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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棵突兀的蒲公英讓他很驚

訝。為什麼鄰居不把它拔掉呢 ?難
道他沒看見嗎 ?他不知道蒲公英會
散播種子，讓更多的雜草生根茁

壯嗎 ?
那棵孤獨挺立的蒲公英讓他

心煩得不得了，他想要做一點事。

他應該直接把它拔掉嗎 ?或是噴除
草劑 ?或許他可以趁著夜黑風高，
偷偷地除掉那根草。

他走向自己的家，思緒完全

被這些想法佔據。他走進屋子，

完全沒看到自己家的前院，已被

數百株黃色的蒲公英像毯子般覆

蓋住。

樑木和刺

這個故事是否讓我們想起救

主的話 ?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

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

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

弟兄眼中的刺。」
2

樑木和刺的比喻，看起來與

我們無法看清自己這件事息息相

關。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可以如

此有效地診斷出他人的毛病並建

議治療方法，但卻往往很難看到

自己的宿疾。

幾年前有一則新聞提到，有

個人相信只要把檸檬汁塗到臉上，

攝影機就拍不到他。所以，他在

臉上塗滿了檸檬汁之後，就出門搶

了兩家銀行。過沒多久他被逮捕

了，他的影像成了晚間新聞的焦

點。警察讓這個人觀看他被監視

器拍到的身影，他簡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他大聲爭辯說：「可

話，乃是智慧的開端，也是通往

個人歸信和持久改變的道路。

蒲公英的寓言

從前有位男士很喜歡在晚上

在自己的社區裡散步。他特別期

待走過鄰居的房子。鄰居家的草

坪修剪得十分完美，總是花團錦

簇，而且綠樹成蔭。看得出來他

的鄰居下了很大的功夫維持漂亮

的草坪。

但是有一天，這位男士行經

鄰居的房子時，注意到漂亮的草

坪正中央長著一株巨大的黃色蒲

公英雜草。

迪特‧鄔希鐸會長
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

那
時是我們摯愛的救主塵世

生命的最後一晚，也就是

祂獻上自己作全人類贖價

的前一晚。祂和門徒同坐，擘開

麵包，祂的一番話必定讓門徒提

高警覺且憂傷不已。祂告訴他們：

「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門徒沒有質疑祂的話是否屬

實，也沒有環顧四周，指著其他

人問：「是他嗎 ?」
他們卻「甚憂愁，一個一個

地問祂說：『主，是我嗎 ?』」1

我不知道如果我們聽到救主

這樣說，我們每個人會怎麼做。

我們會看看周圍的人，然後心裡

想說：「祂說的可能是強生弟兄。

我一直覺得他有問題。」或是在

想：「還好布朗弟兄在這裡。他

真的需要聽到這個信息。」還是

我們會像這些古代的門徒一樣，

自我反省，然後提出那個穿透人

心的問題：「是我嗎 ?」
「主，是我嗎 ?」這句簡單的

「主，是我嗎?」
我們必須放下自己的驕傲、看穿自己的虛榮， 
謙卑地問：「主，是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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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已經在臉上塗檸檬汁了！」
3

