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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感受到快樂與悲傷。我

們感受到動盪不安，因此才能體

會平安的感覺。
2

天父知道我們會經歷這件事，

這是祂完美幸福計畫的一部分。

祂準備了一個方法，也就是透過

祂完全服從的愛子，即我們的救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贖罪和犧牲

生命，讓我們能克服今生可能經

歷的一切困難。

我們生活在充滿艱難的時代。

我不需要列出世上邪惡的所有源

頭，也沒有必要一一陳述塵世生

活中無法避免的種種挑戰和使人

痛心的經歷。我們每個人都非常

了解自己在面對誘惑、痛苦和憂

傷時的掙扎與努力。

我們在前生就曾被教導，今

生來到世上的目的是接受試探和

考驗，並發揮我們的潛能。
3
我們

知道自己將面對敵人的種種邪惡。

李察‧司考德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亞
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他

們每日所需的一切都豐盛

地賜給了他們。他們沒有

任何困難、挑戰或痛苦。由於從

未經歷過困難，他們不知道自己

可以感受到快樂。他們從未經歷

過動盪，所以也感受不到平安。

亞當和夏娃最終違反了誡命，

吃下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由

於這麼做了，他們從此不再處於

天真的狀態中，也開始體會到各

項對立的原則。他們開始因為生

病而身體虛弱，也開始感受到憂

傷與快樂。

由於亞當和夏娃吃下禁果，

世人因此獲得了分別善惡的知識。

他們作了那項選擇，才讓我們每個

人能來到世上接受試探和考驗。
1  

我們蒙福擁有選擇權，也就是我

們有能力作決定，並且為那些決

定負起責任。由於墜落，我們能

把運用信心 
列為最優先的事
儘管我們在生活中有許多負面的挑戰，我們還是 
必須撥出時間，積極主動地運用信心。

要的事情上──天父的計畫和救

主的贖罪。我們尋求答案，應該

會使我們成為善良、溫和、有愛

心、寬容、有耐心和忠誠的門徒。

我們必須願意像保羅教導的：「你

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

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1 3

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包

括幫助、支持並了解每個人，其

中有體弱多病的、身心匱乏的、

追求真理的、憂慮苦惱的，還有

其他的成員門徒──包括蒙主召

喚服務一段時間的教會領袖。

弟兄姊妹們，要留在船上，

穿上救生衣，雙手牢牢抓緊。避免

分心！你們當中若有任何人掉下

船，我們會尋找你、找到你、施

助你，將你安全地拉回老船錫安

號，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在

掌舵，祂們會給我們正確的指引，

我為此作見證，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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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們對塵世生活中的負

