨。」

2
他獨自走進附近寧

靜的樹林中，身邊盡是高大的樹

木。他到了事先打算要去的地方，

跪了下來，獻上心中的願望。

他這樣形容接下來發生的事：

「我看見一道光柱，正在我

頭上，比太陽的光還亮，緩緩降

勞倫斯‧寇布吉長老
七十員

第一次異象

一個男孩閱讀著聖經，他的

目光停留在一節經文上。這一刻

將改變世界。

他非常想知道哪個教會可以

引領他找到真理和救恩。在幾乎

用盡其他一切辦法之後，如今他

求助聖經，讀到這些話：「你們

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

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

先知約瑟‧斯密
向約瑟‧斯密大量傾瀉的啟示，證實了他是神的先知。

如果你們這麼做，我應許，當數

不清的選擇朝你們蜂擁而來時，

這個方法必能引導你們作出明確

的選擇，而且對於那些令飽學之

士和自以為聰明之人感到困惑的

問題，這方法也會引導你們獲得

簡單的答案。

我們常常認為，服從是被動

消極、不用思考地遵從有較高權

柄者的命令或指示。其實，以最

高境界來說，服從象徵著我們對

至高權柄者──即神──的智慧

和能力有信心。當亞伯拉罕對神

表現出他堅定不移的忠信和服從

時，即使他受到吩咐要犧牲自己

的兒子，神還是救了他。同樣地，

當我們經由服從來展現忠信的精

神時，神最終會來援救我們。

那些單單倚靠自己、跟隨自

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傾向的人，

要是和那些跟從神、汲取祂的智

慧、能力和恩賜的人相比，是很有

限的。曾有人說，自私自利之人，

難免劃地自限、作繭自縛。熱切

地、主動地服從絕對不是軟弱或被

動，而是表明我們對神有信心的

一種方式，也會讓我們有資格獲

得上天的能力。服從是一種選擇，

是一種在我們有限的知識和能力

以及神無窮的智慧與全能之間的

一種選擇。根據外公給我的教導，

這種選擇能使人感知口中靈性的

嚼環，並跟從駕馭者的領導。

願我們會藉由忠信和經由接

受復興福音的教儀，而成為聖約

的繼承人和亞伯拉罕的子孫。我

應許各位，永生的祝福是賜給每

一位忠信和服從的人。奉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