一位康乃爾大學的科學家聽

到這個故事，十分好奇一個人為

什麼能對自己的無能渾然不覺到

這種程度。為了了解這是否是一

般人的通病，兩位研究人員邀請

一些學生來參與一系列有關各種

生活技能的測試，然後請他們評

估自己的表現。表現不佳的學生

對自己的評估最不正確──有些

人給自己的分數甚至比他們實際

的得分高出五倍。
4

這項研究後來以多種不同的

方式重複進行，而且一再獲得相

同的結論：那就是很多人無法看

清自己的真實情況，甚至連成功

人士也會高估自己的貢獻，和低

估其他人的貢獻。
5

高估自己的開車技巧或是高

爾夫球能打多遠，也許並不是那

麼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

開始相信自己在家中、在工作上，

以及在教會裡的貢獻，比自己實

際上付出的更多時，我們會變得

盲目，看不到讓自己在重要的事

上獲得大幅進步的祝福和機會。

靈性的盲點

我認識一個朋友，他所屬的

支會的一些統計數字在教會中是

數一數二的──出席率很高、家

庭教導的數字也很高、初級會的

兒童總是循規蹈矩、支會舉辦的

晚宴一定都有美食，而且成員幾

乎不會不小心把食物灑到教堂地

板上；我想甚至在教會舉辦的球

賽也從來沒有人吵架。

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後來被

召喚去傳教。三年後他們返鄉時，

這對夫妻驚訝地得知在他們離家

服務的期間，有 11對夫妻離婚了。
雖然這個支會的每一項外在

指標，都顯示出成員的忠信和堅

強，但是成員們的心中和生活中卻

發生了一些不幸的變化。而令人擔

心的是，這樣的情況並非特例。當

教會成員偏離福音原則時，這種

可怕且往往不必要的事就會發生。

他們表面上看來是耶穌基督的門

徒，但是心裡卻已經遠離了救主

和祂的教導。他們漸漸地拋棄了

屬靈的事物，而轉向屬世的事物。

曾經配稱的聖職持有人開始

告訴自己，教會對婦女和兒童很

好，但是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

或者有些人認為自己生活忙碌、

情況特殊，可以豁免不必每天從

事會讓他們與聖靈接近的崇拜行

為和服務。在這個自圓其說和自

我陶醉的時代，很容易就可以相

當有創意地找到藉口，不去常常

在祈禱中接近神、對研讀經文加

以拖延、逃避教會聚會和家人家

庭晚會，或是不誠實繳付什一奉

獻和其他捐獻。

親愛的弟兄們，請深切反省，

然後問這個簡單的問題：「主，

是我嗎 ?」
你是否偏離了──即使是稍

稍偏離──「可稱頌之神交託〔你

的〕榮耀福音」? 6
你是否任由「這

世界的神」蒙蔽你的心，讓你看

不到「基督榮耀福音的光」? 7

我親愛的朋友、我心愛的弟

兄，請問問自己：「我的財寶在

哪裡 ?」
你的心是注重這世上便利的

事，或是專注於勤奮的耶穌基督

的教導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
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8

神的靈是否住在你們心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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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對神和對同胞的愛是否「有

根有基」?你們是否為帶來婚姻和
家庭的幸福，付出足夠的時間和

創意 ?你們是否付出心力以達成這
項崇高的目標，去理解和實踐「長

闊高深」
9
的耶穌基督復興的福音 ?