面經驗比正面經驗更有感覺。先

知李海教導：「因為萬事必須有

對立。」
4
儘管我們生活中有許多

負面的挑戰，我們還是必須撥出

時間，積極主動地運用信心。只

要這麼做，我們就能在生活中獲

得耶穌基督的贖罪力量，那是充

滿信心的正面力量。

天父已經給了我們一些工具，

幫助我們歸向基督，對祂的贖罪

運用信心。把使用這些工具當成

重要基本的日常習慣，是我們在

面對塵世生活的種種挑戰時，最

容易找到平安的方法。今天，我

要來談談其中的四項工具，在我

演講的同時，你們可以評估自己

運用每項工具的情形，然後尋求

主的指引，決定你如何更加善用

這每項工具。

祈禱

第一項工具是祈禱。要選擇

經常與天父交談。每天都撥出時

間與祂分享你的想法和感覺；告

訴祂你擔憂的事。祂對你生活中

最重要的大事和普通平凡的小事

同樣關心。與祂分享你一切的感

受和經歷。

天父尊重你的選擇權，所以

祂絕不會迫使你向祂祈禱。但是

當你運用這項選擇權，邀請天父

參與你日常生活中的每個層面時，

你心中會開始充滿平安，令人愉

快的平安。這份平安會使你在困

境中專注於永恆之光，幫助你用

永恆的觀點來克服這些挑戰。

父母們，請每天早晚用家庭

祈禱的力量來保護你的孩子；他們

每天都受到色慾、貪婪、驕傲，和

其他許多邪惡的不斷侵擊。要保護

你們的孩子，使他們不受每天世俗

的影響，用家庭祈禱的有力祝福

來鞏固他們。家庭祈禱應當是每

天生活中不容妥協的優先事項。

研讀經文

第二項工具是研讀神的話，

包括經文和活著先知的話語。我

們透過祈禱向神說話，祂也往往

透過祂被記錄下來的話答覆我

們。閱讀祂的話、研讀經文並加

以沉思，就能聽到和感受到神的

聲音。
5
要讓神的話成為每天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你們希

望你的孩子能辨認、了解聖靈的

提示並據以採取行動，就必須和

他們一起研讀經文。

不要被撒但矇騙，以為你們

沒有時間研讀經文；要選擇花時

間研讀經文。每天飽享神的話比

睡覺、上學、工作、看電視節目、

玩電動遊戲或瀏覽社群媒體更重

要。你可能需要重新安排優先事

項，騰出時間研讀神的話。如果

真是如此，就要這麼做！

許多先知都曾應許每天研讀

經文帶來的祝福。
6

我要再加上這項應許：只要

你們每天花時間自行研讀，也與

全家一起研讀神的話，你們的生

活中必定充滿平安。這份平安無

法從外在的世上取得，而是來自

於你們家中，來自於你們的家人

和你們的心中；這將是一項屬靈恩

賜，會從你們的身上散發出去，影

響你們周遭的人。你們會對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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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平安與和平有重大的貢獻。

我並不是說你們的生活不會

再有任何挑戰。要記住亞當和夏

娃在伊甸園裡時，他們的生活沒

有任何挑戰，但他們也無法感受

到快樂、喜悅和平安。
7
挑戰是塵

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環。透過每

天持續研讀經文，你們會在這混

亂不安的環境中找到平安，並獲

得力量抗拒誘惑。你們會對神的

恩典產生堅強的信心，知道透過

耶穌基督的贖罪，一切都會按照

神的時間表而有妥當的安排。

家人家庭晚會

在你們努力鞏固家庭和增進

平安時，要記住這第三項工具：每

週一次的家人家庭晚會。要留意，

不要使家人家庭晚會變成只是在

忙碌的一天後說說感想而已。要

下定決心，在每週一晚上，全家

人都在家一起開家人家庭晚會。不

要把工作需求、運動、課後活動、

學校功課或其他任何事情，看得

比在家中與家人共度時光更重要。

在家人家庭晚會中共度時光

比進行流程更重要。教導福音，

可以很正式，也可以很輕鬆；讓

它成為每位家人的有意義經驗。

家人家庭晚會是一段寶貴的時光，

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分享見證；學

習有關教導、作計畫、組織規劃

的技巧；鞏固家庭關係；培養家

庭傳統；彼此交談；而更重要的是，

可以一起度過一段精彩的時光！

琳達‧瑞福斯姊妹在今年四

月的總會大會中，勇敢直率地表

示：「我必須見證，每日研讀經文、

作祈禱和每週開家人家庭晚會，會

帶來祝福。做這些事會減除我們的

壓力，使我們的生活有方向，並保

護我們的家庭。」
8
瑞福斯姊妹很

有智慧。我要極力懇請各位培養

對這三項重要習慣的個人見證。

去聖殿

第四項工具就是去聖殿。我

們都知道，世上再沒有比神的殿

更平安的處所。如果你沒有聖殿推

薦書，要讓自己符合資格去取得。

有了推薦書之後，要經常使用。
9
安

排時間經常到聖殿去。不要讓任

何人或任何事阻礙你去聖殿。

在聖殿裡，要仔細聆聽教儀

中的每一個字，要沉思這些話並

加以祈禱，而且努力去了解這些

話的意義。聖殿是讓我們逐漸了

解耶穌基督贖罪力量的最佳場所

之一。去那裡尋求祂。要記住，

把自己的家庭名字帶去聖殿，會

蒙得更多祝福。

這四項工具是很重要的基本

習慣，能確保你們在生活中獲得

耶穌基督贖罪的力量。要記住，

救主是和平之君。塵世生活的平

安來自祂的贖罪犧牲。我們持之

以恆地早晚祈禱，每天研讀經文，

每週舉行家人家庭晚會，並且經

常去聖殿，就是在積極回應祂所

提出的邀請：「歸向祂」。我們

越是努力培養這些習慣，撒但就

越渴望傷害我們，但是他也越沒

有能力得逞。我們使用這些工具，

就是在運用選擇權接受基督贖罪

犧牲的所有恩賜。

我不是說只要你們做這些事，

生活中的所有考驗都會消失。我

們來到世上，就是要經過試探和

考驗而逐漸成長。挑戰能幫助我

們變得更像天父，而耶穌基督的

贖罪使我們能承受這些挑戰。
1 0

我見證只要我們積極主動地歸向

祂，就能承受所面臨的各種誘惑、

煩憂和挑戰，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註：

1. 見摩西書 5：11。
2. 見摩西書 4∼ 5章。
3. 見亞伯拉罕書 3：25。
4. 尼腓二書 2：11。
5. 見教義和聖約 18：36；亦見第 34-35
節。

6. 有些例子包括：墨西哥，夸烏提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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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孟蓀會長說：「我們在閱

