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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和潘姊妹到幾個

國家去，我們準備好護照和文件，

接受所有的疫苗注射和體檢，也

辦好簽證；當我們到了目的地，

海關檢查了所有文件，確認都符

合要求後，才准許我們入關。

取得超升資格跟入境另一個

國家很類似，每個人都必須取得靈

性護照。這些要求不是我們制定

的，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符合各

項要求。救恩計畫包含了讓所有的

人符合資格獲得超升所需的一切教

義、律法、誡命和教儀。
2
然後，

「經由〔耶穌〕基督的贖罪，全

人類都可以⋯⋯得救」。
3
教會可

以提供協助，但無法代替我們去

做。符合資格獲得超升，是我們

一生追求的目標。

基督組織了祂的教會來幫助

我們，祂召喚了 15個人來帶領教
會和教導人民，我們支持他們為

先知、先見和啟示者。總會會長

團
4
和十二使徒定額組

5
持有相等

的能力和權柄，
6
最資深的使徒被

指定擔任總會會長，另外還召喚

七十員來協助。
7
獲得超升的這些

條件不是這些領袖制定的，而是

神制定的！這些領袖被召喚來教

導、講解、勸勉，甚至是警告，

好讓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8

正如指導手冊所說明的：「為

使教會達成協助個人和家庭有資

格獲得超升的目的，本教會將重

點放在神所指派的責任上。這些

責任包括幫助教會成員遵行耶穌

基督的福音、透過傳道事工聚集

以色列民、照顧貧困者，以及透

過建造聖殿和執行替代教儀，幫

助已逝者獲得救恩。」
9
這四個重

過其他人的營火，我發現了問題，

原來是我沒有把斧頭的皮套拿下

來。而且我向各位報告，那個皮

套被砍得破破爛爛的。我學到這

個教訓：我因其他事而分心了。

我們努力邁向超升時，務必

顧及所有的要求，不要只專注一

兩項要求，也不要因為其他不相

干的事而分心。追求神的國能帶

來喜樂和幸福；
1
我們必須願意作

一切必要的改變。比起大幅度的

方向修正，經常小幅度修正，會

減少許多的痛苦和破壞。

亞倫‧潘長老
七十員

我
12 歲，是個童子軍的時
候，有人送我一把附有厚

皮套的小斧頭，那是我一

直很想要的童軍配備！在隨後的

過夜健行活動中，我們走在小路

上，當時下大雪，又濕又冷，我們

天黑後才到達營地，那時我只想

生起熊熊的營火。於是我馬上拿

我的新斧頭砍一棵倒下的樹。在

砍的時候，我感到很挫折，因為

新斧頭好像不怎麼好用，我很無

奈，只好更用力砍，然後失望地

帶著僅有的幾塊木柴回營地。透

案卷
家譜和聖殿事工應當成為我們個人崇拜的例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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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和其他所有的律法、誡命和教

