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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之前，我們並不相信會有這

樣的事情。

宇宙的浩瀚並未突然改變，

反而是我們看清和理解這項真理

的能力戲劇化地有了改變。由於

獲得更大的光，人類因此看到先

前從未想過的榮耀景色。

我們很難相信自己無法看到的事

假設你可以回到以前的時光，

與一千年前或一百年前的人交談。

想像你正嘗試要向他們描述今日

你我都認為理所當然的一些現代

科技。例如，要是我們告訴他們

關於巨大的噴射客機、微波爐、

能存儲大量數位藏書的手持裝置，

以及我們可以在一瞬間就與世界

各地數百萬人分享我們孫子女的

影片，這些人對我們會有何看法 ?
也許有些人會相信，但大部分

的人會譏笑、反對，甚至企圖要我

們保持沉默，或傷害我們。有些人

也許會試著用邏輯、推理和當時已

知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受到誤導、

很愚蠢、甚或很危險。他們也許

會譴責我們企圖誤導別人。

當然，那些人都完全錯了。

他們也許立意良善、很真誠。他們

可能覺得自己的意見絕對正確。但

他們就是無法看清真相，因為他們

尚未接受到更完整的真理之光。

光的應許

自以為是似乎是人性的特點，

即使我們其實是錯的。若是如此，

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 ?難道我們注
定要在充滿各種衝突資訊的汪洋

中，困在用自己偏見拼湊出來的

木筏上，漫無目標地漂流 ?

認為，在我們的星系以外，只是

一片無邊無際的虛空──空洞、

寒冷，沒有星星、沒有光、沒有

生命。

隨著望遠鏡的性能越來越高，

包括那些能發射到太空的望遠鏡，

天文學家開始領悟到一項驚人的、

幾乎無法理解的真理，即：宇宙

之大，難以想像，比任何人所想

的還要巨大，宇宙中充滿了無數

的星系，這些星系和我們隔著無

法想像的距離，而且每個星系都

包含了千百億顆星星。
3

在極短的時間內，我們對宇

宙的理解就永遠改變了。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遙遠

的星系。
4

我們知道這些星系就在那裡。

他們已經存在很久了。

但是在人類能用功能強大的

設備來收集星體的光，看到這些

迪特‧鄔希鐸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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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以前擔任飛機駕駛員時，

曾經花費無數個小時，在

黑夜中飛越大陸和海洋。

從駕駛座的窗口望向夜空，尤其

是銀河時，往往令我讚嘆神的創

造的浩瀚深遠──即經文所描述

的「無數的世界」。
1

不到一個世紀以前，大多數

的天文學家還假定我們所處的銀

河系是宇宙間唯一的星系。
2
他們

獲得對光與真理 
的見證
你對光與真理的個人見證，不僅會在今生造福你 
和你的後代，還會伴隨你直到全永恆。

望向夜空，尤其是銀河時，往往令我

讚嘆神的創造的浩瀚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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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找到真理嗎 ?
我演講的目的，是要宣告一