讀及沉思經文時，會體驗到聖靈對我

們靈魂的甜美低語，會找到問題的解

答，會了解那因著遵行神的誡命而

來的祝福，會獲得對天父、對救主耶

穌基督、對祂們愛我們的堅定見證。

研讀經文若再加上祈禱，就會確切知

道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真實的。⋯⋯當

我們記得作禱告、也花時間求助於經

文，生活就會無限量地更加蒙福，重

擔也會隨之減輕」（「我們的路途絕

不孤單」，2013年 11月，利阿賀拿，
第 122頁）。
戈登‧興格萊會長說：「我毫不

遲疑地應許你們，如果你們肯進行這

項簡單的計畫，虔誠地閱讀摩爾門

經，無論你們以前曾讀過多少次，你

們的生活和家中必更加充滿主的靈。

你們必更有決心遵守祂的誡命，你們

必獲得更堅強的見證，知道神的兒子

確實活著」（「勇敢忠誠的見證」，

2005年 8月，利阿賀拿，第 6頁）。
豪惠‧洪德會長說：「當明智的

父母帶著兒女一起閱讀經典叢書內的

經文，之後，自由地根據每人的理解

力討論美好的故事和思想，則家庭會

有很大的祝福。青少年與幼小的孩童

通常對宗教的基本文學有令人驚嘆的

獨到見解與欣賞」（「閱讀經文」，

1980年 3月，聖徒之聲，第 83頁）。
泰福‧彭蓀會長曾說：「我們常

常致力於提高支聯會成員的活躍程

度。我們勤奮地工作，想要提高聖餐

聚會的出席率。我們也盡力讓更多的

男青年去傳教，更努力提升在聖殿結

婚的人數。這些都是值得嘉許的努

力，對國度的成長來說也很重要。不

過，只要教會成員和家庭都能持續、

定期地研讀經文，其他目標便不難達

成。他們的見證自然會增長，承諾會

更堅定，家庭會更鞏固，個人啟示

也將源源不絕」（「經文的力量」，

1986年 7月，聖徒之聲，第 69-70
頁）。

賓塞‧甘會長表示：「 我發現一
旦我不重視自已和神的關係，又覺得

神似乎沒有在聆聽，也沒有對我說話

時，我就好像離祂很遠很遠。但只

要我沉浸在經文中，這個距離就會拉

近，靈性也會回來。我發現自己更全

心、全意、全力去愛那些我必須愛的

人，對他們的愛也深切，我也發現自

己更易於遵從他們的忠告。」（總會

會長的教訓：甘賓塞（2006），第 67
頁。）

墨林‧羅慕義會長曾說：「我確

信，在我們的家裡，如果父母個人與

子女一起虔誠地經常閱讀摩爾門經，

這本偉大經典的靈將會充滿我們的家

和所有居住在那裡的人。虔敬的氣氛

將隨之增加，每人將更加彼此尊重和

關懷。紛爭之靈將會離去，父母會以

更大的愛和智慧來教導他們的兒女，

而兒女會更樂於順從父母的教導。正

義必會增加。信心、希望和仁愛──

基督純正的愛──必會充滿我們家庭

及生活，同時帶來平安和喜樂」（「摩

爾門經」，1980年 11月，聖徒之聲，
第 90頁）。
培道‧潘會長說：「人一旦了解

真實的教義，就會改變自己的態度與

行為。透過研讀福音教義來改善行

為，要比透過研究行為來改善行為，

更要快速得多」（「不要懼怕」，

2004年 5月，利阿賀拿，第 79頁）。
大衛‧貝納長老說：「每個家庭

祈禱、每次家庭經文研讀、每個家人

家庭晚會，都是我們靈魂畫布上的一

個筆觸。可能沒有一個單獨事件看

起來是令人印象深刻或難以忘懷的。

但就像每個黃色、金色、褐色的筆觸

彼此烘托，創造出一幅令人讚嘆的傑

作一般，只要我們堅持去做那些微小

的事情，就能造成深遠的靈性影響」

（「在家裡更加勤奮、關心」，2009
年 11月，利阿賀拿，第 20頁）。

7. 見尼腓二書 2：13。
8. 琳達‧瑞福斯，「防禦色情──以基
督為中心的家」，2014年 5月，利阿
賀拿，第 17頁。

9. 豪惠‧洪德會長曾說：「我以這同樣
的精神邀請每位後期聖徒將主的殿視

為你們成員身分的美好象徵；我心中

最大的願望就是每位成員都能配稱進

入聖殿。如果每一位成年成員都能配

稱並持有一份有效的聖殿推薦書，將

會使神多麼喜悅！要配稱獲得聖殿推

薦書所該做及不該做的事，正是確使

我們個人及家庭獲得快樂的事物。讓

我們經常去聖殿；在個人情況許可之

下常去聖殿；在你家裡要有聖殿的圖

片，使孩子們能看見；要教導孩子有

關主的殿的目的，讓他們在年輕時就

計畫去聖殿，並為那祝福保持配稱」

（「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1995年
1月，聖徒之聲，第 9頁）。

10. 見尼腓二書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