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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寓言中教導的，祂的國「好比

麵酵」，其功用是影響整個麵團

能夠發酵膨脹（見路加福音 13：
21；馬太福音 13：33；亦見哥林
多前書 5：6-8）。如果祂的信徒
只跟那些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同的

人來往，就無法做到這一點。不

過，救主也教導，如果我們愛祂，

就會遵守祂的誡命（見約翰福音

14：15）。

二、

福音中有許多教導提到，生

活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當

中，仍然要遵守誡命。最為重要

的是有關紛爭的教導。復活後的

基督發現尼腓人對於洗禮的方式

起了爭論，於是便針對要如何執

行此教儀，給了清楚的指示。然

後，祂教導了這項偉大的原則：

「你們不可和過去一樣彼此

爭論，也不可和過去一樣爭論我

教義中的要點。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

具有紛爭之靈的，不是屬於我的，

是屬於魔鬼的；魔鬼是紛爭之父，

他煽動人心彼此挾怒紛爭。

「看啊，⋯⋯這是我的教義，

就是要消除這種事」（尼腓三書

難，是因為我們必須生活在與我

們的信仰和價值觀不同，且沒有

聖約義務的人當中。在耶穌被釘

十字架之前所作偉大的調停祈禱

中，祂為信徒祈求說：「我已將

您的道賜給他們。世界恨他們；因

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

界一樣」（約翰福音 17：14）。
然後，祂懇求父：「我不求您叫

他們離開世界，只求您保守他們

脫離那惡者」（第 15節）。
我們要生於世，但不屬於世。

我們必須生於世，因為正如耶穌

達林‧鄔克司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一、

耶穌在塵世使命即將完成的

最後幾天，賜給祂的門徒一條誡

命，祂稱為「新命令」（約翰福

音 13：34）。那條誡命祂重複說
了三次，雖然簡短，卻很難做到：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

一樣」（約翰福音 15：12；亦見
第 17節）。彼此相愛是救主在傳
道期間最重要的教導。第二條最

大的誡命是「愛人如己」（馬太

福音 22：39）。耶穌甚至教導：
「要愛你們的仇敵」（馬太福音

5：44）。但是，這項要彼此相
愛，像祂愛祂的羊群一樣的誡命，

卻是給祂的門徒──以及給我們

──的一項獨特挑戰。孟蓀會長

在今年 4月教導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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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什麼用基督般的愛彼此相

待會如此困難 ?這件事之所以困

愛人和容忍差異
身為基督的信徒，我們要與價值觀不同的人，或不接受 
這些價值觀所根據的教導的人，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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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30）。
救主這項反對紛爭的教導，

並不只是針對不遵守有關洗禮誡

命的人。祂禁止任何人起紛爭。

即使是遵守誡命的人，也不可以

煽動人心挾怒紛爭。魔鬼是「紛

爭之父」；救主則是和平之君。

同樣的，聖經教導說「智慧

人止息眾怒」（箴言 29：8）。古
代的使徒教導我們應當「追求和

睦的事」（羅馬書 14：19），並
「用愛心說誠實話」（以弗所書 4：
15），「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
神的義」（聖經雅各書 1：20）。
主在現代的啟示中命令「每個人

要溫和、謙卑地向鄰人宣講」（教

約 38：41）復興福音的佳音，並
且要「滿懷謙卑，⋯⋯不要辱罵

那辱罵人的」（教約 19：30）。

三、

雖然我們要力求謙卑、避免

紛爭，但是我們絕對不可以妥協，

也不能削減遵行我們所了解的真

理的決心。我們絕對不能放棄自

己的立場或價值觀。耶穌基督的

福音和我們訂立的聖約，讓我們

無可避免地必須在真理和繆誤的

永恆競爭中，擔任戰士的角色。

在這場競爭中無法保持中立。

救主向我們顯明應對之道，

祂的敵人帶了「正行淫之時被拿

的」（約翰福音 8：4）婦人來質
詢祂。那些控告者為自己的偽善

感到羞愧而離去後，只剩下耶穌

和那婦人。祂仁慈地對待這婦人，

沒有在當下定她的罪。但祂也堅

定地指示她「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 8：11）。我們需要表
現慈愛，但是基督的信徒──就

