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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達‧柏頓
總會慈助會會長

總會婦女大會  | 2014年9月27日

我
們最小的女兒第一天上學

回家後，我問她：「今天

在學校還好嗎 ?」
她回答說：「還不錯。」

但隔天早上，我叫她起床準

備上學，她雙手交叉，口氣堅定

地說：「我昨天已經去過學校了 !」
顯然我並沒有幫助她作好準備，

也沒有向她解釋上學不是只去一

次，而是一星期去五天，而且要

持續好多年。

當我們思考這項「作好準備」

的原則時，讓我們一起想像以下

的情況。你正坐在聖殿的高榮室

裡，注意到好幾對新人在虔敬的

氣氛下陸續被聖殿工作人員帶進

和帶出，他們正等待要締結今世

和全永恆的婚姻。一位新娘和她

所愛的人牽著手走進高榮室。她

穿著一件樸素卻美麗的聖殿服裝，

臉上帶著平靜、安詳和溫暖的笑

容。她的裝扮合宜而不誇張。她

坐在座位上環顧四周，突然心中

激動起來。似乎是因為要在這個

莊嚴虔敬的地方和她一生所愛的

人接受神聖的教儀，讓她感動落

淚。她的舉動像是在說：「我多

麼感謝今天能來到主的屋宇，即

將和摯愛的永恆伴侶一起展開一

段永恆的旅程。」看來她不只是

為了婚禮作好準備而已。

我們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可愛

孫女最近在我的枕頭上留了一張

字條，上面寫道：「我進入聖殿，

特別感覺到那裡有一種平安和愛

的靈性氣氛。⋯⋯我們可以到聖殿

獲得啟發。」
1
她說得對。我們可

以在聖殿中獲得啟發和啟示──

而且也能獲得力量去克服生活中

的逆境。當她持續將她自己的家

以「從沒有人知道
的」方法作好準備
願我們可以一點一滴，準備配稱地接受救恩的教儀， 
並全心遵守相關的聖約。

要使自己比過去更好一些、對人更

友善一些、更體貼一些。願我們不

僅會主動伸出援手幫助我們自己

的成員，也會幫助與我們不同信

仰的人，而當我們與他們共事時，

願我們會表達對他們的尊重。

有些人每天都在為所面對的

挑戰飽受煎熬。讓我們主動向他們

表達我們的關懷，伸出援手。只要

我們互相看顧，就會蒙受祝福。

願我們記得年長者和臥病在

床、無法出門的人。我們花時間去

探望他們，他們就會知道有人愛他

們、重視他們。願我們都遵從這

條命令，去「援助軟弱的人，扶

起垂下的手，堅固無力的膝。」
1

願我們都成為誠實正直的人，

隨時隨地努力行義，做對的事情。

願我們都成為基督忠信的跟隨

者、正義的榜樣，成為「明光照

耀（在世界上）。」
2

弟兄姊妹們，感謝你們為我

祈禱。這些祈禱給了我力量並提升

了我，讓我更能盡心、盡力遵行神

的旨意，事奉祂，並為各位服務。

在本大會結束之際，我祈求

上天祝福你們每一個人。願離家

在外的人都能平安回家，並且看

到家中一切安好。願我們大家都

沉思所聆聽到的真理，並讓這些

真理幫助我們成為比大會開始之

際更勇敢的門徒。

直到六個月後再相會之前，

我祈求主祝福各位，是的，祝福

我們每一個人。奉我們的主和救

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註：

1. 教義和聖約 81：5。
2. 腓立比書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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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名字帶去聖殿執行洗禮和證實