弟兄們，如果你們極大的心

願是去培養「信心、美德、知識、

節制、忍耐、手足親情、神性、

仁愛、謙卑〔和服務〕」
1 0
等基

督般的品格，天父就會使你成為

祂手中拯救許多靈魂的工具。
1 1

檢視生活

弟兄們，沒有人會樂意承認

自己正在偏離正道。我們常常會刻

意躲避探索自己的靈魂深處，避

免面對自己的軟弱、限制和恐懼。

所以，當我們真的去檢視自己的

生活時，我們是透過偏見和藉口

的鏡片去看，用自圓其說的故事

為自己不配稱的思想和行動辯解。

但是，能夠看清自己，對於

我們的靈性成長和福祉乃是不可

或缺的。如果我們讓自己的弱點

和短處繼續留在陰暗的角落裡，

那麼救主的救贖大能就無法治癒

這些弱點，並使它們成為堅強。
1 2

諷刺的是，我們對自己人性弱點

的盲目，也會讓我們看不到天父

滿心期望要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培

養的神聖潛能。

所以，我們要如何讓神純正

的真理之光照亮我們的靈魂，讓

我們能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呢 ?
請容我建議，神聖經文和總

會大會的演講就是用來自我檢視

的最好鏡子。

在各位聆聽或閱讀古今眾先

知的話語時，不要認為這些話適

用在別人身上，而要問這個簡單

的問題：「主，是我嗎 ?」
我們必須懷著破碎的心和受

教的態度接近永恆的父。我們必

須願意去學習和改變。如果我們

致力於過天父希望我們過的生活，

我們的收穫會是多麼豐盛啊！

那些不想要學習和改變的人，

大概就不會學習和改變，而且很

有可能會開始質疑教會對他們是

否有任何助益。

但是那些想要改善和進步的

人；那些向救主學習，想要效法

祂的人；那些像小孩一樣謙卑自

己，並努力讓思想及行為與天父

和諧的人──這樣的人必會體驗

到救主贖罪的奇蹟。他們一定會

感受到神榮耀的靈。他們會嚐到

溫順謙卑的心結出的果子所帶來

的無法形容的喜悅。他們會蒙福

有渴望和自制力去成為耶穌基督

真正的門徒。

良善的力量

我在一生中有機會和世上最

傑出和最聰明的一些人士交往。

在我年紀比較輕的時候，我很欽

佩那些受過良好教育、有才華、

成功和受到世人讚揚的人。但是，

經過這許多年，我逐漸體認到，

那些真實良善、毫無詭詐的美好、

蒙福的人，更是令我欽佩。

而那不正是福音的意義和對

我們的影響嗎 ?福音是好消息，能
幫助我們變得良善。

使徒雅各的話可以套用在今

日的我們身上：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

謙卑的人。⋯⋯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

必叫你們升高。」
1 3

弟兄們，我們必須放下自己

的驕傲、看穿自己的虛榮，謙卑

地問：「主，是我嗎 ?」
如果答案恰巧是：「是的，

我兒，你有些事情必須改進，我可

以幫助你克服這些問題。」那麼，

我祈求我們會接受這項答案，謙卑

地承認自己的罪和缺點，然後藉

著成為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親、

更好的兒子，來改變我們的作風。

願我們從此以後都會盡全力堅定地

走在救主神聖的道路上──因為

能看清自己就是智慧的開端。

只要我們這樣做，寬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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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屬世的死亡；然而有一段時

間賜給了人，讓他悔改；因此今

生就成了受驗證的階段，是準備

迎見神的時期，也是為我們所講

的無盡的階段作準備的時期；那

階段在死人復活之後。」
3

正如同我們活在塵世的這段

時期是為了準備迎見神，我們在

亨利‧艾寧會長
總會會長團第一諮理

我
很感謝能與橫跨世界各

地的神的聖職持有人共

聚一堂。我感謝各位的信

心、服務和祈禱。

今晚我要分享的信息是關於

亞倫聖職。這信息也是給所有我

們這些協助實現主的應許的人，

主把許多應許賜給那些持有經文

中稱為「較小聖職」的人。
1
這聖

職也稱為預備的聖職。我今晚要

講的就是光榮地為此作好準備。

主為祂的事工所作的計畫，

充滿著準備工作。祂準備了大地

讓我們能經歷塵世生活的種種考驗

和機會。我們活在世上時，就是處

在經文所說的「準備的階段」。
2

先知阿爾瑪曾描述為永生作

準備是極為重要的，如此我們才

能與家人一起和父神及耶穌基督

永遠同住。

祂如此說明準備的必要：「我

們知道死亡臨到人類，是的，那

死亡就是艾繆萊克所說的死亡，

預備的聖職
在聖職準備的過程中，「示範給我看」 
比「告訴我」來得重要。

必會親手領導我們；我們會「成

為堅強，蒙得高天的祝福。」
1 4

親愛的朋友們，要踏上這條

奇妙、能成就人的真正門徒道路，

第一步就是要問自己這個簡單的

問題：

「主，是我嗎 ?」
我為此作見證，並留下我的

祝福給各位，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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