項喜信：那位知道一切真理的萬

軍之主，我們的神，已賜給祂的

兒女一項應許，也就是我們能親

自了解真理。

請想想這項應許是多麼重要。

這位永恆的全能之神，即廣

大宇宙的創造主，會對那些懷著

真心誠意去接近祂的人說話。

祂會在夢境、異象、思想和

感覺中對他們說話。

祂會用清楚明白、超乎人類

經驗的方式說話。祂會給人神聖

的指引，來解答他們個人生活的

問題。

當然，有些人會嘲笑，說這

樣的事是不可能的。他們會說，

如果有神，祂會去做更好的事，

而不是聆聽和回答某個人的祈禱。

但我告訴各位：神關心你。

祂會聆聽、也會回答你個人的疑

問。你祈禱的答案會在祂自己的時

間、用祂自己的方式來到。因此，

你必須學習聆聽祂的聲音。神希

望你找到自己的路回到祂的身邊，

而救主就是那條路。
5
神希望你向

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學習，並遵循

神聖的門徒身分之路，來經歷豐

盛的平安與喜悅。

親愛的朋友們，古代經文裡

記載了一項相當容易懂的實驗；這

項實驗附有神的應許，是每一位

願意的男女和小孩都可以進行的：

首先，你必須查考神的話。

也就是要閱讀經文、研讀古代和

現代先知所說的有關耶穌基督復

興福音的話語，而且內在的動機

不是要去懷疑或批判，而在真城

地渴望想要發掘真理。沉思你將

會感受到的事情，並準備你的心

去接受真理。
6
「即使你們只有相

信的願望，就讓這願望在你們心

中發生作用，使你們能讓出地方

給〔神的話〕」。
7

其次，你必須思量、沉思、

勇敢地努力相信，
8
並感激從亞當

時代以來至今日，主對其兒女一

直是多麼慈悲，祂提供了先知、

先見、啟示者來帶領祂的教會，

幫助我們找到回到祂身邊的路。

第三，你必須奉神的兒子耶

穌基督的名，請天父向你顯明耶

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是不是真實

的。當你求問時，要懷著真心誠

意，並對基督有信心。
9

還有第四步，是救主給我們

的：「人若立志遵著『神』的旨意

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

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
1 0
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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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你若要驗證福音原則是否