的教儀時，她學到的有關聖殿的

事能幫助她作準備，讓她自己和

幔子另一端的人，都能接受更多

的聖殿教儀、聖約和祝福。

羅素‧納爾遜長老曾教導：

「正如聖殿是為人們準備的，人

們也需要為聖殿作好自我準備。」
2

當我再次讀到摩爾門經中有

關摩羅乃隊長的記載，這段經文

提醒了我，摩羅乃隊長最偉大的

成就之一，就是幫助尼腓人謹慎

地準備好抵擋可怕的拉曼軍隊。

我們讀到他幫助人民作了如此充

分的準備：「看啊，最令〔拉曼人〕

訝異的是，〔尼腓人〕備戰的方

法是從沒有人知道的。」
3

「〔尼腓人〕備戰的方法是

從沒有人知道的，」這句話深深

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們如何為獲得神聖的聖殿

祝福作更充分的準備 ?主曾教導：
「還有，我要給你們一個在所有

的事情中都適用的模式。」
4
讓我

們思考一個經文中的模式，來幫

助我們準備好。摩羅乃為防禦敵

人作準備時，持續且忠信地保持

勤奮，而這個模式也要求我們這

麼做。

救主說的五個聰明童女和五

個愚拙童女的美好比喻，我百聽

不厭。雖然這項比喻指的是為救

主的第二次來臨作好準備，但我

們也可以將它用來比喻為聖殿的

祝福作好準備，對於準備好的人

來說，這好比一場靈性的筵席。

我們在馬太福音第 25章中讀
到：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

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

個是聰明的。⋯⋯

「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

在器皿裡。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都

打盹，睡著了。

「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

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

「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

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

滅了。』

「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

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

油的那裡去買吧。』

「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

了。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

席，門就關了。

「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

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

「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你們不認識我。』
5

我想任何人，尤其是心地柔

軟的人，都難免為那些愚拙的女

孩感到難過。所以我們有些人就

想要對其他人說：「你們難道不

能分享一點油，這樣豈不皆大歡

喜 ?」但請想想看：這個故事是救
主說的，是祂稱五個童女為「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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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另五個為「愚拙」的。

