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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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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聖職服務的這段時期，也是

準備的機會，讓我們學習如何為

別人提供重要的協助。正如同主

會給予我們必要的協助，使我們

通過今生的考驗一樣，祂也會在

我們為聖職作準備時提供幫助。

我的信息是給持有亞倫聖職

的人，同時也是給主派遣來協助

亞倫聖職持有人作好準備的人們。

我要對身為父親的人說話，並且要

對主教說話，我也要對麥基洗德

聖職弟兄中，受託付擔任亞倫聖

職男青年的同伴和教師的人說話。

我要向世界各地，在過去和

現在，你們當中的許多人表達讚

揚與感激。

我如果不談談我年輕時候的

一位分會會長和一位主教，那就

太怠忽職守了。我 12歲時，在美
國東部一個小分會裡擔任執事。

那個分會非常小，我哥哥和我是

僅有的亞倫聖職持有人，這種情

形一直持續到我那擔任分會會長

的父親邀請一位中年男士加入教

會為止。

這位新歸信者接受了亞倫聖

職，同時被召喚看顧亞倫聖職持

有人。我還記得這件事情，就好

像昨日一般歷歷在目：我還記得

那位新歸信者陪我哥哥和我去為

一位寡婦服務時，我們看到許多

美麗的秋葉。我不記得那次服務

的詳細內容，但卻記得感受到有

聖職的能力參與其中，後來我才

知道那就是主曾說過的，我們每

個人必須這樣做使我們的罪得以

赦免，如此才能準備好見到祂。

如今回首，我很感謝一位分

會會長召喚了新歸信者來協助主

準備兩個男孩，日後輪到他們擔

任主教，負責照顧貧困者，並且

主領這預備聖職。

我們家搬到猶他州的一個大

支會時，我還是一位執事，那是

我第一次感受到亞倫聖職中完整

的定額組的力量。事實上，那是

我第一次親眼目睹。後來，我初

次感受到主教主領祭司定額組的

能力和祝福。

主教召喚我在祭司定額組擔

任他的第一助理，我記得他雖然

很忙，而且大可召喚其他有才華的

弟兄來教導，但他還是親自教導定

額組。他把教室裡的椅子排成一個

圓圈，讓我坐在他右邊的椅子。

我可以從側邊看著他教導，

他偶爾會低頭查看他腿上的皮製

小資料夾裡悉心打好字的筆記；

他也會查看放在另一個膝蓋上翻

開的經文，那些經文早已磨損而

且作了很多劃記。我還記得他在

講述但以理書那些英勇的故事，

和他分享對救主──也就是主耶

穌基督──的見證時，神情興奮

的樣子。

我永遠會記得主是如何仔細

地為祂的預備聖職持有人召喚同

伴。

我的主教有兩位能力很強的

諮理，但是由於當時我所不了解

的一些原因，他不只一次打電話

到我家說：「亨利，我需要你當

我的同伴去探訪一些人。」有一

次，他帶我陪著他去一位獨居而

且家裡缺乏食物的寡婦家探訪。

在回家的路上，他停下車，打開

他的經文，告訴我為什麼他對待

那位寡婦的方式，就好像她不僅

有能力照顧自己，而且將來有一

天她還能幫助其他人。

另外一次是去探訪一位很久

沒來教會的男士，我的主教邀請

他回來和聖徒在一起。那人對我

來說像是個不討人喜歡又叛逆倔

強的敵人，但是我感受到主教對

他的愛。

還有另一次，我們去探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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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庭，那對酗酒的父母派兩個

