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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恩‧迪博
總會女青年會長團第二諮理

總會女青年大會  | 2011年3月26日

各
位親愛的女青年，今晚很

榮幸能有機會站在各位面

前。大家齊聚一堂的壯觀

景象，實在是令人動容。

信條第13條是2011年的協進
主題。今年我參加男女青年的聚會

活動和聖餐聚會時，聽到許多男女

青年分享信條第13條對他們的意
義，以及這信條怎樣適用在生活

中。很多人都知道這是信條裡的

最後一條，也是最長、最難背誦

的一條，而且希望主教不要叫他們

背誦出來的信條。然而，你們許多

人也都知道，信條第13條有著更深
遠的意義。

信條第13條可以指引我們過
正義的基督徒生活。試想如果每

個人都選擇奉行信條第13條的教
導過生活，那麼我們的世界會變

得怎麼樣呢?「我們信要誠實、真
誠、貞潔、仁愛、有品德，並為所

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確，我們可

以說我們聽從保羅的訓誡──我

們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們已

忍受了許多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

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評或

值得讚揚的事，我們皆追求之。」

幾年前，多馬‧孟蓀會長以

先知的身分在第一個星期天早晨的

總會大會演講中，引述了保羅在腓

立比書第4章第8節裡的訓誡；信
條第13條裡的許多原則都出自這
項訓誡。孟蓀會長指出我們活在

艱鉅的時代，並給予我們鼓勵。他

說：「在這趟塵世旅程中，不免

有動盪不安的時刻，願我們⋯⋯

能跟從使徒保羅的這項忠告，使

我們得享安全、不偏離正道。」1

今晚，我要強調信條第13條
裡兩項密切相關的原則，這兩項

原則絕對能「使我們得享安全、

不偏離正道」。我對要誠實和真

我相信要誠實和真誠
忠於自己的信仰──即使這麼做並不受歡迎、不容易也不有

趣──能使我們安全地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與天父同住。

弟兄姊妹們，我留下祝福給各

位。奉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註：

1.  Emily Harris, “Empty Linen,” New Era, 
Apr. 201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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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這兩項重要原則有堅強的見

