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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運用信心、服從誡命時，聖

靈就會見證我正在學習的事情是

真實的。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自

己知道的。

在這過程中，尋求個人啟示

是一個重要關鍵。尼腓邀請我們

每個人「飽享基督的話；因為看

啊，基督的話必指示你們所有當

做的事。」
4

我在八歲生日之前，就很努

力想知道更多關於洗禮的事。我

閱讀經文、祈禱，學到在接受證

實時會獲得聖靈的恩賜。那時我

也開始了解，神與基督確實是父

子──是分開、不同的兩位人物，

祂們在目的上完全合一。「我們

愛〔祂們〕，因為〔祂們〕先愛

我們。」
5
我也一再地觀察到，祂

們是如何彼此相愛、如何為我們

的益處一同努力。許多經文都教

導了這項真理，我們來聽聽其中

一些：

天父在教導我們關於前生時，

稱呼耶穌基督是「我的愛子──

我從太初就摯愛和揀選的。」
6  

道有一位神，並且感受到祂的愛

的情形 ?小時候，我常常望著滿天
星斗，沉思並感受神的存在。我

興奮地探索神的各種創造物的非

凡美好──從微小的昆蟲到高聳

的大樹。當我察覺到大地的美好

時，我知道天父很愛我。我知道

我確實是祂靈體的孩子，我們都

是神的兒女。

各位也許會問，我是怎麼知

道的 ?經文教導：「有的人藉著
聖靈得到的，是知道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子，⋯⋯其他的人得到的，

是相信他們的話，他們若繼續忠

信，也能享有永生。」
3
在我看來，

這不表示有些人要一直依賴別人

的見證。

當我透過父母的教導和見證、

教師、我所勤讀的經文，尤其是

透過聖靈而學到關於天父和救主

的事，我自己的見證便逐漸成長。

羅拔‧海爾斯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許
多年前，我利用機會研讀

眾先知在各福音期所作的

最後見證。他們每個人都

對父神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作了

有力的見證。

讀了這些見證──以及這些

年來許多其他類似的見證──我

總是深受感動，感受到天父是多麼

深愛祂的長子，而耶穌基督又是怎

樣藉著服從天父的旨意來表明祂

的愛。我見證，只要我們做必要的

事來認識祂們和祂們對彼此的愛，

就會獲得「一切恩賜中最大的」，

即永生。
1
因為，「認識你──獨

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

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2

我們如何獲得這項恩賜呢 ?
這項恩賜是透過個人啟示而來，

這也是今天早上所談論和教導的

事情。

各位記不記得自己第一次知

永生──即認識天父
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神與基督確實是父子──是分開、不同的兩位人物， 
祂們在目的上完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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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創造大地，是「藉〔祂〕的

獨生子」創造的。
7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得知自己

會生出「至高者的兒子」。
8
少

年耶穌告訴祂母親，祂必須「以

〔祂〕父的事為念。」
9
幾年後，

救主受洗時，天父從天上說話，

祂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

悅的。」
1 0

耶穌在教導門徒祈禱時，這

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願您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1

祂教導尼哥德慕：「神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
1 2  祂在解釋所行的奇蹟時，

說：「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

惟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1 3

耶穌在贖罪即將來臨的時刻

祈禱，說：「父啊，時候到了，⋯⋯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

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1 4
當我

們的罪如千斤重擔般壓在祂身上

時，祂祈求說：「我父啊，倘若

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
1 5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最後

