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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邀請各位和我們一起

到教會，或是聽全部時間傳教士

上課，並不是在推銷一項產品。

教會成員不是參加了一項天上的競

賽，並不會因此贏得獎品或積分。

我們不是只想著要增加教會成員

的人數。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不

是在強迫各位接受我們的信仰，

而是在邀請各位聆聽耶穌基督復

興的福音真理，讓各位可以研讀、

思考、祈禱，並自己知道我們所

分享的事情是不是真實的。

你們之中有些人可能會回答

說：「但是我已經信了耶穌，也

遵從祂的教導，」或說：「我不

確定神是不是真的存在。」我們

的邀請不是企圖貶低各位的宗教

傳統或生活經驗。帶著你們知道

是真實、良善和值得讚揚的事物

來這裡，然後對我們的信息作個

試驗。正如耶穌邀請祂的兩位門

徒「來看」（約翰福音 1：39），
我們也敦促各位來看看耶穌基督

復興的福音是否能擴大和增進各

位已經相信的真理。

的確，我們感受到自己肩負

著這份莊嚴的責任，要將這信息

傳給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這也正是目前我們的八萬八千多

名全部時間傳教士在全球 150多
個主權邦國中所做的工作。這些

傑出的男女協助本教會的成員履

行神委派給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也就是去傳播耶穌基督永久的福

音（教約 68：1）。

不僅是一項靈性上的職責

但是，我們熱心傳揚這信息，

不僅是靈性上的責任感使然。相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19-20）。
後期聖徒非常重視這項責任，

要教導萬民認識主耶穌基督和祂

的復興福音。我們相信，救主在

古代所建立的教會，已經在後期

時代經由祂而在這地面上重新建

立。祂福音中的教義、原則、聖

職權柄、教儀和聖約，都可以在

祂今日的教會中找到。

大衛‧貝納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我
的信息是特別要給不是耶

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成員

的人們。我要討論你們許

多人可能會問的一個很基本的問

題，那就是「後期聖徒為什麼這

麼熱心想告訴我他們相信的事，

想邀請我去認識他們的教會呢 ?」
我祈求主的靈會幫助我有效

地傳達，讓各位可以清楚了解我

對這個重要問題所作的回答。

神委派的一項任務

從古至今，耶穌基督忠誠的

門徒都是英勇的傳教士，將來也

會是如此。傳教士是基督的信徒，

見證祂是救贖主，並宣講祂的福

音真理。

耶穌基督的教會一直都是傳

道的教會，將來也是如此。救主

教會的每位成員都接受了這項莊

嚴的義務，要協助達成主賦予祂

的使徒的這項神聖任務，如新約

所記載的：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來看
耶穌基督的教會一直都是傳道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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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我們渴望與各位分享耶穌

基督復興福音，反映出這些真理

對我們來說有多重要。我相信，

我和妻子以及兩個兒子許多年前

的一個經驗，最能適當地說明為

什麼我們會如此直率地想向各位

說明我們的信仰。

有天晚上，蘇珊和我站在

家中的一扇窗戶旁，看著我們兩

個年幼的兒子在外面玩。在玩耍

當中，弟弟不小心受了一點傷。

我們很快看出那只是個小傷，所

以決定不立刻插手幫忙。我們在

家裡討論過手足親情，所以我們

想看看他們有沒有聽進去。接下

來發生的事很有趣，也頗具教育 
意義。

哥哥安慰了弟弟，然後小心

地扶他進屋裡。蘇珊和我站在廚

房附近，好就近觀察接下來發生

的事，如果他還可能有其他傷口

或是發生嚴重的意外，我們準備

隨時出面。

哥哥拉了一張椅子到廚房水

槽旁，爬上椅子，再幫弟弟爬上

椅子。然後他打開水，倒了很多

洗碗精在弟弟擦傷的手臂上。他

盡量小心、輕柔地把泥土洗掉。

這時，弟弟的反應只有一段經文

能貼切描述：「他們必有理由哀

號、哭泣、悲傷、咬牙切齒」（摩

賽亞書 16：2），這個小男孩真的
是哀號不已！

洗刷完畢之後，哥哥小心地

用毛巾擦乾弟弟的手臂，他總算

不再大聲哀號了。哥哥接下來爬

上廚房流理台，打開櫥櫃，找到

一條還沒用過的藥膏。雖然弟弟

的擦傷範圍不大，傷口也不深，

但是哥哥卻在弟弟受傷的手臂上

塗滿藥，幾乎用完了整條藥膏。

弟弟沒有再尖叫，他顯然比較喜

歡這個能止痛的藥膏，不太喜歡

清潔用的洗碗精。

哥哥又從找到藥膏的櫥櫃裡

找出一盒還沒開封的無菌繃帶。然

後，他拆開繃帶，把弟弟的手臂從

手腕到手肘，上上下下都包了起

來。緊急狀況解除之後，肥皂泡泡、

藥膏和包裝紙散滿廚房，這對小

兄弟面帶微笑，開心地跳下椅子。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最重要

的。受傷的弟弟把剩下的繃帶和

快用完的藥膏都撿起來，帶到屋

外。他很快地召來他的朋友，開

始在他們的手臂上擦藥膏、上繃

帶。蘇珊和我對他真誠、熱情、

快速的反應感到驚訝。

弟弟為什麼這樣做呢 ?請注
意，他是立刻、直覺地想要給朋

友那些在他受傷時幫助了他的東

西。這個小男孩不需要靠著別人

的催促、挑戰、提示或刺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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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了行動。他親自體驗到一件