證，而且也承諾要做到這兩點。

首先，「〔我相〕信要誠

實」。誠實是什麼意思呢?忠於信
仰這本小冊子教導說：「誠實意味

著隨時都要真誠、忠實，毫無欺

詐。」2 誠實是神的一項誡命，3 

而且「完全誠實是我們獲得救恩

的必要條件」。4

豪惠‧洪德會長曾教導，我

們必須願意絕對誠實。他說：

「幾年前，教堂的穿堂與入

口處張貼了主題為『對自己誠實』

的海報。海報上所提到的大多都是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不過這正是培

養誠實這項原則的地方。

「有些人承認在大的事情上

不誠實是不對的，但是卻認為在

比較不重要的事情不誠實是情有可

原的。在涉及一千美金的事上不誠

實，或是在僅僅涉及美金一角的事

情上不誠實，兩者之間真的有差別

嗎?我們是否真的能依據事情的大
小，來決定不誠實的程度?」

洪德會長接著說：「如果要

有救主和聖靈為伴，就必須要對

自己誠實、對神誠實，以及對我

們的同胞誠實。這麼做會帶來真

正的快樂。」5

我們若在一切事上，無論大

小，都誠實不欺，就會感受到內心

的平安和問心無愧。我們與他人的

關係會大大提升，因為這些關係建

立在信賴的基礎上。誠實帶給我們

的最大祝福是可以有聖靈為伴。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簡單的

故事，它鞏固了我的承諾，要在一

切事情上誠實：

「有個人某天晚上到鄰居的

田裡偷玉米。他帶了年幼的兒子

一起去，叫他坐在圍欄把風，以便

如果有人走近時可以示警。那人提

了一個大袋子，跳過圍欄，左瞧

右看地探查四周，發現沒任何人

影，正準備開始裝袋，⋯⋯〔那

時他兒子喊道〕：

『爸爸，你有個方向沒有看！ 
⋯⋯你忘了看上面。』」6

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誘惑，

引誘我們不誠實，並且以為沒人會

知道。但這故事提醒我們，天父知

道一切，而且我們最終都要對神負

責。這項知識幫助我一直努力奉行

「〔我〕相信要誠實」這項承諾。

信條第13條教導的第二項原
則是「〔我〕相信要真誠」。真誠

一詞在字典中的意思為堅定、忠

誠、準確，毫不偏離。7

我最喜愛的書籍之一是是夏

綠蒂‧勃朗特於1874年出版的英
國經典名著簡愛。主角簡愛是位身

無分文、年僅十多歲的孤兒，她展

現出何謂「要真誠」。在這部虛構

的小說中，羅徹斯特先生深愛著

簡愛，但卻無法與她結婚；他懇

求簡愛未婚和他同居。簡愛也愛

羅徹斯特先生，她曾一度受到誘

惑，自問：「這世界有誰關心你?
你所做的會傷害到誰呢?」

她的良知很快地回答：「我

關心自己。愈是孤單，愈是沒有朋

友，愈是無助，就愈要尊重自己。

我會遵守神所賜的律法。⋯⋯

菲律賓，蒙塔班



1172 0 1 1年 5月

律法和原則並不是為沒有誘惑的

時候存在的，而是為了這樣的時

刻。⋯⋯要是我基於個人的方便

去違背，那麼這些事還有什麼價

值?這些事是有價值的──這是
我向來的信念。⋯⋯此刻我只能

倚靠原本的觀念和以往所下的決

心：我要站穩腳跟。」8

在面臨誘惑的危急時刻，簡

愛忠於自己的信仰，她信賴神的律

法，而且她站穩腳跟，抗拒誘惑。

忠於自己的信仰──即使

這麼做並不受歡迎、不容易也不

有趣──能使我們安全地走在通

往永生的道路上，與天父同住。

我很喜歡一位女青年畫的這幅圖

畫，她畫這幅畫來提醒自己，她

渴望快樂地永遠與天父同住。

保持真誠也會讓我們對其他

人的生活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最

近我聽到一則激勵人心的故事，是

關於一位忠於信仰的女青年對另一

名女青年的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

多年前，克麗絲緹和珍兩人

是德州赫斯特一所高中的合唱團成

員。雖然她們倆人並不熟，但是

有一天珍無意中聽到克麗絲緹跟

她的朋友談論宗教、不同信仰及

最喜歡的聖經故事。直到最近，

珍和克麗絲緹再次聯絡上之後，

才講了這個故事：

「我對妳和朋友們所談的事

一無所知，這讓我感到很難過；

因此我請父母送我一本聖經當作聖

誕禮物。收到這份禮物後，我開始

閱讀聖經，這不僅開啟了我的宗

教之旅，也讓我開始尋找真實的教

會。⋯⋯經過了十二年，這段期間

我去過幾個教會，也定期參加教會

聚會，但仍然覺得有所欠缺。某

個晚上，我跪下祈求，希望能知道

該怎麼做。就在當晚，我夢見了

妳，克麗絲緹。我們自從高中畢業

後就沒再見過面。我覺得這個夢很

奇怪，也沒把它當一回事。可是接

下來連續三天，我又夢到妳。我仔

細思考這些夢的含義。我記得你是

摩爾門教徒，於是便去摩爾門網站

查閱。第一個映入我眼簾的是智慧

語。我母親抽煙多年，兩年前因肺

癌去世，因此智慧語對我來說意義

重大。不久後，我去探望我父親，

坐在他家客廳時，我開始禱告，希

望知道該去哪裡，該做什麼。就在

那時候，電視上播出教會的廣告；

我抄下電話號碼，當晚就撥了電

話。傳教士在三天後打電話給我，

詢問是否可以送一本摩爾門經到

家裡。我說：『好啊！』三個半月

後，我接受了洗禮，兩年後在教會

裡認識我先生。我們在達拉斯聖

殿結婚，現在有兩個可愛的孩子。

「克麗絲緹，我要謝謝你。

妳在高中時期樹立了美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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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柯克
總會女青年會長團第一諮理

樂、仁慈的心情。當這位女青年

見證說：「我以耶穌基督作為生

活的重心」時，我得到了答案。

「我們信要誠實、真誠、貞

潔、仁慈、有品德，並為所有的人

做有益的事。」信條第13條裡的這
些基督般的美好品格，能幫助我

們準備好獲得聖殿祝福及永生。

我要著重在這裡面的一個

詞彙：仁慈。仁慈是個美好的字

眼，雖然我們現在不常聽到。這

個英文字的拉丁字根，有著「祝

福某人平安」的意思。2 仁慈就是

親切待人、充滿善意，以及樂善

好施。妳們許多人在初級會曾學

過仁慈的概念，也都背過以下這

首歌曲：

我對人要和善有愛心，

我知這是真理。

所以我要自己不能忘記：

愛心由我而起。」3

幾
個星期前，我從自己支會

一位月桂組青年的演講中

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她很

有自信地教導，並且為耶穌基督作

見證，令我非常感動。她在演講結

尾時，說道：「當我以耶穌基督作

為生活的重心時，我的日子變得更

好，對待家人也更親切仁慈，而且

充滿了喜樂。」

過去幾個月來，我默默觀

察這位女青年。她會用明亮的目

光、面帶微笑地問候每一個人。

我看到她為其他青少年的成功感

到歡欣。最近有兩位玫瑰組的女

青年告訴我，這位女青年決定放

棄一張電影門票，因為她明白看

那部電影不會讓她擁有「充滿美

德〔而〕美好」的經驗。1 這位

女青年很有愛心、待人親切又服

從。她來自一個單親家庭，生

活中必定有許多考驗；所以我一

直想知道，她是如何保持這種快

「切記：愛心由我而起」
仁慈會把喜樂和合一帶進妳們的家庭、 
課堂、支會，和學校裡。

妳待人親切又有美德。傳教士教導

我課程，並邀請我接受洗禮，而

妳就像是我的第三位傳教士。妳的

行為在我心中埋下了種子，妳真的

讓我的生命更美好。我現在擁有永

恆的家庭，我的子女從小就能學習

圓滿的福音，那是人們所能獲得

的最大祝福。經由你的協助，你

把這些帶進我的生活中。」

當我跟克麗絲緹聯絡時，她

談到：「有時候，當我們聽到信條

第13條所列的品格時，會覺得力有
未逮。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們依照

這些標準生活，並且努力跟隨基督

的榜樣，就會就造一番不同。⋯⋯

我覺得自己很像阿爾瑪書第26章第
3節裡的艾蒙，他說：「那賜給我
們的祝福就是讓我們成為神手中

的工具，促成這項偉大的事工。」

我祈求你們每一位不僅用言

語表明「我相信要誠實和真誠」

，而且也會承諾每天都遵守這項承

諾。我祈求妳們這麼做時，會得到

天父的力量、愛和祝福來支持妳

們，完成你們到世上要完成的任

務。我這樣說，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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