一刻祈禱，說：「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之後就呼喊著：「父啊！我將我

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1 6

然後祂到靈的世界造訪死

者的靈，賜給「他們能力在祂從

死裡復活後出來，進入祂父的國

度。」
1 7
救主復活後，向抹大拉

的馬利亞顯現，說：「我要升上

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
1 8

祂到美洲大陸的人民那裡

時，祂的父介紹祂，說：「看我

的愛子，我因祂而非常喜悅，我

因祂而榮耀了我的名。」
1 9
耶穌

降到聖殿前的人民當中，介紹自

己，說：「看啊，我就是⋯⋯耶穌

基督。⋯⋯我⋯⋯承擔了世人的罪

而榮耀了父。」
2 0
祂在教導祂的

教義時，解釋說：

「這是⋯⋯父賜給我的教義；

我為父作證，父為我作證。」
2 1

「實在〔地〕⋯⋯父與我原

為一。」
2 2

我們能在這些經文中看到一

個模式，見證父與子是兩個不同

的個體嗎 ?那麼，祂們要如何成
為「一」呢 ?這不是因為祂們是
同一個人，而是因為他們在目的

上合而為一，同樣致力於「促成

人的不死和永生」。
2 3

耶穌是一位神，然而祂依舊

向祂的父祈禱、並說祂是在行天

父的旨意，藉此區隔出自己是一

個分開的個體。祂在尼腓人中施

助時，祈求：「父啊，我不是為

世人禱告，我只為那些您⋯⋯從

世人中賜給我的人禱告，⋯⋯使

我得以在他們裡面，就像父，您

在我裡面一樣，使我們合而為一，

使我因他們而得榮耀。」
2 4

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對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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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復興是從兩位、而不是一位

榮耀人物的顯現開始，就不會感

到驚訝。先知約瑟·斯密為他的第
一次異象作見證，說：「其中一

位對我說話，叫著我的名字，指

著另一位說──這是我的愛子。

聽祂說！」
2 5

這位年輕先知走進樹林，要

找出他應該加入哪個教會，他懷

著毫不動搖的信心前去，走出來

時已經認識並目睹了唯一的真神

和祂所差來的耶穌基督。然後，

約瑟就如同在他之前的眾先知，

成了復興的工具，將導向永生的

知識帶給世人。

你也可以尋求我們的天父，

以及在經文和在這次總會大會中，

先知和使徒們〔所見證〕的這位

耶穌」。
2 6
當各位尋求個人的見

證──即你個人的啟示──就會

發現天父已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方

式，讓你自己認識真理：透過神

組的第三位成員，也就是我們稱

為聖靈的靈體人物。

「當你們蒙得這些」，包括

我今天所分享的事情時，「我勸

告你們要奉基督的名求問神，那

位永恆之父，這些是否真實；如

果你們用真心誠意來求問，對基

督有信心，祂必藉著聖靈的力量，

向你們顯明這些事情的真實性。

「藉著聖靈的力量，你們可

以〔確實〕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實

性。」
2 7

弟兄姊妹們，我見證，我們

的天父希望我們現在就尋求這項

知識。先知希拉曼的話從塵埃中

呼籲：「記住啊！記住！你們要在

神的兒子基督，我們救贖主這塊

磐石上建立根基，⋯⋯只要人建

立在這根基上，就不會倒塌。」
2 8

確實，我們不會倒塌。

這穩固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祂是「天上的磐石」。
2 9  我們若

將房子建立在祂上面，那麼，就

算在這後期時代有雨水降下、洪

水來到，強風吹襲，我們也不會

倒塌。我們不會倒塌，因為我們

的家和家庭都以基督為根基。
3 0

我見證，這樣的家是「榮耀

之家」。
3 1
我們在這樣的家裡聚

在一起，奉天父的愛子，耶穌基

督的名，向祂祈求。我們在這樣

的家裡頌揚和感謝祂們。我們在

這樣的家裡接受聖靈，和祂所賜

給我們的「永生的應許，即高榮

國度的榮耀。」
3 2

我要特別見證，我們的救主

是耶穌基督，祂活著，我們永恆

的天父愛我們、看顧我們，我們

在這個福音期有一位先知──即

多馬‧孟蓀會長──帶領我們、

指引我們。聖靈會向每一位前去

尋求這項知識的人見證這是真實

的。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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