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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眼光短淺，

對於他人的需要，我心盲未見；

但我從來不曾

因為對人太過仁慈

而感到絲毫悔恨。
5

我最近聽到了一個有關愛心

的感人例子──這個故事有個意

想不到的結果。當時是 1933年，
因為正值經濟大蕭條，所以就業

機會少之又少。故事發生在美國

東部。艾琳‧貝辛格剛從高中畢

業。在找了很久的工作之後，她

終於在一個製衣廠找到了一份裁

縫的工作。工廠工人按照每天正

確縫製完成的衣物數量支薪。生

產出越多件衣物，領到的薪水就

越多。

有一天，就在艾琳開始在工

廠工作後不久，有一道縫紉工序

讓她很困惑也很氣餒。她坐在縫

紉機前，試著要把手邊做壞的衣

服縫線拆開。看來好像沒有人可

以幫她，因為其他的裁縫都快馬

加鞭地想盡量完成多一點衣服。

艾琳覺得既無助又無望，開始默

默地啜泣起來。

坐在艾琳對面的是柏妮絲‧

洛克。她的年紀比較大，也是比

較有經驗的裁縫。柏妮絲注意到

艾琳的沮喪，於是放下自己手邊

的工作，走到艾琳身邊，好心地

教導她，協助她。她陪在艾琳身

邊，直到她有自信可以完成一件

衣服為止。然後，柏妮絲再回到

自己的機器旁工作；如果她沒有

去幫忙，就可以多縫一些衣服。

因為這個愛心善舉，柏妮絲

和艾琳成了一輩子的朋友。她們後

這項真理，要愛神所有的子女就

變得容易多了。

事實上，愛就是福音的精髓，

耶穌基督則是我們的典範。祂的

一生留下愛的傳承。祂醫治患病

的人，鼓舞心灰氣餒的人，拯救

犯罪的人。到了最後，憤怒的暴

徒奪去祂的性命，然而，各各他

山丘上卻傳來這樣的話：「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

們不曉得」
4
──這是人世間憐憫

與愛的極致表現。

許多品格都是愛的具體表現，

像是：友善、耐心、無私、體諒

和寬恕。在我們所有的人際交往

中，這些及其他類似的品格都能

具體表現我們心中的愛。

我們的愛通常會在每日與人

的互動中呈現出來。我們最重要

的能力就是去察覺他人的需要，

然後採取行動。我一直很珍惜以

下這首短詩所表達的感覺：

我曾在夜裡哭泣，

多馬‧孟蓀會長 

親
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救

主在人民當中施助時，有

個愛追根究柢的律法師

問祂：「夫子，律法上的誡命，

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
馬太記錄耶穌的回答如下：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

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

最大的。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

如己。」
1

馬可用救主的一句話做了以

下的結論，說：「再沒有比這兩

條誡命更大的了。」
2

在今生旅程中，如果我們無

法去愛同行的旅人，就無法真正

愛神。同樣地，如果我們不愛神

──那位全人類的父，也無法全

心去愛我們的同胞。使徒約翰告

訴我們：「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3
我

們都是天父的靈體兒女，因此我

們都是兄弟姊妹。只要我們牢記

愛就是福音的精髓
如果我們無法去愛同行的旅人，就無法真正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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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都結了婚，生了孩子。在 1950
年代，身為教會成員的柏妮絲給

了艾琳和她的家人一本摩爾門經。

1960年，艾琳和她的丈夫及子女
都受洗成為教會的成員。後來，

他們在神的神聖聖殿中印證。

由於柏妮絲發揮愛心，主動

幫忙一個苦惱又需要協助的陌生

人，現在有無數在世和去世的人

得到了福音的拯救教儀。

我們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

機會向周遭的人展現愛心和仁慈。

賓塞‧甘會長曾說：「我們必須

記住，我們在停車場、辦公室、

電梯和其他地方遇見的人，都是

神賜給我們、要我們去愛和去服

務的人。如果只是談及全人類同

胞的愛，而不視我們周圍的人為

弟兄姊妹，對我們不會有任何益

處。」
6

表達愛的機會往往會出其不

意地出現。有一個這樣的例子出

現在 1981年 10月的一篇報導上。
文章中所提到的愛心讓我十分感

動，所以把這份剪報放在資料夾

中達 30多年之久。
報導中指出，阿拉斯加航空

公司有一架從阿拉斯加安克拉治

直飛華盛頓州西雅圖的班機，機

上載有 150名乘客。為了運送一
位受重傷的小孩，飛機改變航程

飛往阿拉斯加的一個偏僻小鎮。

這位兩歲大的男孩在住家附近玩

耍時，摔在一片玻璃上，割斷了

手臂上的一條動脈。小鎮位於安

克拉治南方 450英里（725公里），
完全不在飛機的航程中。不過，

事故現場的醫護人員焦急地求助，

因此這班飛機就改道去接這位男

孩，載他到西雅圖的醫院就醫。 
飛機在那偏遠小鎮附近降落

後，醫護人員通知機長說，那位

男孩失血過多，無法撐到西雅圖，

於是他們決定飛到 200英里（320
公里）外的朱諾鎮，因為最近的

醫院在那裡。

班機把男孩送到朱諾鎮後再

飛往西雅圖，此時已比預計的行程

延遲了好幾個小時。雖然乘客大多

錯過了自己的行程和轉機時間，卻

沒有一個人抱怨。事實上，在等待

的時間中，他們開始募款，為男

孩及他的家人籌到了一大筆錢。

班機即將抵達西雅圖時，機

長宣布他從無線電中得知男孩脫

離險境，乘客們都歡呼叫好。
7

我想到經文中的一句話：「仁

愛是基督純正的愛，⋯⋯凡在末

日被斷定有仁愛的，他的景況一

定很好。」
8

弟兄姊妹們，有一些表達愛

最好的機會就在我們自家的圍牆

內。愛應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但有時候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有太

