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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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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所在 ?
經文教導了我們該怎麼做：

首先，我們可以憑其果子認

出真理。

主在祂偉大的山上寶訓中說

過：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

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

可以認出他們來。」
4

先知摩羅乃教導了相同的原

則。他說：「你們必從他們的行

為認出他們來，因為如果他們的

行為良好，那麼他們也一定是好

人。」
5

我們邀請所有的人，前來研

究這教會所結的果子和所從事的

事工。

凡想要認識真理的人，都能

認出這教會和其成員對所在社區

所帶來的改變。他們也會注意到，

遵行其教導的人在生活中所蒙得

的進步。研究這些果子的人必會

發現，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所

結的果實既甜美又吸引人。

第二，我們可以自行把神的

話作個實驗而找到真理。

先知阿爾瑪曾教導：

「我們要將神的話比喻成種

子。如果你們讓出地方，使種子

能種在你們心中，看啊，如果那

是一粒真正的種子，〔而且〕⋯⋯

如果你們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種

子擠出去⋯⋯，看啊，種子必開

始在你們心中膨脹；你們⋯⋯就

會開始在心裡說──這一定是良

好的種子，⋯⋯因為它開始擴大

我的靈魂，是的，它開始啟發我

的悟性，是的，它開始使我快樂。

「⋯⋯現在看啊，這不會增

強你們的信心嗎 ?會的，這會增強
你們的信心。⋯⋯

「⋯⋯因為每粒種子都會結

出與自己同類的果子。」
6

主的先知所發出的這項邀請，

是何等寶貴！這可比作是一場科

學實驗，我們獲得各種參數來實

驗主的話，我們也被告知，如果

我們遵從指示去做，這場實驗會

有什麼樣的結果。

因此，經文教導我們能從觀

察其果子而辨認出真理，也可以

透過親身實驗，在心中讓出地方

給神的話，並像培植一顆種子般

地培育這些話。

還有第三個得知真理的方法，

那就是透過個人啟示。

教義和聖約第 8篇教導，啟
示就是知識──「一切〔我們〕

求問的事情的知識，只要〔我們〕

憑信心與誠意，並且相信〔我們〕

會獲得。」
7

主也告訴我們要如何獲得這

項啟示。祂說：「我將藉著臨到

你並住在你心中的聖靈，在你的

意念和心中告訴你。」
8

因此，我們蒙受教導，只要

憑著信心與誠意求問，並且相信

我們會得到，就能獲得啟示。

但是，主也藉著以下這份警

告，明白地指示我們：「記住，

若無信心，你什麼事都做不成，

所以要憑信心祈求。」
9
信心需要

有行為──例如在心中仔細研究，

然後求問那是否是對的。

主說：

「如果那是對的，我會使你

胸中燃燒；這樣，你就必覺得那

是對的。

「但是，如果那是不對的，

你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但是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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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恍惚，使你把錯誤的事情忘

掉。」
1 0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1 1
因

此，「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

疑惑。」
1 2

我有一個屬於不同信仰的朋

友，他曾向我表示，他不是個很

有靈性的人。他不研讀經文，也

不作禱告，因為他說他無法了解

神的話，也不確定神是否存在。

這種態度說明了他為何會缺乏靈

性，而且會走向與獲得啟示相反

的途徑。正如阿爾瑪所說明的：

「因此，硬起心來的人得到較小

部份的話。」 
但是，阿爾瑪繼續說：「不

硬起心來的人就蒙賜較大部份的

話，直到他獲知神的奧秘，直到

完全明白為止。」
1 3

阿爾瑪和摩賽亞的兒子，就

是「信心需要有行為」這項原則的

好例子。我們在摩爾門經中讀到：

「他們⋯⋯都努力查考經文，

以知道神的話。

「不僅如此，他們還多次祈

禱和禁食，所以他們有預言之靈

和啟示之靈。」
1 4

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憑著

真心誠意求問也同樣重要。我們

若真誠地尋求真理，就會竭盡所

能去找到真理，包括研讀經文、

參加教會聚會，以及盡最大的努

力遵守神的誡命。這也意謂著，

當我們找到真理時，我們會願意

奉行神的旨意。

約瑟‧斯密尋求智慧時所採

取的行動，乃是真心誠意的一個

完美典範。他說他想要知道哪一

個教派是對的，好讓他「知道該

加入哪一個。」
1 5
在他祈禱之前，

他就已經準備好，要按照他所獲

得的回答來行動。

我們必須憑著信心與真心誠

意求問。但這還不是全部：我們

也必須相信我們會獲得啟示。我

們必須信賴主，對祂的應許懷抱

希望。要記住經文所記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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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就必賜給他。」
1 6
這是多麼美

好的應許啊！

我邀請所有的人用以上任何

一種方法來尋求真理，尤其是藉

由神賜給我們的個人啟示。如同

經文所述，神必向尋求真理的人

顯露真理。雖然這比搜尋網路還

要付出更多心力，但絕對值得。

我見證這教會是耶穌基督真

實的教會。我已經見到教會在許

多社區及包括我家人在內的成千

上萬人的生活中所結的果子，因

此我知道它是真實的。我也在多

年的生活中試驗過神的話，並且

感受到它對我靈魂所帶來的影響，

因此我知道它是真實的。但最重

要的是，藉著聖靈的力量，我已

經透過啟示而親身知道這教會的

真實性，因此我知道它是真實的。

我邀請你們每個人都會這麼做，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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