我們將這個比喻當作是為聖

殿作準備的模式時，想想一位近

代先知所教導的話：「人無法分

享靈性準備的油。」
6
賓塞‧甘

會長闡述了為何那五個「聰明」

的女孩無法分享他們燈裡的油給

那些「愚拙」的女孩，他說：「參

加聖餐聚會，會在燈裡加油，一

點一滴持續好幾年。禁食、家庭

祈禱、家庭教導、控制身體的慾

望、宣講福音、研讀經文──這

每一項奉獻和服從的行動都會加

一滴油到我們儲藏的油。良善的

行為、繳付禁食捐獻和什一奉

獻、貞潔的思想和行為──這些

也會增加不少的油，使我們能在

油盡燈枯的午夜時分再添加一些

燈油。」
7

你能看出這作好準備的模式

嗎 ?那就是：一點一滴。這能幫助
我們思考，我們如何能更勤奮作

準備，好為我們自己和他人接受

神聖的教儀 ?我們還能做哪些微
小簡單的事，而把珍貴的靈性油

滴加進我們準備的燈裡 ?
我們向李察‧司考德長老學

到，「個人的配稱是享有聖殿祝

福的必要條件。⋯⋯在生活中以

夫子的教訓為中心，持續地作出

正確的選擇時，就最能鍛練出配

稱的特質。」
8
我喜歡持續地這

個說法，持續就是穩定，不間斷

和可靠。這麼形容配稱的原則很

適當！

聖經字典中有段話這麼提醒

我們：「聖殿的神聖性，唯有家

能與之相比。」
9
我們的住家或公

寓是否符合這樣的描述 ?我們支

會中一位可愛的女青年最近來到

我們家中拜訪。我得知她哥哥最

近剛傳教返鄉，因此我問她，哥

哥回家後情況如何 ?她說非常好，
但是哥哥有時會要求把音樂調小

聲一點。她說：「那根本不是什

麼不好的音樂 !」也許這值得我們
去做：偶爾檢查一下，確使我們

的家已經準備好成為可以感受到

聖靈的地方。當我們準備好自己

的家，成為能邀來聖靈的地方，

我們將會準備好，在進入主的屋

宇時，更有「在家」的感覺。

如果我們準備好配稱進入聖

殿並忠於聖殿的聖約，主會賜給我

們「多重的祝福」。
1 0
我的好朋

友邦妮．奧斯卡森最近將一節經

文反過來說，她是這麼說的：「向

誰多要，就給誰更多。」
1 1
我完

全同意這句話！我們到聖殿是為

了接受永恆的祝福，因此我們理

所當然要達到更高的標準，才有

資格獲得那些祝福。納爾遜長老

再次教導：「因為聖殿是主的屋

宇，進入聖殿的標準是由祂制定

的。我們是以祂的客人的身分進

入。能擁有聖殿推薦書是一項無

價的特權，也是服從神和祂的先

知的一個具體象徵。」
1 2

世界級的運動選手和大學博

士生花幾個小時、幾天、幾周、

幾個月，甚至是幾年作準備。他

們必須每天都準備一點，才能成

為最頂尖的。同樣地，那些想要

符合資格在高榮國度中獲得超升

的人，也應當以更高的服從標準

過生活，而這來自於每天實踐服

從的美德，日復一日，一點一滴。

只要我們持續地，勤奮地添

加燈油，一點一滴地加進我們靈

性的油燈裡，做這些微小又簡單

的事，會讓我們的燈有驚人的準

備，而被「整理好點起來」
1 3
我

可愛的丈夫是支聯會會長，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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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看他們──也就是看每個人。

我看到艾瑪、蘇菲亞、伊恩、洛

干、亞登、威廉、蘇菲和彌迦。

他們會一個一個地立下洗禮聖約。

8歲的他們每個人都穿著白衣，心
裡都已準備好，願意與神立下自

己的第一個聖約。

請回想一下你自己洗禮當天

的情形。無論你們記得的細節多

寡，現在請試著感受你個人立下

的這項聖約對你有何重要意義。

施洗者叫了你的名字後，將你浸

琴恩‧史提芬
總會初級會會長團第一諮理

親
愛的姊妹們，我滿懷著愛

向各位致意。此刻，無論

你在世界上哪個地方，我

希望各位都能感受到主對你個人

的愛，而且聖靈會在你心中為剛

才唱詩班優美歌聲所唱出的信息

作見證。我要呼應他們的見證：

我知道救主活著，祂愛我們每一

個人。

今晚，我們這些與神立下聖

約的女兒共聚一堂。即使彼此的

年齡、處境與個性各不相同，但

這些差異無法將我們分開，因為

我們都是祂的女兒。我們都已立

約要一直記得祂的兒子。

三個星期前我參加了一場洗

禮會，這項個人聖約所帶來的力

量在我心裡留下深刻印象。我面

前 8個可愛的孩子，虔敬地坐著，
但難掩興奮，終於等到這特別的

一天。不過，當我看著他們明亮

的臉龐，我看到的不只是一群孩

子，而是用我認為主會看他們的

與神立下聖約的女兒
神的女兒若專注於聖殿和所立下的神聖聖約， 
神就能以強而有力的方式祝福她們個人的生活。

近說過，他幾乎總是能看出一個

人是否準備好配稱進入聖殿，因

為當他們來尋求獲得聖殿推薦書

時，「他們點亮了整間房間」。

在嘉德蘭聖殿的奉獻祈禱文

中，先知約瑟‧斯密祈求主「使

所有進入主家宅門檻的人，都能感

覺到您的能力，⋯⋯好使他們在您

裡面成長，獲得聖靈的充滿，⋯⋯

準備好獲得一切必需的事物。」
1 4

我祈求我們去聖殿，不是只

去一次而已。願我們都可以一點一

滴準備配稱地接受救恩的教儀，

並全心遵守相關的聖約。只要我

們這麼做，我知道我們就有資格

接受神所應許的祝福，被聖靈充

滿，在我們的家中及個人的生活

中都擁有主的力量。奉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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