多的不耐煩，太多的爭吵，肢體

衝突，太多的淚水。戈登‧興格

萊會長難過地問：「何以我們〔最〕

心愛的〔人〕常淪為我們粗暴言

語的肉靶 ?何以〔我們〕說的話
刺傷〔人〕的心 ?」9

我們每個人

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不盡相同，

理由其實真的並不重要。如果我

們想要遵守彼此相愛這條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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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以仁慈和尊重彼此相待。

當然，有時候是需要有懲戒

的。但是，我們要記住教義和聖

約中的忠告，在無法避免訓誡的

情況下，事後要表達更多的愛。
1 0

我希望我們一直懷有體恤之

心，敏於察覺周遭之人的想法、

感覺和情況。我們不要貶低或看

輕他人，而要憐憫和鼓勵他們。

我們必須小心，別讓不經意的言

語或行為摧毀了別人的信心。

寬恕與愛心是攜手並進的。

我們的家庭就像在朋友圈中那樣，

可能有人受委屈，有人意見不合。

我再說一次，問題大小其實並不重

要，但千萬不要任其潰爛、化膿，

終至造成傷害。指責會讓傷口無

法癒合；只有寬恕能撫平傷害。

有一天，一位可愛的女士來

看我；她現在已經去世了。她意外

說出了幾件令她後悔的事。她提

到多年以前和鄰居一位農夫的往

事；這位鄰居曾經是他們的朋友，

但是有好幾次和她及丈夫意見不

和。有一天，農夫來詢問是否能

夠穿越他們的土地，走捷徑到自

己的土地上。說到這裡，她停了

一下，聲音顫抖著說：「孟蓀弟

兄，我從來都不讓他跨越我們的

土地，堅持要他繞遠路。我錯了，

我真後悔。他已不在人世了，喔，

我真希望能對他說『我很抱歉。』

我多麼希望能有第二次機會能對

他好一點。」

我 聽 她 說 話 時， 腦 海 中

浮 現 出 約 翰 ‧ 惠 蒂 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一句感傷的
話：「語言文字中所有傷感的字

眼裡，最令人傷感的莫過於：『悔

不當初』！」
1 1
弟兄姊妹們，我

們若能以愛心和體諒彼此對待，

就能避免這樣的遺憾。

愛可以用顯而易見的方式表

達：一個微笑，一個揮手，一句

好話，一聲讚美。另外有一些方

式比較不明顯，像是：對別人的

活動表示關注，友善耐心地教導

一項原則，拜訪生病或無法出門

的人。這樣的和其他許多的言語

和行為，都可以傳達我們的愛。

卡內基（Dale Carnegie）是
美國著名的作家及演說家，他相奧地利，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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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什麼事，其實也是無法描述

的，因為那超乎了我的表達能力。

然而，這件事直到如今依舊清晰，

就像 65 年前的那個夜晚一樣清
晰。我知道這是非常私人、非常

個人的屬靈顯現。終於，我親身

知道了。我確確實實地知道這件

事，因為那見證已經賜給了我。

過了一會兒，我爬出堡壘，走著，

或者說整個人飄飄然地回到我的

床上。那天晚上直到天明，我都

沉浸在喜悅與敬畏之情中。

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自己是個

特別的人，反而認為如果我有這

樣的經歷，別人應該也可以；至

今，我對此仍然深信不疑。在後

來的歲月裡，我逐漸明白這樣的

經歷曾是指引我的明燈，也是我

必須承當的擔子。

我想和各位分享最值得知道

的真理，也就是我在將近 90載的
人生歲月裡和 50多年總會持有權
柄人員的閱歷中，所學習和經歷

培道‧潘會長
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

戰
爭或動盪不安的時期能

使我們變得更加專注在

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我來說，

是靈性上一段倍感混亂的時期，

當時我離開了家鄉猶他州百翰市，

僅有一些非常微弱的見證，我感

覺需要更多事物填補心靈的空缺。

事實上，我們整個高年級的學生，

在幾週內都前往了戰區。我駐紮

在日本沖繩島北方的伊江島時，

心中常因懷疑與不安所苦。我希

望自己能對福音有個人的見證，

我想要知道！

在一個無法入眠的夜晚，我

離開帳篷，來到一個地下堡壘；

這個堡壘是由一排排裝滿沙子的

190公升燃料桶上下堆疊而成，形
成一個封閉的掩體，沒有屋頂；

所以我爬了進去，仰望星斗滿天

的夜空，跪下來禱告。

禱告到一半的時候，真的發

生了。即使我想告訴各位當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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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
我想和各位分享最值得知道的真理。

信每個人的內在都具備了能提升

世人整體幸福感的能力⋯⋯只要

我們「對寂寞或喪志的人說幾句

真誠感謝的話」。他說：「或許

你明天就忘了今天說過的好話，但

是接受的人卻可能一輩子珍惜。」
1 2

願我們從現在，從今天開始，

對神所有的兒女表達愛，不論他

們是家人、朋友、點頭之交或是

陌生人。每天早上起身時，讓我

們下定決心以愛心和仁慈回應一

切事情。

弟兄姊妹們，神對我們的愛

超乎我們的想像。出於這份愛，祂

差了祂的兒子來；祂的兒子深愛我

們，願意為我們犧牲性命，讓我們

獲得永生。當我們了解這份無與倫

比的恩賜之後，我們的心就會充滿

對永恆之父、對救主及對全人類

的愛。我殷切祈禱，願此事成真，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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