小女孩來應門。小女孩隔著紗門

說她們的父母在睡覺。主教一直

跟她們說話，對她們微笑，並且

稱讚她們的良善和勇氣，我感覺

似乎有 10分鐘那麼久，甚至更久。
離開時我走在主教身旁，他悄悄

地說：「這次探訪很好，那兩個

小女孩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來過。」

年長的聖職同伴所能給予的

其中兩項祝福，就是信任和關懷

的榜樣。我從我兒子身上看到這

一點，我的兒子那時有一個家庭

教導同伴，他的聖職經驗比我兒

子豐富得多。這位大同伴擔任過

兩次傳道部會長，並且擔任過其

他領導職位。

在他們前去探訪一個指派給

他們的家庭之前，這位經驗豐富的

聖職領袖要求事先到我家來探訪

我兒子。他們讓我在場旁聽。這位

大同伴開始先作祈禱，祈求幫助，

接著對我兒子說了這樣的話：「我

想我們應該要教導一個課程，讓

這個家庭聽起來像是在呼籲悔改。

我認為他們不太會接受我的一番

話，我認為他們會比較願意從你

口中接受這個信息，你覺得呢 ?」
我記得我兒子眼中的恐懼。

我依然可以感覺到我兒子接受這

項託付時的快樂。

主教將這兩位放在一起當同

伴，不是出於偶然。這位年長的

同伴早已作了仔細的準備，知道

他們要教導的那個家庭的感受。

他是憑著靈感覺得要退到幕後，

而信任一位缺乏經驗的青少年去

呼籲神較年長的兒女悔改，前往

安全的境地。

我不知道他們探訪的結果，

但我確實知道一位主教、一位麥

基洗德聖職持有人以及主，正在

準備一個男孩成為一位聖職男子

漢和未來的主教。

如今，這類為聖職作準備的

成功故事，你們一定耳熟能詳，

因為你們已經在自己的生活中親

眼目睹和體驗到了。你們不僅認

識這樣的主教、同伴和父母，而

且也是其中之一。在你為聖職職

責作準備時，你已看到主協助的

手，祂知道你將會有什麼樣的聖

職職責。

我們所有聖職持有人都有義

務要協助主，去幫助其他人作好

準備。在我們能做的事情當中，

有些事情是極為重要的，以身作

則奉行教義，會比用言語來教導

教義更有力量。

我們聖職服務的首要任務是

邀請人們藉著信心、悔改、洗禮和

接受聖靈來歸向基督。舉例來說，

多馬‧孟蓀會長的許多講道都能

激發人心，使人們對那些教義心

有所感；但是我所知道的，他在

主領多倫多傳道部時，是如何地

對待人們、傳教士和教會的友人，

卻更激勵我去起而效尤。

在聖職準備的過程中，「示

範給我看」比「告訴我」來得重要。

這就是我們在為聖職作準備

時，經文對我們是如此重要的原

因，因為其中充滿著榜樣。我彷彿

能看見阿爾瑪聽從天使的命令，

趕回艾蒙乃哈城去教導那些曾經

拒絕他的邪惡人民。
4
我也可以感

覺到在監獄中，當神告訴先知約瑟

要勇敢，神在看顧著他時，監獄中

的那股淒冷。
5
只要將那些經文景

像銘記在心，我們就能準備好忍

受在服務過程中所遇見的困難。

父親、主教或年長的家庭教

導同伴，若是表現出他信任年輕

的聖職持有人，就能改變他的生

命。十二使徒定額組的一位成員，

曾經請我父親撰寫一篇有關科學

與宗教的短文。我父親是一位著

名的科學家，也是位忠信的聖職

持有人。但是我仍然記得當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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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寫好的文章交給我說：「來，

在我把它寄給十二使徒之前，我

想先讓你讀一讀。你會知道我寫

的對不對。」他比我年長 32歲，
聰明才智遠勝於我。

然而這位偉大父親和聖職男

子漢的那份信任，仍然鞏固了我。

我知道他信任的不是我，而是相

信神能夠而且也會告訴我什麼是

真的。你們這些經驗豐富的同伴，

只要對正在準備的年輕聖職持有

人表現出那種信任，就能造福他。

這會幫助他將來有一天，當他按

手作印證祝福，來醫治醫生宣告

沒救的某個孩子時，他個人會信

任靈感給他的那種溫和的感覺。

那種信任曾幫助過我好幾次。

我們在幫助別人為聖職作好

準備上有多成功，端看我們有多

愛他們。在我們必須糾正他們時，

這句話尤為真實。想一想，當一

位亞倫聖職持有人，或許在聖餐

枱上，在執行教儀時犯了錯，那

可是嚴重的事。有時這項錯誤需

要公開糾正，可能會讓人感到怨

恨、丟臉，甚至感到被拒絕。

你會記起主的勸告：「當被

聖靈感動時，適時嚴加訓誡；事

後對你訓誡的人表示更多的愛，

免得他把你視為敵人。」
6

在幫助聖職持有人作好準備

的過程中，當他們需要被糾正時，

更多的一詞有著特殊的意義。這

個詞彙暗示著在既有的愛上面還

要再增加，我們需要表現出來的，

是更多的愛。你們這些在幫助聖

職持有人作好準備的人，一定會

看到他們犯錯。在他們接受你的

指正之前，他們必需已及早和不

斷地感受到你的愛。他們必須先

感受到你真誠的讚美，才會接受

你的指正。

持有較小聖職的人，若敬重

自己的潛能和自己對主的價值，主

就會看重他們。請仔細聽這段話，

是施洗約翰在亞倫聖職復興時說

的：「我的同工僕人們，奉彌賽

亞的名，我將亞倫聖職授予你們。

這聖職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

福音，和為罪的赦免的浸沒洗禮

的權鑰；這聖職絕不再從地上取

走，直到利未的兒子再在正義中

向主獻祭。」
7

亞倫聖職是附屬於較大的麥

基洗德聖職。
8
總會會長是所有聖

職的會長，他也主領這預備的聖

職。多年來他的信息常談到去救

援，這完全符合要將悔改的福音和

洗禮帶進他人生活中的這項命令。

執事、教師和祭司定額組要

經常商議，來幫助定額組的每位成

員接近主；各會長團要指派定額

組成員懷著信心和愛心提供援助；

執事要懷著虔敬的態度和信心來

傳遞聖餐，讓成員在領受這些神

聖的象徵物時，會感受到贖罪的

功效，並下定決心要遵守誡命；

教師和祭司要與同伴一起祈

禱，來履行看顧教會成員的責任，

而且要一一地看顧。同伴團在得

知一家之長的需求和希望時，要

一起祈禱。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在為偉大的日子作準備，屆

時他們將以父親的身分，憑信心

主領自己的家庭。

我見證，所有在聖職中一起服

務的人，都是在準備一群人來迎接

主來到祂的教會。父神是活著的。

我知道──我確實知道──耶穌是

基督，祂愛我們。多馬‧孟蓀會

長是主活著的先知。我這樣作見

證，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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