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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鄔希鐸會長
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

咐，「凡事都要感謝主〔我們〕

的神」，
1
「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

唱」，
2
並「讓〔我們〕的心充滿

對神的感謝」。
3

神為何吩咐我們要心懷感恩 ?
祂所賜的一切誡命都是為了

讓我們獲得祝福。誡命讓我們有

機會運用自己的選擇權並獲得祝

福。慈愛的天父知道，選擇培養

一顆感恩的心會帶給我們真正的

喜悅和極大的幸福。

為事情感恩

但有些人可能會說：「當我

的世界分崩離析時，我還能為哪

些事情心懷感恩呢 ?」
也許，專注在為哪些事感恩，

是個錯誤的方式。要是只根據可

以數算的祝福有多少，才決定自

己會有多少感謝，就很難培養出

感恩的心。的確，常常「計算恩

典」很重要，而且每個試著這樣

做的人都知道，我們確實擁有許

多祝福。但我不相信主會希望我

們在遭遇考驗的時候，不像在富

裕安適的時候那樣心懷感謝。事

實上，大多數經文在談到感恩和

這
些年來，我有神聖的機

會與許多人會見，他們

的靈魂深處似乎極為憂

傷。在那樣的時刻，我傾聽我所

愛的弟兄姊妹傾訴，因他們的重

擔而和他們一起憂傷。我一直在

想著該對他們說什麼，卻苦於不

知要如何在他們的考驗中安慰和

支持他們。

造成他們憂傷的，往往是一

些看似已告終了的事。有些人面

臨心愛的關係結束，例如心愛的

人過世，或與家人關係失和。有

些人覺得自己的希望──結婚生

子的希望、克服疾病的希望──

已經破滅。有些人可能無法再有

信心，因為世上混亂衝突的聲音

慫恿他們去質疑，甚至去放棄他

們從前知道是真實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早晚都

會經歷到這樣的時候，彷彿自己

的世界分崩離析，覺得自己很孤

單、挫折、漂泊無依。

任何人都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無人能倖免。

我們可以心懷感恩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每

個生命的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

然而，我學習到，有件事可以帶

走我們生活中可能面臨的的痛

苦。我們可以做一件事來使我們

的生活更甜美、更快樂，甚至變

得榮耀。

我們可以心懷感恩！

要對一個背負憂傷的人說他

應當感謝神，聽起來好像與世俗

的智慧相牴觸。但是能把痛苦之

瓶擺在一旁，轉而舉起感恩之杯

的人卻可汲飲到純淨的活水，得

到醫治、平安和領悟。

身為基督門徒的我們受到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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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況下 
都心懷感恩
無論我們處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難道沒有理由心懷感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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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時，都沒有提到要為哪些事

感恩，反而指的是一顆全然感恩

的心或感恩的態度。

在生活看似順遂的時候，要

為事情感恩很容易。但是當所求

之事似乎遙不可及時，該怎麼辦

呢 ?
容我建議，我們要將感恩視

為一種性情、一種完全不會受到

所處情況影響的生活方式。換句

話說，我建議，我們不要「為事

情感恩」，卻要專注於「在各種

情況下都心懷感恩」，無論那些

情況為何。

有個古老故事談到一位侍應

生問一位客人，用餐還愉快嗎 ?客
人回答說，一切都很好，若是能

有多一點麵包就更好了。第二天，

那人再來時，侍應生就把他的麵

包加倍，不止給他兩片，而是給

他四片，但那人還是不滿意。隔

天，侍應生再次把麵包加倍，卻

還是沒成功。

第四天，侍應生下定決心一

定要讓那人開心起來。因此帶了

一條九英尺（3公尺）長的麵包，
切成兩半，然後帶著笑容，端給

那位客人。滿心期待地等著那人

的反應。

那人用過餐後，抬起頭說：

「和平常一樣好。但我看到你又

回到過去，只給我兩片麵包了。」

在各種情況下都心懷感恩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

必須作出選擇。我們可以選擇要

因自己覺得還缺少哪些祝福，而

侷限自己的感恩之心，或是選擇要

像尼腓一樣，懷著永不動搖的感

恩之心。尼腓造了一艘船要帶大

家到應許地，但他的哥哥們卻在

船上把他綁起來，以致他的腳踝

和雙腕都「腫得很厲害」，非常

疼痛，而且猛烈的暴風雨好像要

把他吞噬到大海深處。「然而，」

尼腓說：「我仍仰望我的神，整

日讚美祂；我並未因我的痛苦而

埋怨主。」
4

我們可以選擇像約伯一樣；

他曾經看似擁有一切，卻又失去一

切。但約伯回應說：「我赤身出於

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

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5

我們可以選擇像摩爾門先驅

者一樣；他們在緩慢、痛苦的跋

涉旅程中，朝向大鹽湖前進時，

仍保有感恩之心，甚至歌唱、跳

舞、頌揚神的良善恩慈。
6  若換成

我們，可能會有許多人忍不住要

因旅程艱難而退縮、抱怨和苦惱

了。
6

我們可以選擇像先知約瑟‧

斯密一樣；他被囚禁在利伯地監

獄，處在悲慘的情況時，寫下了這

些受靈啟發的話：「最親愛的弟兄

們，讓我們高高興興地做一切我

們能力範圍內的事；然後願我們

以最大的確信站住，看神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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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了讓他的臂膀顯露。」
7

