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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蓮‧戴騰
總會女青年會長

有
時候，言語無法形容我們

的感受。我祈求靈會向妳

們的心作見證，讓妳們明

白自己的神聖身分和永恆重責大

任。妳們是以色列的希望。妳們是

慈愛天父精選、寶貴的女兒。

我在上個月有機會參加一位年

輕姊妹的聖殿婚禮；我從她出生時

就認識她了。當我坐在印證室，看

到美麗的水晶吊燈在聖殿的燈光下

閃閃發亮時，我想起我第一次抱她

的那一天，她的母親讓她穿了一件

白色的小洋裝。我覺得她是我見過

最漂亮的嬰孩。然後，這位年輕

姊妹走進門，再度身穿白衣，容光

煥發，神采奕奕。當她走進印證室

時，我真希望每位女青年都可以

想像那一幕景象，一直努力保持配

稱，以訂立和遵行神聖誓約，接受

聖殿教儀，準備好享有超升的祝福。

這對新人跪在神聖的祭壇邊，

接受了世人無法想像的應許；這

應許將在人生的旅途中祝福、鞏

固和協助他們。在這樣的時刻，

世界彷彿停止運轉，諸天喜悅。

這對新人望著印證室的大鏡子，新

郎被問到，他看到了什麼。他說：

「我以前的祖先。」然後這對新人

又看著對面牆上的大鏡子，新娘眼

中含著淚水說：「我看到以後的子

孫。」她看到了她未來的家族——

即她的後代。我知道在那一刻她

再度體會到相信保持貞潔和美德

的重要。看到一對夫妻充分作好

準備，一同跪在聖殿的祭壇邊，

再沒有比這更美麗的景象了。

妳們在女青年組織的這幾年，

會幫助妳們準備好進入聖殿，在

聖殿裡接受神珍貴的女兒有資格

去得到的祝福。天父愛妳，希望

妳能幸福快樂。要做到這一點，就

必須「行走在美德之道上」，1 並

且「固守〔妳們的〕聖約」。2

各位女青年，處在這個道德

美德的守護者
現在就作準備，讓妳們可以有資格獲得主在神聖的聖殿中 
要賜給妳們的所有祝福。

活：接納和你們不一樣的人；親

切地對待妳們的同儕、長輩、家人

及小孩；像鄰人般關心孤單、遭遇

難關和傷心的人。藉由你們的仁慈

表現，妳們是在「引導〔他人〕找

到救主的光。」12 感謝妳們一直記

得：「愛心由我而起。」

我知道多馬‧孟蓀會長是神

的先知，他的一生是仁慈的典範，

可供我們效法。我們要學習他的榜

樣並聆聽他的話語。我相信耶穌基

督的福音，我知道聖職已透過約

瑟‧斯密在世上復興。

我知道救主活著，祂愛我們

每一個人，並為所有的人捨了性

命。我祈求我們都能以耶穌基督作

為生活的重心，並藉由彼此相愛、

互相服務來「跟隨祂的道」。13 我

知道，我們這麼做會讓世界變得更

好，因為，「我們信要仁慈。」14

我這樣見證，奉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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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漸敗壞、容忍邪惡、錯待女性、