對他極有幫助、非常有益的事，

所以很自然想要分享。

我們許多成年人如果發現某

種治療方法或藥物能減輕長久的

疼痛，或者所得到的某些忠告能

讓我們鼓起勇氣去接受挑戰、以

耐心去面對混亂，也會有完全相

同的反應。與他人分享對我們極

具意義或是曾經對我們有幫助的

事物，完全是人之常情。

在具有重大屬靈意義和影響

的事情上，這樣的模式更明顯。

比方說，在一部稱為摩爾門經的

經文中，特別記載了一位名叫李海

的古代先知兼領袖所做的一個夢。

李海的夢是關於一棵生命樹──

這棵樹代表了「神的愛」，「比

一切都令人渴望」，而且「最能

讓靈魂快樂」（尼腓一書 11：22-
23；亦見尼腓一書 8：12，15）。

李海解釋：

「事情是這樣的，我上前吃

了樹上的果子；我覺得那是我嘗

過最甜美的；是的，而我看到樹

上的果子是白色的，超過我所見

過的任何白色。

「我吃了樹上的果子，我的

靈魂因而充滿無比的快樂；因此，

我開始渴望我的家人也能吃到那果

子；因為我知道那比其他所有果子

都可口」（尼腓一書 8：11-12）。
主耶穌基督的塵世傳道、贖

罪犧牲和復活，最能顯示出神對

祂兒女的愛。這棵樹上的果子可

以象徵救主贖罪所帶來的祝福。

李海吃了樹上的果子、體驗

到無比快樂之後的立即反應，就

是更渴望與家人分享、為家人服

務。因此，在他轉向基督之後，

也以愛心和服務去造福他人。

摩爾門經中提到的另一個重

要事件，是一位名叫以挪士的人

在神傾聽並回答他誠心、懇切的

祈禱之後所發生的事。

他說：

「我的靈魂飢餓；我跪在造

物主前，用熱烈的禱告與祈求為

我的靈魂向祂呼求；我整天向祂

呼求，夜幕低垂時，我仍提高聲

音，使之上達天庭。

「有個聲音臨到我說：以挪

士，你的罪得赦了，你必蒙福。

「我，以挪士，知道神不會

說謊，所以，我的罪已抹掉了。

「我說：主啊，為什麼會這

樣呢 ?
「祂對我說：因為你對那

未聞其聲、未見其面的基督有信

心。⋯⋯因此，去吧，你的信心

使你潔淨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聽了這

些話，心裡開始想到我弟兄尼腓

人的福祉；於是我就為他們向神

傾訴心聲」（以挪士書 1：4-9）。
以挪士「全心全意」（尼腓

二書 31：13）轉向主之後，他也
同時更加關心家人、朋友以及同

儕的福祉。

我們從這兩個事件中學到了

這個顛撲不破的教訓：我們若要

誠心、真誠地服務，而不是只作

「表面功夫」，就要先在生活中

親自體會耶穌基贖罪的祝福。就

像李海、以挪士，以及在我剛才

的故事中提到的我的小兒子一樣，

身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

員，我們都感受過靈性上的疑惑

和罪惡所帶來的痛苦煎熬。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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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並啟發了我們，我們所作的

祈禱都讓我們更接近天堂。

對於在本次大會上卸任的總

會弟兄，我要代表整個教會表達

由衷的謝意。我們會想念他們。

他們對主的事工貢獻非凡，將來

各世代都將因他們而蒙福。

願我們回家時，都下定決心

多馬‧孟蓀會長

弟
兄姊妹們，在這榮耀的兩

天裡，我們在大會上聽到

了充滿靈感的信息。大會

各場次都有主的靈同在，我們領受

主的靈，內心充滿感動，信心也得

到鞏固。在此閉會之際，我們要

感謝天父賜給我們許多的祝福。

大會各場次提供的優美音樂

直到再相會
願我們大家都沉思所聆聽到的真理，並讓這些真理 
幫助我們成為更勇敢的門徒。

也都親身體驗到只有學習和遵從

救主的福音原則，才能找到潔淨、

無愧的良心、靈性的醫治、復甦

和指引。

耶穌基督的贖罪提供了必要

的潔淨工具，讓我們得以變得純

潔、乾淨；也帶來止痛的油膏，

治療靈性的創傷並抹去內疚；並

且提供了保護，讓我們無論在順

境和逆境中都能保持忠信。

絕對的真理確實存在

我曾經試著對那些家人和朋

友不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成

員的人，說明我們都是傳教士的

主要理由。

在這個日益鄙視、摒棄「絕

對」的世界中，絕對的真理確實

存在。在未來的某個日子，所有

的人將「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

穌基督是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立比書 2：10-11）。耶穌基
督的的確確是永恆之父的獨生子。

身為其教會的成員，我們見證祂

活著，祂的教會已在這後期時代

復興，復原至圓滿的狀態。

我們之所以邀請各位來認識、

檢驗我們的信息，是因為我們已

經在生活中體會到耶穌基督福音

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有時我們試

著提出邀請，卻可能顯得笨拙、

突兀或甚至是執著。我們的心願

很簡單，就是要和各位分享我們

視為最寶貴的真理。

身為主的使徒，我要全心全

意見證：祂是神，祂的確存在。

而我也要邀請各位「來看」（約

翰福音 1：39），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