像夫子一樣──會堅守真理。

四、

像基督一樣，祂的信徒有時

會遭遇罪惡的行徑，而今日當他

們堅持自己對是非的了解時，他

們有時候會被人稱為「偏執狂」或

「狂熱分子」。許多屬世的價值

觀和作法都會對後期聖徒造成這

類的挑戰。其中一項在今日特別

明顯，也就是在美國、加拿大和

全球其他國家的許多州省，讓同

性婚姻合法化的強烈趨勢。我們

周遭也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婚姻，

還有人不認為應該生孩子，有些

人則反對任何對色情或有害毒品

的限制。另外大多數信徒都很熟

悉的一個例子，就是和不信的配

偶或家人共同生活，或與不相信

的同事共事時，所帶來的挑戰。

在奉獻過的場所，像是聖殿、

崇拜的屋宇以及我們自己的住所

等，我們應該明白且詳盡地教導

真理和誡命，就像我們從復興福

音揭示的救恩計畫中所認識的那

樣。我們作這些教導的權利，是

受到保障言論及宗教自由的憲法

所保護，也受到隱私權的保護；

這是即使在沒有憲法保障的國家

也被尊重的權利。

在公眾場合，宗教人士的言

行就會涉及其他的考量。實行宗

教的自由可以適用在大多公開的

舉動上，但是卻要受制於某些必

要條件，以容納他人的信仰及生

活方式。法律可以禁止一般被認

為是錯誤或不被接受的行為，像

是性剝削、暴力或恐怖活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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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極端主義份子假借宗教之名

