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0 1 4年 1 1月

即使是約瑟 ‧ 斯密也曾在

22歲年輕時，忘了自己該面向哪
一邊，他一再地請求主准許他將

116 頁手稿借給馬丁 ‧ 哈里斯。
或許約瑟是想要對馬丁的援助表

達感謝；我們也知道，由於外界

一直散播對他的不實報導和謊

言，因此約瑟很渴望能有其他的

見證人，可以和他一起對抗這些

令他感到苦惱的事。

不論約瑟的理由是什麼，或

看起來有多麼正當，對主來說這

些都是藉口，祂嚴厲地斥責約瑟：

「你已多次違背⋯⋯，連續聽從

了人的勸誘。因為，看啊，你不

該怕人甚於怕神」（教約 3：6-7）。
這個深刻的痛苦經驗讓約瑟從此

一直記住，自己該面向哪一邊。

人若設法想在人前留面子，

就可能會糊里糊塗地在神前丟臉。

想要同時取悅神又縱容個人的不

服從，這麼做並不是保持中立，

而是表裡不一，是兩面人，企圖

想要「事奉兩個主」（馬太福音 6：
24；尼腓三書 13：24）。

（見尼腓一書 8：25-28）。
這種同儕壓力讓人因為怕得

罪人，而改變自己的態度，甚至

是行為。我們希望能與那些指指點

點的人互敬互重地共處，但是當這

種對人的畏懼，讓我們對罪產生了

縱容，它就成了箴言中所說的「網

羅」（見箴言 29：25）。這種網
羅會巧妙地誘騙我們的同情心，讓

我們去容忍，甚至去贊同神所譴責

的事。對信心軟弱的人而言，這樣

的事會成為重大的絆腳石。舉例來

說，有些年輕的傳教士懷著畏懼人

的心來傳教，因為不想得罪同伴，

所以沒有向傳道部會長報告同伴偏

離正軌的不服從行為。而牢記最大

的誡命與第二大的誡命的正確先後

順序（見馬太福音 22：37-39），
可以讓我們作出能夠培養品格的決

定。當這些困惑的傳教士體認到自

己是要對神負責，而不是對同伴負

責時，就能鼓起勇氣面向正義的那

一邊。

林恩‧羅賓長老
七十員會長團

你
面向哪一邊 ?」我剛擔任
七十員接受到第一項指

派，和培道‧潘會長一

同旅行時，我很意外他問了我這

個令人不解的問題。由於他沒有

先說明緣由，所以我一頭霧水。

而他接著說：「身為七十員，你

的立場是要向眾人代表先知，而

不是向先知代表眾人。千萬不要

忘了你該面向哪一邊！」那確實

給我上了有力的一課。

把取悅人看得比取悅神重

要，就是顛倒了最大的誡命與第

二大的誡命（見馬太福音 22：37-
39），也就是忘了自己該面向哪
一邊。然而，我們都曾因為畏懼人

而犯下這樣的錯。主在以賽亞書

中警告我們：「不要怕人的辱罵」

（以賽亞書 51：7；亦見尼腓二書 8：
7）。在李海的夢裡，很多人因為
害怕被廣廈裡的人輕蔑地用手指

著，而忘了自己該面向哪一邊，

他們「難為情」地離開了生命樹

你面向哪一邊?
把取悅人看得比取悅神重要，就是顛倒了最大的誡命 
和第二大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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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危險確實需要勇氣，而