無論任何情況，我們都可以

選擇心懷感恩。

無論周遭發生什麼事，我們

都可以心懷感恩。心懷感恩就能

超越失望、沮喪和絕望。無論在

嚴寒冰封的冬日，或在愉悅暖和

的夏日，我們都可以心懷感恩。

我們若在各種情況下都向神

表示感謝，就能在苦難中感受到

柔和的平安。憂傷時，我們仍然

能振奮心境來讚美神；痛苦時，

我們能以基督的贖罪為榮；哀慟

時，我們能感受到天堂般的懷抱

和溫暖。

有時我們會以為，心懷感激

是在問題解決之後才做的事，但

那樣的眼光是多麼短淺啊。要是

我們要等到看見彩虹之後才感謝

神降雨給我們，會錯過多少人生

風景啊。

在困頓的時候心懷感恩並非

意謂著要因這樣的景況而欣喜，

而是意謂著要超越眼前的困難，

透過信心之眼向前看。

這樣的感恩並非只是口頭上

說說，而是發自靈魂深處。這樣

的感恩能醫治內心、擴展心智。

感恩是信心的表現

在各種情況下心懷感恩，是

對神有信心的表現。這需要我們

信賴神，並對我們可能無法看到

但卻係真實的事有希望。
8
心懷感

恩，就會跟隨我們敬愛的救主的

榜樣，說出：「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您的意思。」
9

真正的感恩是希望和見證的

表現。這樣的感恩源自於承認我

們不見得能明白生命中為何有種

種考驗，但我們相信，總有一天

我們會了解。

無論處在什麼情況，我們的

感恩之心都會因我們確實知道的

許多神聖真理而受到滋養。那就

是：我們的父賜給祂的兒女這偉

大的幸福計畫；透過祂的兒子耶

穌基督的贖罪，我們可以和所愛

的人永遠住在一起；到最後，我

們會有榮耀、完美而且不朽的身

體，不再遭受疾病失能之苦；而

且我們因悲傷和失落所流下的淚

水將會被那「用十足的升斗，連

搖帶按，上尖下流地」
1 0
傾注而

來的豐盛幸福和喜悅所取代。

想必是這樣的見證，才能讓

救主的使徒們從懷疑膽怯的凡人，

轉變成夫子跟前那些喜悅且無所

畏懼的使者。在救主被釘十字架

之後的那些時辰，他們都陷入絕

望憂傷，無法了解剛剛發生的事。

但一件事改變了一切。他們的主

向他們顯現，宣告說：「你們看

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

我了。」
1 1

眾使徒認出復活的基督，當

他們感受到他們敬愛的救主已榮

耀復活後，他們變得不一樣了。

再也沒有任何事能阻擋他們完成

使命。他們帶著勇氣和決心，接

受一切因他們的見證而來的折磨、

羞辱，甚至死亡。
1 2
任何事都無

法阻止他們讚美和事奉主。他們

改變了各地人們的生命，改變了

全世界。加拿大，亞伯達省，雷蒙



772 0 1 4年 5月

你們無須像眾使徒一樣見到

救主，才能經歷同樣的轉變。你

們對基督的見證是從聖靈而來，

這見證會讓你們的眼光超越塵世

生命那令人沮喪的結局，看到世

界的救贖主所預備的光明未來。

我們並不是為結束而造的

由於我們已知道自己的永恆

命運，這就難怪我們在面臨人生

各樣痛苦的結局時，會覺得那似

乎是難以接受的。我們心裡似乎

有著什麼在抗拒著那些結局。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用永恆
物質所造的。我們是永恆的人物，

全能之神的兒女，無限是祂的名

字，
1 3
並且祂已應許要給我們無

窮無盡的永恆祝福。結束並不是

我們的命運。

我們越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

就會越了解，塵世生活中的結局

根本不是結束，只是小小的插曲，

暫時的停頓，而且相較於那等候

忠信者的永恆喜悅，這個插曲有

朝一日會顯得微不足道。

我非常感謝天父，在祂的計

畫中並沒有真正的結束，只有永

恆的開始。

心懷感恩的人將變為榮耀

弟兄姊妹們，無論我們處在

什麼情況下，我們難道沒有理由

心懷感恩嗎 ?
我們還需要更大的理由，才

能讓我們的心「充滿對神的感謝」

嗎 ? 1 4

「我們難道沒有好理由高興

嗎 ?」1 5

要是我們能認出，是神在引

導著我們奇妙的生活，那是多麼

蒙福啊。對天父懷著感恩之心會

擴大我們的悟性，讓我們看得更

清楚。這會帶來謙卑的心，讓我

們能懷著同理心來看待人類同胞

和神所造的萬物。感恩是一切基

督般品格的催化劑！感恩之心是

一切美德之母。
1 6

主已賜給我們應許，說：「凡

以〔感謝〕接受一切的，將成為

榮耀的；這地上的事物將加給〔他

們〕，甚至一百倍，是的，更多。」
1 7

願我們「每天生活在感恩

中」，
1 8
尤其在面臨到似乎無解

的結局時，更要如此；而那些事

乃是塵世生命的一部分。願我們

的靈魂都充滿了對慈悲天父的感

激之情。願我們能永遠不斷地在

言語行為中，表現出我們對天父

和對祂愛子的感激之情。我為此

祈求，並留下我的見證和祝福給

各位，奉我們的夫子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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