所做的也是被禁止的。比較不嚴

重的行為，即使不為某些信徒所

接受，但卻如摩爾門經中的一位

先知所說的，因為「民意」（摩

賽亞書 29：26）而被合法化時，
我們也只能忍受了。

談到公開的言論，我們都應

當遵從福音的教導，要重視愛人

如己和避免紛爭。基督的信徒應

該成為彬彬有禮的榜樣。我們應

當愛所有的人、樂於傾聽，並對

他人的真誠信仰表達關心。我們

可以持不同意見，但是不應讓人

起反感。我們對具有爭議的話題

所持的立場和發言，不可以引起

紛爭。我們在說明和提倡自己的

立場，以及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時，

應當明智。在做這些事時，我們

要求他人不會因為我們虔誠的宗

教信仰以及我們行使宗教自由的

權利，而被冒犯。我們鼓勵所有

的人實踐救主的金科玉律：「無

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馬太福音

7：12）。

如果我們的立場不被多數人

所支持，我們就應該有風度地接

受不盡理想的結果，並有禮貌地

對待我們的對手。不論任何活動，

我們都應該對所有的人心懷善意，

並拒絕任何形式的迫害，包括因

為種族、族群、宗教信仰或不信，

以及性別導向不同而來的迫害。

五、

我已經談過了一般的原則。

現在我要說明如何在我們熟悉的

各種狀況下應用這些原則，並更

忠誠地跟從救主的教導。

我要先提出小孩子在遊戲時

學到的事情。住在猶他州的非摩爾

門人士，常常被一些教會成員所冒

犯和疏離，因為教會成員不讓自

己的孩子跟其他宗教信仰的孩子

做朋友。我們當然能夠教導孩子

價值觀和行為標準，不必讓孩子

跟不同的人疏遠或表現出不尊重。

有些青少年，其中包括後期

聖徒青少年，對待彼此的方式，讓

教會和學校的許多教師傷心難過。

彼此相愛這條誡命，當然也包括

要跨越宗教以及種族、文化或經

濟條件的界線，去愛人和尊重人。

我們請所有青少年避免霸凌、羞

辱，或故意造成他人傷害的言語

或行為。這一切都違反了救主要

我們彼此相愛的命令。

救主教導：紛爭是魔鬼的工

具。因此祂的教導自然也反對當

今的一些政治用語和作法。容忍

對政策的歧見，在政治上是不可

或缺的。但是，處理政策的歧見

不一定要採取人身攻擊，這會敗

壞政府的運作過程，並且讓參與

者受害。我們應該摒除惡意的溝

通，並以禮對待不同的意見。

最需要摒棄紛爭和尊重差異

的場合，就是在我們的家中和我

們的家庭關係。差異是無法避免

的──有些輕微、有些嚴重。提

到嚴重的差異，假設某個家人與

人同居，使得我們對家人的愛，

以及我們對誡命的堅持──這兩

項重要的價值觀產生衝突。我們

可以效法救主的榜樣，表現出慈

愛，但仍堅守真理，不讓我們的

行為助長惡事，或被認為是在縱

容我們明知是錯誤的事。

我要用某個家庭關係的例子

來作結束。大約 10年前，我在中
西部的一場支聯會大會上認識一

位姊妹。她說她的丈夫不是成員，

而且跟著她去教會 12年了，卻一
直沒有加入教會。她問我應該怎

麼辦。我建議她繼續做對的事，

並且要對丈夫有耐心和仁慈。

大概一個月之後，她寫信給

我說：「我覺得 12年真的是很有
耐心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非

常仁慈。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實踐



28 利阿賀拿

嗎 ?使徒保羅被稱為癲狂。5
我們

敬愛的救主，神的兒子，也被稱

為貪食好酒、被鬼附身的人。
6

主告訴約瑟他會有何命運時，

說：

「大地各端將詢問你的姓名，

愚昧的人會嘲笑你，地獄會向你

發怒；

「而心地純潔的、明智的、 
⋯⋯以及有品德的人，將經常從

你手下尋求⋯⋯祝福。」
7

為什麼主會容許好人受到誹

謗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屬神的
事遭人反對時，尋求真理的人會

去祈禱，以獲得答案。
8

約瑟‧斯密是復興福音的先

知。他的屬靈事工開始於父與子

向他顯現，後來又有天上人物多

次造訪他。他是神手中的工具，

帶來了神聖的經文、遺失的教義，

以及聖職的復興。要了解約瑟的

事工有多麼重要，不僅要用腦筋

思考，還要像約瑟一樣，「求問

尼爾‧安德森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先
知約瑟 ‧ 斯密 17 歲那
年，天使摩羅乃第一次來

看他，叫出他的名字，說

明自己是從神面前派來的使者，

而且神有一件事工要他去做。想

想看，當天使告訴約瑟，他的名

字必「在各國、各族、各方中受

到好評或惡評」
1
時，約瑟有何感

想。也許約瑟的眼神中流露出的

震驚，使得摩羅乃再次告訴他，

他的名字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貶。
2

對約瑟‧斯密的好評緩慢地

來到，但是對他的惡評則迅速地

展開。約瑟寫道：「那真是一件

怪事，一個默默無聞的男孩，⋯⋯

竟然被認為是一位足夠重要的人，

足以吸引⋯⋯最劇烈的迫害。」
3

隨著人們對約瑟的愛增加，敵

意也增加了。他在 38歲那年，遭到
150名塗黑了臉的暴徒殺害。4

這位

先知的一生猝然終止，但是對約

瑟所做的褒揚或誹謗卻才剛開始。

有人誹謗他，我們應該驚訝

約瑟‧斯密
我們的救贖主揀選了一位神聖的人、一位正義的人，來領導

祂圓滿福音的復興工作。祂揀選了約瑟‧斯密。

了一個多月，然後他就受洗了。」

仁慈非常有力量，尤其是在

家中。她在信中繼續說：「我現

在試著更加仁慈，因為我們努力

要在今年到聖殿印證！」

六年之後，她又寫了一封信

給我：「我的丈夫〔剛〕接受召

喚，被按手選派為〔我們支會的〕

主教。」
2

六、

人生中有太多的人際關係和

情況，讓我們必須忍受差異。在

至關緊要的議題上，我們不應該

否定或背棄自己在這些差異上的

立場，但是身為基督的信徒，我

們要與價值觀不同的人，或不接

受這些價值觀所根據的教導的人，

和平相處。我們透過先知的啟示

認識了父的救恩計畫；這計畫讓

我們來到塵世，可以在世上遵守

祂的誡命。這些誡命包括要像祂

愛我們那樣，去愛與我們的文化

及信仰不同的鄰人。正如摩爾門

經的一位先知所教導的，我們必

須懷著「對神和對所有人的愛」

（尼腓二書 31：20），努力前進。
活在這動盪不安的世上誠屬

不易，而救主這條像祂愛我們一

樣彼此相愛的誡命，可能是我們

最艱鉅的挑戰。我祈求我們都能

了解這誡命，並在所有的人際關

係和活動中，都奉行這誡命，奉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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