克服對人的畏懼才是真正勇氣的

展現。例如，但以理的祈禱幫助

他面對獅子，而違抗大流士王的命

令則展現了他雄獅般的勇氣（見

但以理書第 6章），那種勇氣是
畏懼神的人藉著祈禱所得到的一

種靈的恩賜。王后以斯帖知道擅

入內院去見她的夫君亞哈隨魯王

會有生命危險，但是她的祈禱也

帶給她同樣的勇氣去這麼做（見

以斯帖記 4：8-16）。
勇氣不僅是一項基本的美德，

劉易士說：「勇氣⋯⋯是考驗來

臨時一切美德的表現。⋯⋯彼拉

多曾經是仁慈的，但局面變得充

滿風險時就不然。」
1
希律王原本

對砍下施洗約翰的頭這項請求感

到憂愁，但是為了取悅「同席的

人」（馬太福音 14：9），就照著
做了。挪亞王原本想要釋放阿賓

納代，但是來自邪惡祭司們的同

儕壓力，使他動搖了（見摩賽亞

書 17：11-12）。掃羅沒有聽從主
的話，而在戰爭中擄掠財物，因

為他「懼怕百姓，聽從他們的話」

（撒母耳記上 15：24）。亞倫為
了安撫西奈山腳下叛逆的以色列

人，就鑄造了一隻金牛犢，他忘

了自己該面向哪一邊（見出埃及

記第 32 章）。新約中有許多官長
「信〔主〕⋯⋯，只因法利賽人

的緣故，就不承認，恐怕被趕出

會堂。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

於愛神的榮耀」（約翰福音 12：
42-43）。經文中這樣的例子比比
皆是。

現在請聆聽一些鼓舞人心的

例子：

• 首先是摩爾門：「看啊，我有
從神而來的權柄，我敢大膽地

說；我不怕人會怎麼做，因為

完全的愛驅除一切恐懼」（摩

羅乃書 8：16）。
• 尼腓：「因此，取悅世人的事
我不寫，我只寫取悅神和取悅

不屬世界之人的事」（尼腓一

書 6：5）。
• 摩羅乃隊長：「看啊，我是你
們的總隊長摩羅乃。我不追求

權力，卻要打倒權力。我不追

求世上的榮譽，只追求我神的

榮耀，以及國家的自由與福祉」

（阿爾瑪書 60：36）。

摩羅乃有極大的勇氣，讓他

能謹記自己該面向哪一邊，以至

於經文記載說：「假如所有過去、

現在和將來的人都像摩羅乃一樣，

看啊，地獄的權勢必永遠動搖；

是的，魔鬼再也沒有力量控制人類

兒女的心」（阿爾瑪書 48：17）。
歷代的眾先知都曾被人們輕

蔑地用手指著，加以攻擊。為什

麼呢 ?按照經文來說，那是因為
「罪人認為真理太嚴厲，因為真

理刺中他們的心窩」（尼腓一書

16：2），或者如同海樂 ‧ 李會

長所說：「被打中的鳥會拍動趐

膀！」
2
他們輕蔑的反應，事實上

是企圖為本身的罪惡自我辯解，

就像柯力何一樣，他最後終於承

認：「我一直都知道真的有神」

（阿爾瑪書 30：52），柯力何的
欺騙伎倆是如此有力，以致於他

逐漸相信自己的謊言（見阿爾瑪

書 30：53）。
輕蔑的人往往會說，21世紀

沒有活著的先知，或者說相信先知

是一種固執的盲從。他們試著勸

服，甚至對教會施加壓力，企圖

降低神的標準，以配合他們的不

當行為，那些行為正如尼爾‧麥

士維長老所說的：「會使人自滿，

而不思自我改進和悔改。」
3 
降低

神的標準來配合社會上的不當行

為，就是叛教。我要借用賀倫長

老的話來形容，救主拜訪尼腓人

後的兩個世紀，在尼腓人中有很

多教會開始「偏離」了教義。
4

各位在聽我唸出尼腓四書的

這段話時，請仔細尋找適用於今

日的比喻：「事情是這樣的，兩

百一十年過去時，那地已有許多

教會；是的，許多教會自稱知道

基督，卻否認祂大部分的福音，

而接受各樣邪惡，把神聖之物給

予因不配稱而被禁止領受的人」

（尼腓四書 1：27）。
這情況在後期時代也時常發

生！有些成員不明白，當他們遊

說別人接受當地或種族裡那些與

福音文化不符的「他們父親的傳

統」時（教約 93：39），他們已
墜入了相同的網羅。還有一些自

欺和自我否定的人，拜託或要求

主教在聖殿推薦書上、在學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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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認可上或在傳教申請書上降低

標準。處在那樣的壓力下，主教

真不好當。然而就像潔淨聖殿，

捍衛聖殿之神聖的救主一樣（見

約翰福音 2：15-16），現今的主
教也蒙召喚要勇敢地捍衛聖殿的

標準。救主說：「我必仁慈地⋯⋯

向我人民顯示我自己。⋯⋯如果我

的人民遵守我的誡命，不污染這神

聖的家宅」（教約 110：7-8）。
救主是我們偉大的典範，祂

總是面向著祂的父親。祂愛祂的同

胞，並為他們服務，但是祂說：「我

不受從人來的榮耀」（約翰福音 5：
41）。祂要祂所教導的人跟隨祂，
但是祂不求人的讚許。救主作出

仁愛的舉動時，像是醫治病人，

祂往往要求接受的人「不可告訴

人」（馬太福音 8：4；馬可福音 7：
36；路加福音 5：14；8：56）。
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要避免名聲

傳開，儘管祂已努力要避開這些

名聲（見馬太福音 4：24）。祂譴
責法利賽人是故意想叫人看見，

才做好事（見馬太福音 6：5）。

救主是世上唯一完美的人，

祂完全無所畏懼。在祂的一生中，

祂面對許多人的責難，但從沒因

他人輕蔑的指控而屈服。祂是唯

一從沒忘記過自己該面向哪一邊

的人。祂說：「我常做〔父〕所

喜悅的事」（約翰福音 8：29），
又說：「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

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翰福

音 5：30）。
從尼腓三書第 11章到尼腓三

書第 28章，救主談到父的稱謂至
少有 150次，這讓尼腓人清楚地
知道，救主是代表祂的父來拜訪

他們的；而在約翰福音第 14章到
17章，救主至少談到父 50次。祂
在各方面都是祂的父的完美門徒。

祂完全地代表天父，因此認識救

主就是認識了父，見到子就是見

到了父（見約翰福音 14：9），聽
子說話就是聽見了父說話（見約

翰福音 5：36）。祂在本質上已與
父毫無差別，祂的父與祂已合而

為一（見約翰福音 17：21-22）。
祂全然知道自己該面向哪一邊。

願救主鼓舞人心的典範，能

增強我們的能力，不要陷入他人

諂媚或個人虛榮的陷阱；願祂的

榜樣能帶給我們勇氣，在面對威

嚇時絕不退縮或巴結討好別人；

願祂的榜樣能激勵我們盡量為善

不欲人知，不要「切望世人的榮

譽」（教約 121：35）；也願祂無
與倫比的榜樣能幫助我們時時記

住什麼是「最大的誡命和第二大

的誡命」（馬太福音 22：38）。
在別人要求可以不遵守神的誡命

時，願我們都能時時記住自己是

誰的門徒，記住我們該面向哪一

邊，這是我的祈求，奉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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