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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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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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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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在水中，你從水中出來後，就

成為與神立約的女兒，也就是願

意以祂兒子的名被稱呼，承諾會

跟隨祂並遵守祂的誡命。

與神所立的聖約幫助我們知

道自己真正的身分。這些聖約以

個人的方式將我們與神連結在一

起，讓我們藉此明白自己在祂眼中

的價值，以及在神國度中的位置。

也許我們無法全然了解，但神認

識我們，並且愛我們每一個人。

仔細想想，我們每一位都是祂珍

貴的女兒。祂希望我們會選擇那

條帶領我們回到祂身邊的道路。

洗禮聖約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過它只是個開端，是一扇通往

永生道路的門。旅程的前方還有

訂立聖殿聖約和接受聖職教儀在

等待著我們。如同大衛‧貝納長

老提醒我們的：「我們受洗後，

心思就轉向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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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只要訂立聖約，也要

忠信地遵守聖約，使我們能準備

好獲得永生。這是我們的希望、

目標和喜樂。

我正義的父母熱愛並奉行福

音，我從他們身上親眼目睹了聖

約的力量。我有幸能透過我親愛

的母親，清楚地看到與神立約的

女兒每天所做的抉擇。甚至在她

還小的時候，她的選擇就反映出

她的優先順序，並顯示出她是耶

穌基督真正的門徒。我的母親在

人生旅途中立下神聖聖約並加以

遵守，我看到她的人生因此獲得

平安、力量和保護。她在這世上

的生活展現出她對救主的愛，以

及渴望跟隨祂。噢！我多麼想要

效法她的榜樣。

我的父母結為夫妻的方式很

特別。時間回到 1936年，他們倆
那時認真地交往，並且論及婚嫁，

可是我父親收到了一封信，邀請

他到南非擔任全部時間傳教士。

信中寫道，如果他配稱且願意去

服務，要跟主教聯絡。你們可以

很快了解，從前召喚傳教士的過

程與現在極為不同！爸爸把信拿

給他心愛的海倫看，他們都認為

他應該去傳教。

在他出發前的兩個星期，媽

媽和爸爸每天中午都在鹽湖城市

區附近的回憶林裡野餐。我母親

透過禁食和祈禱尋求指示，因此

在某天野餐時，她告訴親愛的克

拉隆，如果他還想跟她結婚，她

願意在他離開前嫁給他。在教會

早期，男人有時必須離開妻子與

家人，蒙召喚去傳教。這情形就

發生在我父母身上。他們取得聖

職領袖的同意後，決定在他出發

傳教前結婚。

我的母親在鹽湖聖殿接受恩

道門，然後在大衛奧‧麥基會長

的主持下，他們締結今世和全永恆

的婚姻。他們沒有照相留念，沒有

漂亮的婚紗，沒有鮮花，也沒有婚

禮招待會，低調地展開婚姻生活。

他們清楚知道要專注於聖殿和聖

約。對他們而言，聖約是最重要的

事。他們結婚才六天就含淚道別，

我的爸爸啟程前往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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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在婚姻生活中不

