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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由於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讓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所

有困難最後都會有解決之道。戴

姊妹和我挨家挨戶，到一個個帳

篷裡拜訪這些忠信聖徒時，從他

們身上學到很好的榜樣。

在我們遭逢災難或悲劇的時

候，主有一個方法，使我們能重

新調整自己和生活中的優先順序。

突然之間，我們以往努力工作所

獲取的一切物質，變得無關緊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家庭和我們與

他人的關係。有位美好的教會姊

妹這麼形容：「水退了之後，我

開始清理善後，我環顧屋子四處，

心想：『哇，原來這麼多年來，

我囤積了一大堆垃圾。』」

我猜想這位姊妹已經有了更

好的觀點，使她日後能謹慎地決

定，哪些是生活所需，哪些是生

活中的無用之物。

這些年來與許多教會成員共

事，我們很高興能看到一股充沛

的靈性力量。在這些忠信的成員

他們所有的一丁點財產，現在也

已蕩然無存。放眼所見，盡是爛

泥和斷垣殘壁。然而，他們對於

外界所給予的些微援助仍然滿懷

感謝，儘管眼前的處境依舊艱難，

他們還是精神抖擻。當我們問他

們如何應對災後的生活，每個人

都十分肯定地說：「我們沒事。」

戴西安長老
七十員

在
2007 年十月總會大會上
演講過後不久，一位總會

弟兄告訴我，大約再過七

年，我才會再次經歷這個令人直

冒冷汗的時刻。這讓我放心不少。

我告訴他，我會把這七年視為我

的「七個大豐年」。現在我又站

在這裡；我的七個大豐年已經宣

告結束了。

去年一月，我和妻子葛麗絲

被指派去探視菲律賓當地的教會

成員，他們剛遭遇強烈地震和超

級颱風侵襲，生活百廢待舉。我

們很高興能接到這項指派，這不

但是我們禱告的回答，也讓我們

見證了慈愛天父的慈悲和良善。

我們一直渴望親自對這些成員表

達愛與關懷，如今終於得以成行。

我們見到的大多數成員仍住

在臨時避難所，像是帳篷、社區

中心和教堂。許多住家不是只剩

下一部分屋頂，就是完全沒有屋

頂。這些人民原本就不富有，而

你的財寶在哪裡
我們若不小心謹慎，就會開始追求屬世事物， 
甚於追求屬靈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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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也見到有人生活富裕充