儀都是必要的，不是可有可無的。

藉由耶穌基督的贖罪，和做到這

每一項要求，我們的靈性護照才

能蓋上必要的戳記。

在這次大會中，我們蒙受教

導要去改變，以幫助我們每個人

更加準備好自己。

家庭是救恩計畫的核心，而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它也被稱為

「偉大的幸福計畫」。
1 0
培道‧

潘會長曾說：「教會裡一切活動

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使丈夫和他

的妻子及兒女能夠在家中享有幸

福快樂。」
1 1

賓塞‧甘會長說：「我們的

成功，無論是個人或教會，大致

上都取決於我們怎樣忠信地在家

中奉行福音。」
1 2
聖殿和家譜事

工是在家中奉行福音的一環，它

應該是一項家庭活動，更甚於一

項教會活動。

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定額

組近來再次強調家譜和聖殿事

工。
1 3
各位對這項強調有所回應，

將會增加你個人和家庭的喜樂與

幸福。

我們在教義和聖約中讀到：

「看啊，主的大日子近了；⋯⋯

所以，身為一個教會、一群人民，

以及身為後期聖徒，我們要在正

義中向主獻祭；⋯⋯我們要在祂

神聖的殿中，呈上一本包含我們

死者的紀錄的案卷，那將是配得

一切悅納的案卷。」
1 4

這本「案卷」將以教會家譜

樹資料庫裡名字和教儀的紀錄來

編寫。

我正在這個資料庫裡檢查和

新增紀錄，因為我希望我所愛的

人都能被記錄在這本案卷裡，各

位難道不想嗎 ?
我們在教義和聖約第 128篇

讀到：「因為我們沒有〔我們的

祖先〕，就不能成為完全，他們

沒有我們，也不能成為完全。」
1 5

家譜不只包含族譜、各種規

則、名字、日期和地點而已；它

絕非只把焦點放在過去；家譜包

含現在我們所製作的歷史，也包

括將來我們的後代子孫把我們記

錄進去的未來歷史。舉例來說，

當一位年輕母親與她的孩子分享

家庭故事和照片時，她就是在做

家譜事工。

家譜和聖殿事工應當要像領

受聖餐、參加聚會、讀經文和個

人祈禱一樣，成為我們個人崇拜

的例行事項。教會中的青少年和

其他人對於先知的邀請所作的回

應非常令人感到鼓舞，也證明這

項事工可以也應該由教會任何年

齡的所有成員來完成。

正如昆丁‧柯克長老所說明

的：「〔現在〕我們⋯⋯有教義、

聖殿和科技。」
1 6
現在做家譜已

經容易得多了，唯一的限制是，

願意把這事工視為優先事項的成

員有多少。這項事工還是需要付

出時間與犧牲，然而所有的人都

能做家譜，這比起許多年前已經

相對容易許多了。

教會為了幫助成員，已經收

集了許多紀錄，也提供了讓我們

在自己家裡，或在自己支會和聖

殿裡就能完成大部分工作的工具。

大部分的障礙都已經移除，不論

你以前對家譜的看法如何，現在

整個都不同了！

然而，有一項障礙是教會無

法排除的，那就是個人對家譜事

工的遲疑。所需要的只是下定決

心和一點點的努力，不需耗費大

量的時間，只要持之以恆地投注

一點點時間，就會因為這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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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喜樂。現在就作決定跨出

腳步，開始學習，並請人幫助你，

他們會很樂意幫忙！你所找到和

帶去聖殿的名字，都會成為「案

卷」
1 7
中的紀錄。

雖然成員參與的人數已大幅

增加，但是我們發現，會定期找尋

自己的祖先並為他們執行聖殿教儀

的教會成員還是相當少數，
1 8
我們

需要改變自己的優先順序。不要

害怕改變，要欣然接受改變！改

變乃是偉大幸福計畫中的一環。

這項事工有待完成，這不是

為了教會的益處，而是為了我們

的死者和我們自己。我們和我們

已逝的祖先都需要在靈性護照上

蓋戳記。

唯有聖殿中的印證教儀能把

我們世世代代的家人「焊接」
1 9

在一起。步驟很簡單：只要找出

一個祖先名字帶去聖殿。經過一

段時間，你也能幫助別人這麼做。

除了少數的例外，人人都做

得到！

參與這項事工會帶來實質的

祝福。許多父母和領袖都對於現

今的社會狀況、家庭和青少年因

此受到的衝擊感到擔憂。

大衛‧貝納長老應許我們：

「我要邀請教會的年輕人去學習

和體驗以來加的靈。⋯⋯我應許

你們：你們會受到保護，能夠對

抗敵對者日漸猖狂的影響力。當

你們參與並熱愛這項神聖事工時，

你們不但會在年輕的時候，並且

終其一生都會受到保護。」
2 0

弟兄姊妹們，現在就是我們

拿下斧頭的皮套，去工作的時候。

我們絕不能為了一些不太重要的

事情，而犧牲我們和家人的超升。

這是神的事工，要由成員和

非成員完成，不分男女老少。

結束時，我要引用英文聖詩

第 324首，並更改一個字：

奮起吧，屬神的〔聖徒〕！

既已離棄一切粗鄙，

則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事奉萬王之王。
2 1

耶穌基督是王！我為祂作見

證，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註：

1. 見尼腓二書 2：22–25；9：18；摩賽
亞書 2：41。

2. 見經文指南，「救贖計畫」；
scriptures.lds.org。

3. 信條第 3條。
4. 見教義和聖約 107：22。
5. 見教義和聖約 107：23。
6. 見教義和聖約 107：24。
7. 見教義和聖約 107：25-26。
8. 見經文指南，「總會會長團」，「使
徒」，「七十員」；scriptures.lds.org。

9. 指導手冊第二冊：管理教會（2010），
2.2。

10. 阿爾瑪書 42：8。
11. 培道‧潘，「證人」，2014年 5月，
利阿賀拿，第 95 頁。

12. 參閱賓塞‧甘，「讓家庭活在福音
中」，1978年 10月，聖徒之聲， 
第 140頁。

13. 見多馬‧孟蓀，「加速事工」，2014
年 6月，利阿賀拿，第 4-5頁；亨
利‧艾寧，「將心轉向的應許」，利

阿賀拿，第 4-5頁；羅素‧納爾遜，
“It All Starts with Love” ，lds.org/
prophets-and-apostles影片；羅素‧
納爾遜，“Adding ‘Family’ to Family 
History Work”，lds.org/prophets-and-
apostles/unto-all-the-world/adding-
family-to-family-history-work影片；
羅素‧納爾遜，「世世代代以愛相

繫」，2010年 5月，利阿賀拿，第
91-94頁；李察‧司考德，「救贖死
者的喜樂」，2012年 11月，利阿賀
拿，第 93-95頁；昆丁‧柯克，「根
與枝條」，2014年 5 月，利阿賀拿，
第 44-48 頁；大衛‧貝納，「兒女的
心轉向父親」，2011年 11月，利阿
賀拿，第 24-27頁；尼爾‧安德森，
「信心、希望和仁愛的教室」（致教會

教育機構宗教教育者演說），lds.org/
broadcasts；尼爾‧安德森，“Find 
Our Cousins!”（2014年 2月 8日，
科技尋根家譜大會演說），lds.org/
prophets-and-apostles/unto-all-the-
world/find-our-cousins。

14. 見教義和聖約 128：24。
15. 見教義和聖約 128：18。
16. 昆丁‧柯克，2014年 5月，利阿賀拿，
第 47頁。

17. 見教義和聖約 128：24。
18. 昆丁‧柯克，2014年 5月，利阿賀拿，
第 47頁。

19. 見教義和聖約 128：18。
20. 大衛‧貝納，「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2011年 11月，利阿賀拿，第 26，27頁。
21. “Rise Up, O Men of God,” Hymns,  

no. 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