兩性角色混淆的世界裡，妳們必

須守護自己、家人及妳們認識往

來的每一個人。妳們必須成為美

德的守護者。

何謂美德?何謂守護者?「美德
是建立在高道德標準上的思想和行

為模式，它包含了貞潔和〔道德〕

純潔。」3 何護守護者?守護者就是
提供保護、防禦、護衛的人。4 身

為美德的守護者，妳們要保護、防

禦、護衛道德的純潔，因為創造生

命的能力是一種神聖崇高的能力，

必須安全護衛，直到結婚為止。美

德是獲得聖靈同在和指引的必要條

件。妳們需要那份指引，才能成功

地在這個世上作正確的選擇。美德

是進入聖殿的必要條件，也是能夠

配稱站在救主面前的必要條件。妳

們現在正在為那一刻作準備。個人

進步計畫和鞏固青年裡所列的標準

都十分重要。奉行這兩本小冊子裡

所教導的原則會鞏固妳們，幫助

妳們「更配進入天國」。5

去年夏天，有一群來自猶他

州阿爾平的女青年決定要「更配進

入天國」。她們下定決心要重視聖

殿，因此她們要效法先驅者約翰‧

莫爾的榜樣，從猶他州卓沛聖殿

走到鹽湖聖殿，全程共 2 2英里
（35公里）。莫爾弟兄是一位石
匠，他接受先知百翰‧楊的召喚，

去建造鹽湖聖殿。他每個星期從

自家步行22英里到聖殿。他的工
作之一是在鹽湖聖殿東側的牆面

刻上「歸主為聖」這幾個字。這

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必須克服許多

困難。有一天，他養的牛踢傷了他

的腿，由於傷口無法復原，而必須

截肢。但這件事並沒有使他放棄

對先知的承諾，不去聖殿工作。

他用木頭刻了一條腿，過了幾個

星期，他再度步行 2 2英里去聖
殿，完成他承諾的工作。6

猶他州斯達希爾第六支會的

女青年決定要為一位祖先以及為一

位啟發她們要保持配稱以進入聖

殿的人走同樣距離的路程。她們

每週在協進活動進行體能訓練，

邊走邊分享自己所學到關於聖殿

的事，以及對聖殿的感覺。

她們一大早在聖殿集合，以

祈禱開始她們的旅程。她們出發

時，她們的自信令我深感敬佩。她

們作了充份的準備，也知道自己準

備好了。她們的眼光專注在目標

上。她們踏出的每一步象徵著妳

們每個人，因為妳們也在準備進

入聖殿。妳們個人的訓練是從每

天作個人祈禱、研讀摩爾門經和

做個人進步計畫開始的。

這些女青年一路行進，沿路

上有些令人分心的事物，但是她們

專注在目標上。有些人感覺腳起水

泡了，有些人的膝蓋開始抗議了，

但她們仍然繼續走。妳們每個人在

走向聖殿的道路上，也會遇到許多

讓人分心的事物、痛苦和阻礙，但

是妳們要下定決心繼續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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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女青年所走的路線是領袖們

