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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英國集中火力，一共出動

了 5 艘戰艦、2 架空中運輸機、
11 艘巡洋艦以及 21 艘驅逐艦，
矢志擊沉強大的俾斯麥號。

在這些戰役中，雖然不斷遭

受砲火攻擊，俾斯麥號也只是表

面受損而已。然而，這艘船真的

不會沉沒嗎 ?就在此時，一枚魚雷
不偏不倚正巧擊中，使得俾斯麥

號的船舵動彈不得。搶救無效後，

當時雖有伺令待發的槍砲及嚴陣

以待的官兵，俾斯麥號卻只能緩

慢地兜著圈子。精銳的德國空軍

因相距甚遠而愛莫能助，俾斯麥

號無法到達能讓她安全避難的母

港，母港也無法提供所需的庇護，

因為俾斯麥號已經失去按既定航

道航行的能力了。沒有船舵，沒

有兵援，沒有港口，毀滅就在眼

前。在英軍槍彈不斷地掃射下，

德軍下令鑿孔沉船，使得這艘曾

經不可一世的戰艦沉沒大海。大

西洋洶湧的浪濤首先拍擊艦側，

隨後將德國海軍足以傲世的戰艦

吞噬。俾斯麥號已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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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俾斯麥號一樣，我們每

限之日終於來到。在 1941年 5月
24日，威爾斯親王號和胡德號這
兩艘最具威力的英國海軍戰艦，

與俾斯麥號和德國巡洋艦歐根親

王號交鋒。結果俾斯麥號在五分鐘

內，就將胡德號擊沉於大西洋底，

艦上的 1,400人中僅 3人獲救，其
餘全數罹難；另一艘英國戰艦威

爾斯親王號也因受到重創而撤離。

接下來的三天，俾斯麥號再

度與英國的許多戰艦和戰機交鋒，

多馬‧孟蓀會長

弟
兄們，我們強大的聖職組

織聚集在此會議中心和世

界各地的會堂。我的責任

是向各位說幾句話，這讓我既感

榮幸又感謙卑。我祈求主的靈在

我演講時與我同在。

七十五年前，1939年的 2月
14日，人們在德國漢堡慶祝著國
定假日。在熱烈的演講、歡呼的群

眾及國歌的演奏聲中，「剛剛打

造完成的俾斯麥號戰艦在隆隆巨

響中滑入易北〔河〕中，準備入

海。」這艘龐然巨艦上處處都是

令人嘆為觀止的武器及機械，建

造這些 380釐米口徑、由雷達控
制的迴旋雙砲塔的整個過程，一

共繪製了五萬七千多張藍圖。整

艘戰艦的電路系統長達 28,000英
里（45,000 公里），重三萬五千
噸，並有裝甲鋼板提供最堅固的

保護；雄偉的外觀，巨大的艦身，

驚人的火力，這一切都讓這艘巨

艦被公認是一艘不會沉沒的艦艇。

兩年多之後，俾斯麥號的大

蒙神引領，平安回家
我們向上天祈求那永遠可靠的指引，使我們能規劃 
和遵循一條明智正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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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是工程上的一項奇蹟，然

而我們被創造這件事，並不受限

於人類的天賦才智。儘管人類能

發明最複雜的機器，但卻不能賦

予機器生命，或賜予它們思考和

判斷的能力。這些都是神聖的恩

賜，只有神才能賦予。

弟兄們，正如船上重要的船

舵一樣，我們也已獲得決定航向

的方法。當我們在人生的海洋上

航行時，主的燈塔向所有的人招

手。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不偏不倚

地朝著我們所渴求的目標，也就

是神的高榮國度航行。一個人若

漫無目的，就像一艘少了舵的船

隻一樣，永遠不能到達母港。因

此我們得到的警示是：規劃好路

線，揚起帆來，掌穩舵，向前行。

對強大的俾斯麥號而言如此，

對人也是如此。若沒有那隱藏在

視線之外、體積相對微小但在運

作功能上卻絕對重要的船舵，來

提供方向感、動力統合以及能量

傳送，渦輪的推力及螺旋槳的動

力就毫無用處了。

天父給予我們日、月、星晨

等天上的銀河星宿，來指引在海

上航行的水手。對於所有行走在

人生道路上的人們，祂也賜給我

們一張清晰的地圖，為我們指出

那條通往目的地的道路。祂的警

告是：要提防偏離的道路、陷阱

和圈套。切勿受騙，到處都有想

要引誘我們走入歧途的人，罪惡

的魔笛手也狡猾地埋伏佈線，正

在四處向我們招手。因此，要停

下來祈禱，傾聽那微小的聲音，

那聲音向我們的靈魂深處說出夫

子溫和的邀請：「來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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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人不願傾聽，不願