足，有人則缺乏物質財富。

我們大多數人都需要賺錢，

購買物品來維持家庭所需。工作謀

生佔去我們大量的時間和注意力。

這世上所供應的物品無窮無盡，

因此，學會辨識出我們有的已經

足夠就顯得重要無比。我們若不

小心謹慎，就會開始追求屬世事

物，甚於追求屬靈的事物。接著，

我們對屬靈和永恆價值事物的追

求，便退居後位，而非應有的首

位。遺憾的是，世人往往有強烈

的傾向去添購越來越多東西，擁

有最新進、最尖端的物品。

我們要如何確定自己沒有隨

波逐流 ?雅各勸誡我們：「因此，
不要為沒有價值的東西花錢，也

不要為不能令人滿足的事物勞碌。

努力聽從我，並牢記我說的話；

歸向以色列聖者，飽享那不會壞

也不會爛的事物，讓你的靈魂因

飽足而快樂。」
1

我希望我們當中沒有人會為

沒有價值的東西花錢，或者為不

能令人滿足的事物而勞碌。

救主教導了猶太人和尼腓人

以下的話：

「不要為自己積存財寶在地

上，地上有蟲子咬，會銹壞，也

有賊挖窟窿來偷；

「只要為自己積存財寶在天

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會銹壞，

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

的心也在那裡。」
2

救主在另一個場合中，給我

們這項比喻：

「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自己心裡思想說：『我的

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 ?』
「又說：『我要這麼辦：要

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

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

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

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

喝快樂吧！』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

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

備的要歸誰呢 ?』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

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3

迪特‧鄔希鐸會長不久前給

我們這項忠告：

「我們的天父看到我們真正

的潛能。祂對我們的了解比我們

還深。祂會在今生鼓勵我們實現

來到世上的目的，過正義的生活，

並回到祂的身邊。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把如

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稍縱即逝、

無足輕重、膚淺無用的事物上呢 ?
我們是否拒絕看清追求虛無飄渺

之物有多愚蠢 ?」4

你我都知道，在我們俗世財

寶的欲望清單裡，包含了驕傲、

財富、物質的東西、權力，和世

人的榮譽。這些都不值得我們付

出時間和注意力，所以我要著重

在那些可以幫助我們積存天上財

寶的事物。

我們可以為自己在天上積存

什麼財寶呢 ?首先，我們要致力
於擁有基督般的品格，即信心、

希望、謙卑和仁愛。先知一再地給

我們忠告，要我們「〔脫離〕自然

人，⋯⋯〔變得〕像小孩一樣。」
5 
救

主也訓誡我們應當努力變得像祂

和我們在天上的父一樣完全。
6

第二，我們需要投入更多時

間和心力鞏固家庭的關係。畢竟

「家庭是神所制定的，是今生和

永恆中最重要的單位。」
7

第三，要為人服務。這是成

為基督真正信徒的重要特點。祂

說：「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

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

我身上了。」
8

第四，努力了解基督的教義

和鞏固我們對祂的見證，必能帶來

真正的喜樂和滿足。我們需要持

續研讀經文中所記載的基督的話，

和活著先知的教訓。「因為看啊，

基督的話必指示你們所有當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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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無用的垃圾。

我們不應該在垃圾堆裡漫步

遊蕩。

請聽從經文給我們的這項指

引：「基督的靈已賜給每一個人，

使他們能分辨善惡，所以，我告

訴你們判斷的方法；每一樣邀人

為善並勸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

藉基督的大能和恩賜差來的，所

以你們可以⋯⋯知道那是屬於神

的。」
1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都

會面對少年約瑟‧斯密所遇到的

難題。我們也往往發現自己缺少

智慧。

在神的國度中，神喜悅並鼓

勵我們要探求真理，祂絕不會制

止或畏懼我們這麼做。主親口極

力地勸勉教會成員要尋求學識。
2

祂說：「你們就要勤奮尋求⋯⋯；

是的，你們要從最好的書中尋求

智慧的言語；藉著研讀也藉著信

心尋求學識。」
3
然而，我們該怎

麼做，才能在世人將攻擊的矛頭

對準與神有關的事物時，辨認出

馬可仕‧艾度凱長老
七十員

我
10歲大的兒子有一天在
使用網際網路，學習有

關人類腦部的知識，他

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外科醫師。

不難注意到他比我聰明許多。

我們都喜歡使用網際網路，

我們會在家中透過社群媒體、藉

由電子郵件，以及用其他方式與

親友保持聯絡。我的孩子大多數

的學校作業都是透過網路完成的。

不論是什麼問題，一旦我們

需要更多資訊，就會上網找資料。

而且只須幾秒鐘的時間就能取得

相當多資料，實在很不可思議。

網際網路提供了許多學習機

會，然而，撒但渴望使我們變得

悲慘，因此他會扭曲許多事情的

本意。他會利用網路這項絕佳的

工具，來促進懷疑和恐懼，摧毀

信心和希望。

由於我們能在網路上取得龐

大資訊，因此我們必須審慎思考

該把力氣花在何處。撒但會使我

們忙於篩選資訊，使我們分心甚

至深受影響，而那些資訊可能大

你們若有缺少智慧的
如同經文所述，神必向尋求真理的人顯露真理。

事。」
9

現在請容我用我們在菲律賓

認識的一位 73歲寡婦的故事，來
結束我的演講。

當菲律賓的保和島發生地震

時，這位姊妹和她已故丈夫千辛萬

苦蓋好的房子應聲而倒，壓死了她

的女兒和孫子。現在她孤身一人，

需要工作來養活自己。她開始替

人手洗衣服，而且每天都必須爬

過一座高大的山丘去取水，這樣

來回好幾次。當我們拜訪她的時

候，她仍然住在臨時的帳篷裡。

以下是她的話：「長老，我

對於主要求我經歷的一切，都欣

然接受。我沒有不好的感覺。我

很珍惜我的聖殿推薦書，並把它

放在枕頭底下。請明白，儘管我

洗衣服的收入微薄，我還是繳付

十足的什一奉獻。不論發生什麼

事，我會永遠繳付什一奉獻。」

我見證我們的優先順序、個

人傾向、行為習慣、喜好、食慾

和熱情，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

第二地位。讓我們永遠記住救主

的這句話：「因為你的財寶在哪

裡，你的心也在那裡。」願我們

的心都放在對的地方。我如此祈

求，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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