規劃的，這些領袖都曾步行或開

車走過這條路線，確定是最安全、

直接的路。同樣的，妳們要走的路

線已經被標示出來，妳們可以確定

救主不僅走過這條路，而且會全

程一步一步陪妳們一起走。

在通往聖殿的路上，父親、

母親、家人和聖職領袖在一路上守

護。他們的工作是要確保每個人都

很安全，不會發生危險，確保每位

女青年補充足夠的水分，並且有足

夠的營養維持體力。聖職領袖也在

沿途設救護站，提供休息和飲水的

地方。各位女青年，妳們的父母、

主教和其他許多人都會在妳們走向

聖殿時守護著妳們。他們會提供

警示，指導路程；要是妳們受傷、

疼痛或走偏了，他們幫助妳們。

讓我很感動的是，這些意志

堅定的女青年走到最後幾里路的時

候，她們的哥哥弟弟、其他男青年

和朋友們都來為她們加油打氣。有

位女青年腳上起了大水泡，於是她

的哥哥把她抱起來，背她走完到聖

殿的最後一段路。這些傑出的女青

年到達目的地之後，每個人都含淚

觸摸聖殿，並暗自下定決心，要一

直保持配稱進入聖殿。

這段聖殿徒步之旅象徵了妳

的一生。父母和聖職領袖沿路站崗

守衛，提供支持和援助。女青年彼

此守護，相互鼓勵。男青年讚佩女

青年的力量、決心和耐力。兄弟背

著受傷的姊妹。家人為走完聖殿之

旅的女兒感到歡欣雀躍，然後帶她

們平安回家。

若要持守在通往聖殿的路上，

就必須守護個人的美德，以及守護

妳們周遭朋友的美德。為什麼呢?
在摩爾門經中，摩爾門教導美德和

貞潔「比什麼都寶貴、都重要」。7

妳們每個人能做哪些事情來

成為美德的守護者呢?首先要相信
妳們可以發揮影響力。就從下定

決心開始。我還是女青年的時候，

學習到有些決定只要作一次就可

以了。我在小筆記本裡列出一直要

做和絕對不做的事情。我列出了遵

守智慧語、每天祈禱、繳付什一奉

獻，還有絕不錯過教會聚會等等。

這些決定我只作了一次，之後在面

臨抉擇時刻，我早已清楚知道該怎

麼做，因為我事先作了決定。我在

高中的朋友說「喝一口不會怎樣」

的時候，我笑著說：「我12歲的時
候就決定不喝那些東西了。」事先

作好決定會幫助妳們成為美德的

守護者。我希望妳們每個人會列

出妳們一直會做和絕對不做的事

情，然後奉行妳們所列的項目。

成為美德的守護者意謂著妳

們不僅穿著端莊，言談舉止也會合

宜，並且審慎地使用社交媒體。成

為美德的守護者表示妳們不會傳送

任何不當的文字或影像給男青年，

讓他們失去聖靈、聖職能力或美

德。成為美德的守護者表示妳們了

解貞潔的重要，因為妳們知道身體

是神的殿，不能在婚前濫用神聖的

生育能力。妳們了解自己有神聖的

能力和職責，要將其他的靈帶到世

上來，讓他們永恆的靈獲得身體。

這種能力涉及其他聖潔的靈魂。妳

們要護衛的東西「比珍珠〔更〕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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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8 要忠信，要服從。現在就

作準備，讓妳們可以有資格獲得

主在神聖的聖殿中要賜給妳們的

所有祝福。

今晚聆聽演講的母親們，對

妳們的女兒來說，妳們是端莊和美

德最重要的榜樣——謝謝妳們。切

勿遲疑教導妳的女兒，讓她們知道

她們是神寶貴的女兒，她們的價值

不在於她們的外表有多吸引人。讓

她們看到妳們正確、持之以恆地在

個人的態度和儀容上展現出妳們的

信念。9  妳們也是美德的守護者。

這個星期我再度登上旌旗峰。

在清晨時刻，我俯瞰耶和華殿的

山，也就是鹽湖聖殿，再度清楚體

認到聖殿的重要。先驅者放棄了一

切來到眾山之巔，讓妳我可以得到

聖殿的祝福，與家人永遠印證在一

起。四十年的犧牲，不辭辛勞地工

作，甚至從阿爾平走到聖殿——為

什麼?因為就像各位一樣，他們相
信！他們相信有先知。他們相信

他見過神和祂的愛子，和祂們說

過話。他們相信救主。他們相信摩

爾門經。那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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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們忍受了許多事

情，我們也可以。我們相信信條第

13條，因為其中所列的事項讓我
們有資格能配稱進入聖殿，並且有

一天能站在天父面前——證明自己

配稱、純潔並被印證。要做到這一

點，就必須「更配進入天國」，必

須現在就作準備，並且相信妳們

能完成困難的事。

各位女青年，妳們在參與一

項偉大的事工！妳們並不孤單！只

要妳們守護自己的美德與純潔，就

會得到力量。只要妳們遵守所立的

聖約，聖靈就會指引和保護妳們。

天上的眾天使會在妳們四周。多

馬‧孟蓀會長提醒我們：「記住，

在這場重要人生的競賽中我們並

非孤單奔跑；我們有資格獲得主

的幫助。」11 妳們要為能配稱進入

主的屋宇，準備好訂立神聖聖約

的那一天作好準備。妳們是美德的

守護者，一定會想要在救主的神

聖屋宇中尋求祂。

我見證神活著，祂的愛子 

——即我們的救贖主耶穌基督活

著，祂的無限贖罪具有救贖和強

化能力的大能，妳們每個人會在

前往聖殿的路上受到指引和保護，

直到回到祂們面前。我祈求妳們

每個人在從事那最美好的事工時，

能力都得到增強。要為啟示錄所

記載的那美好的日子作好準備，

屆時，妳們將「穿白衣⋯⋯行， 
〔因為妳們〕是配得過的」， 12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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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聖保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