服從，寧願走自己的道路。他們

往往屈服於圍繞在我們所有人四

周的種種誘惑，而那些誘惑可能

令人非常心動。

身為聖職持有人，我們處在

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也生活在一

個複雜的世界，到處充斥著衝突

的勢力。政治的權謀伎倆毀掉了許

多國家的安定，專制的君主緊握

政權，社會上的某些族群似乎總是

被踐踏，被剝奪機會和感到挫敗。

人們的詭辯說辭經常在我們耳邊

響起，罪惡也在四周圍繞著我們。

我們有責任保持配稱，使自

己配得天父已為我們預備的一切

榮耀祝福。無論我們到哪裡，聖

職也跟著我們。我們是否站在聖

地上 ?在各位嘗試前往與你們不相
稱、或與聖職不相稱的地方、參

與那些活動，而使自己和聖職置

於危險境地之前，我懇求各位要

停下來思考那些後果。

我們這些已被按立持有神的

聖職的人，能有一番作為。我們

若保持個人純潔，敬重所持有的

聖職，就能成為別人效法的正義

榜樣。使徒保羅勸誡我們：「總

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3
他

也寫道，基督的跟隨者應該像「明

光照耀。」
4
樹立正義的榜樣就能

幫助照耀這個日趨黑暗的世界。

你們很多人還記得以東‧譚

納會長，他曾經擔任過四任總會

會長的諮理。不論是在工業界的

職業生涯、在加拿大政府任職以

及擔任耶穌基督使徒期間，他都

樹立了堅定不移的正義榜樣。他

曾給予我們這項受靈啟發的忠告：

「再也沒有什麼比根據福音的教

導生活，能帶給人更大的喜樂和

成功了。要樹立榜樣；發揮良善

的影響力。」

他繼續說道：「我們每一個

人都已蒙預立，成為〔神〕揀選

的僕人，去擔任某些事工，並且

祂認為適合把聖職和能力授予我

們去奉祂的名行事。要時時牢記，

人們仰望你來領導；不論是好是

壞，你都在影響他們的生活，而

且你的影響力將延續到未來的好

幾世代。」
5

今日世上最強大的力量，乃

是透過人所施展的神的大能，知

道這項真理會鞏固我們。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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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若要安然度過今生，就需要那位

永恆舵手──即偉大耶和華──

的指引。我們關懷人，我們仰望

神，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幫助。

不仰望神幫助的人當中，一

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夏娃和亞

當的兒子該隱。該隱有無比的潛

能，但是意志力薄落，他放任自

己貪婪、嫉妒、不服從，乃至於

謀殺而破壞了個人的船舵，也就

是那可以引導他到安全境地及獲

得超升的船舵。他向下凝視著俗

世的事物，而沒有向上仰望神；

該隱墮落了。

在另一個時空，有位神的僕

人則因邪惡的國王而遭受試煉。

但以理獲賜上天的啟示，為國王

解釋牆上的字。但以理對國王餽

贈的那些王袍、金鍊和政權等賞

賜這樣說：「你的贈品可以歸你

自己，你的賞賜可以歸給別人。」
6  

極大的榮華富貴和權勢要賜給但

以理，這些賞賜象徵世俗的事物，

而非屬神的事物。但以理謝絕了

這些饋贈，繼續保持忠信。

後來，有諭令嚴禁禱告崇拜

神，但以理因照常祈禱而被扔進

獅子坑。聖經的記載告訴我們，

次日黎明，「但以理從坑裡被繫

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

他的神。」
7
但以理在緊要關頭決

心依照神不變的航道前進，讓他

獲得了神所賜的保護及安全的庇

護所。只要我們朝神不變的航道

前進，航向我們永恆的天家，我

們也可以獲得這樣的保護和安全。

歷史的鐘就猶如沙漏裡的沙

粒，標示著時間的流逝。新的世

代登上了人生的舞台。這時代所

面臨的種種問題，如惡兆般地逼

近我們眼前。綜觀世界歷史，撒

但不眠不休地力圖毀滅救主的跟

隨者。我們若屈服於他的誘惑，

就會像強大的俾斯麥號一樣，失

去可以引領我們到安全之地的船

舵。而複雜的現代生活將我們團

團圍住時，我們向上天祈求那永

遠可靠的指引，使我們能規劃和

遵循一條明智正確的道路；天父

必不會讓我們真誠的祈求落空。

我們尋求上天的幫助時，我們的

船舵就不會像俾斯麥號的船舵那

樣故障失靈。

我們在個人的旅程中向前探

險時，願我們都能在人生的海洋

上安全地航行。願我們都有但以

理般的勇氣，在罪惡和誘惑包圍

我們時，仍然保持真誠忠信。願

我們的見證也能像尼腓的弟弟雅

各那樣深厚牢固，曾有人想盡各

種辦法要摧毀他的信心，但他宣

告說：「我絕不會動搖。」
8

弟兄們，有了信心之舵來指

引航程，我們就能找到平安回家

的路，回到神的家，與祂永遠同

住。我祈求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如

此，奉我們的救主和救贖主耶穌

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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