是真實的，就必須先遵行那些原

則。把福音教義和教會的教導在

你的生活中作個試驗。做的時候

要真心誠意，並一直對神有信心。

如果你做這些事，神已應許

──而且神受到自己的話所約束
1 1  

──祂會藉著聖靈的力量向你顯

明真理。祂必賜給你更大的光，

讓你看穿黑暗，見到肉眼無法理

解、且無法想像的榮耀景象。

有些人也許會說，這些步驟

太難了，或是不值得費這番功夫。

但我認為，對福音和對教會的個

人見證，是你今生所能獲得的最

重要的事。它不僅會在今生祝福

和引導你，而且也會直接影響你

的永恆生命。

屬靈的事唯有藉著聖靈才能理解

以前的科學家始終無法了解

宇宙的浩瀚，直到儀器性能提高、

能收聚到更多的光，才能理解到

比較完整的真理。

使徒保羅曾針對屬靈的知識，

寫信給哥林多的人，教導一項類

似的原則，說：「屬血氣的人不

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

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

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1 2

換句話說，如果你想要認出

屬靈的真理，就必須運用正確的儀

器。你不能用一些無法偵測屬靈

真理的儀器，來理解屬靈的真理。

救主對我們的世代說：「凡

屬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繼續在

神裡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

來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
1 3

我們的心思意念越是傾向神，

天上的光就越會滴在我們靈魂上。

我們每一次樂意且殷切地尋求那

光，就是在向神表示，我們已準

備好接受更多的光。逐漸地，以

前看來朦朧、黑暗而遙遠的事，

就會變得清晰、明亮而熟悉。

同樣地，要是我們遠離福音

之光，我們自己的光就會開始黯

淡──不是在一天或一星期內就

完全黯淡，而是隨著時間逐漸黯

淡──直到我們回顧過去，竟無

法完全明白為什麼自己曾經相信

福音是真實的。我們以前的知識

甚至可能顯得愚蠢，因為那曾經

非常清晰的事，已再次變得模糊、

朦朧而遙遠了。

因此保羅才會不斷地說，在

那滅亡的人看來，福音信息是愚

拙的。然而「在⋯⋯得救的人，

卻為神的大能。」
1 4

不會進行試紙測試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裡的

人有著各種的見證。有些教會成員

擁有火熱的堅定見證，有些人則還

在努力尋求見證。這教會是提供所

有的人聚在一起的家園，不論其

見證的深淺或高低如何。我知道

我們教堂的門上不會寫著：「見

證必須達到這個高度才能進入。」

這教會不單是給完美的人，

也是為了給所有「歸向基督，在

祂裡面成為完全」的人。
1 5
這教

會是給像你我這樣的人的。教會

是一個歡迎和滋養人的地方，而

不是分化或批評人的地方。它是

一處在我們每個人尋求神聖真理

時，讓我們能互相關懷、鼓勵，

彼此提升和支持的地方。

走在門徒身分的道路上時，

我們畢竟都是朝聖者，都在尋求神

的光。我們不會因為別人擁有或缺

乏多少的光而譴責他們；相反的，

我們會滋養和鼓勵所有的光，直到

這光變得更清晰、明亮和真實。

給所有的人的應許

我們要知道，見證往往不是

在一分鐘、一小時或一天內就得

到的。這也不是一件一勞永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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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收集屬靈之光是一項終身尋

求的過程。

你對活神的兒子和對祂復興

的教會──即耶穌基督後期聖徒

教會──的見證，也許不會如你

所願地很快來到，但是我可以應

許各位：只要盡到自己的本分，

見證必然來到。

那將是榮耀的見證。

我向各位見證，屬靈的真理

會充滿你的心，並把光帶進你的

靈。它會向你顯示純粹的智能、

帶來美好的喜悅和天上的平安。

我曾藉著聖靈的力量，親身體驗

到這些事。

正如古代經文應許的，那無

以言喻的神的靈，會使你唱著救

贖之愛的歌，
1 6
提升你的眼界到

天際，使你高聲頌讚至高之神，

祂是你的防護所、你的希望、你

的保護者、你的天父。救主曾應

許，只要你尋找，就必找到。
1 7

我見證這是真實的。只要你

尋求神的真理，那些在目前或許

顯得朦朧，模糊不清而遙遠的事，

將會藉著神的恩典之光而逐漸顯

明、澄清、並貼近你的心。肉眼

所無法想像的榮耀屬靈景象，將

會向你顯明。

我見證，每位神的兒女都可

獲得這項屬靈的光。這光會啟發

你的心智、醫治你的心、使你的

日子喜悅。我親愛的朋友，切勿

拖延，要努力尋求並增強你對神

的神聖事工的個人見證，這事工

是光與真理的事工。

你對光與真理的個人見證，

不僅會在今生造福你和你的後代，

還會伴隨你直到全永恆，永永遠

遠。我這樣見證，並留下祝福給

各位，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註：

1. 摩西書 1：33。
2. 見 Marcia Bartusiak, The Day We 

Found the Universe (2009), xii。我
一直感到非常驚訝，我們對自己的結

論是如此有自信。有時我們會極為自

信，認定自己擁有一切真理。例如：

「十九世紀末美國天文學泰斗西蒙‧

紐康，在 1887年一次天文台的獻詞
上說：『天文學⋯⋯顯然正快速接近

我們知識的極限』⋯⋯。結果，天文

學家真正關注的工作，就比較少放在

發現新的事物上，大半還在闡明已知

的事物。」

3. 以這項「新」發現的觀點來看摩西書
1：33，35非常有趣。無價珍珠中的
摩西書是在 1830年 6月啟示給先知

約瑟‧斯密的，將近一個世紀後，愛

德文‧哈伯才宣布他發現了許多遙遠

的星系。

4. 例見，哈伯遺產影像館，在 heritage.
stsci.edu/gallery/gallery.html

5. 見約翰福音 14：6。
6. 見尼腓三書 17：3。
7. 阿爾瑪書 32：27。
8. 見教義和聖約 67：3。
9. 見摩羅乃書 10：3-5。

10. 約翰福音 7：17；亦見詩篇 25：14； 
約翰福音 3：21。

11. 見教義和聖約 82：10。
12. 哥林多前書 2：14。
13. 教義和聖約 50：24。
14. 哥林多前書 1：18。
15. 摩羅乃書 10：32；亦見教義和聖約

20：59。
16. 見阿爾瑪書 5：26。
17. 見教義和聖約 8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