僅深深相愛，也愛主而且渴望事

奉祂。他們立下的神聖聖殿聖約

帶給了他們力量和能力，去度過

分隔兩地的那兩年歲月。他們以

永恆的眼光看人生的目的和應許

給忠於聖約者的祝福。這一切的

祝福遠超過短暫的犧牲與分離。

以這樣的方式開始婚姻生活

雖然辛苦，但這卻是為永恆家庭

立下根基的一個理想方式。隨著

子女陸續出生，我們知道對我們

的父母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們對

主的愛，以及他們對自己所立聖

約的堅定承諾。雖然我的父母都

已過世，但是他們正義的典範仍

然祝福著我們的家庭。

琳達‧柏頓姊妹的話反映出

他們這一生的榜樣，她說：「鞏固

家庭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聖約。」
2

他們經歷的困難與試煉還沒

結束。父親返鄉三年後，第二次

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他

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被徵召入伍。

他在太平洋上的海軍艦隊服役，

這一次他又離家四年。

再度分隔兩地的日子對我父

母而言相當難熬。不過，我的母

親認為，她在那段日子雖然感到

孤單、憂心和前途未卜，但是她

也感受到聖靈的低語，在人生的

風暴中向她訴說永恆的應許，帶

來安慰和平安。

儘管有種種的困難，我母親

這一生深受祝福，充滿幸福、喜

樂、愛與服務。她的生活方式反映

出她對救主的愛。她非常親近神，

擁有愛的恩賜與能力，並且能造

福她周遭的人。她對神有信心，

也對神的應許有希望，這反映出

多馬‧孟蓀會長說過的有關聖殿

的話。他說：「為了得到那些祝

福，再大的犧牲、再沉重的代價、

再艱辛的奮鬥都不算什麼。」
3

我的母親因為愛主、忠信地

訂立和遵守聖約，在人生的各階

段都獲得鞏固與祝福。

你們的人生故事必然與她的

不同，但是她這一生所信靠的原

則對我們每個人都適用。神的女

兒若專注於聖殿和所訂立的神聖

聖約，神就能以強有力的方式為

每個人帶來祝福。就像我母親為

我立下的榜樣一樣，你們選擇相

信並遵守聖約，就能為後代子孫

留下豐富的信心傳承。因此，親

愛的姊妹們，我們要如何獲得聖

殿聖約的力量和祝福呢 ?我們現在
能做什麼來準備自己獲得這些祝

福呢 ?
我旅行各地時，認識了年齡

和處境不同的姊妹們，她們的生

活方式為這些問題提供了答案。

我認識瑪麗時，她剛滿 8歲
不久。她跟許多人一樣非常熱衷

做家譜，已經提供了一千多個名

字作聖殿事工。瑪麗現在正在準

備自己，等滿 12歲時獲得進入聖
殿的祝福。

布莉安娜今年 13歲，她喜歡
做家譜和聖殿事工，她接受了尼

爾‧安德森長老所提出的聖殿挑

戰。
4
她準備了數百個名字做聖殿

事工，還邀請了家人與朋友一起

執行洗禮。在這項神聖的事工中，

布莉安娜的心不只轉向她的塵世

祖先，也轉向了天父。

安菲莎是個很忙碌的年輕成

人，她一邊工作一邊讀研究所，不

過她仍然每週撥出時間去聖殿。

她在主的屋宇內服務時，會尋求

啟示並找到平安。

菲律賓，拉斯皮拿斯



在 2014年 9月的利阿賀拿中，
羅素‧培勒長老寫道：「我們需

要更多婦女獨特而有影響力的聲

音和信心，我們需要她們學習教

義，需要她們了解我們的信仰，

這樣她們才能為一切事物的真理

作見證。」
1

姊妹們，你們都在鞏固我對

耶穌基督的信心。從巴西到波札

那，我已經看到你們的榜樣、聽到

你們的見證、感受到你們的信心！

你們無論到哪裡，都帶來影響力。

你們身邊的人都感受得到這份影

響力，包括你的家人、你行動電

妮爾‧馬里奧
總會女青年會長團第二諮理

今
晚我要談談我們肩負的兩

項重要責任：第一，在我

們的生活中不斷增添福音

之光與真理。第二，與他人分享

福音之光與真理。

你們知道自己有多重要嗎 ?
此時此刻，你們每個人在天父的

救恩計畫中都很寶貴、不可或缺。

我們有件事工要做。我們都認識

這復興福音的真理。我們是否已

準備好要捍衛這真理呢 ?我們必須
遵行、分享這真理。我們必須堅

定信心，並提高聲音宣揚真實的

教義。

分享你的光
我們必須堅定信心，並提高聲音宣揚真實的教義。

親愛的卡佳姊妹住在烏克蘭，

她深愛聖殿。在基輔的聖殿建造

之前，她與分會的其他成員，每

年有一趟德國聖殿之行，他們付

出犧牲，搭乘巴士 36小時，長途
跋涉到那裡。這些忠誠的聖徒在

旅途中祈禱、研讀經文、唱聖詩

及討論福音。卡佳告訴我：「我

們終於抵達聖殿時，已經準備好

要領受主想要賜給我們的一切。」

我們若要獲得神慷慨賜予的

一切祝福，就必須選擇通往聖殿

的道路。聖殿代表神對我們的愛。

祂邀請我們每個人去聖殿，去認

識祂，感受祂的愛，並接受與祂

共享永生所需的聖職教儀。每個

聖約是一次一個訂立的。主非常

重視每個人內心的極大改變。這

改變會讓生命完全改觀。因為我

們去主的神聖屋宇，就能「以祂

的能力武裝起來，使祂的名能在

我們身上，祂的榮耀在我們四周，

祂的天使負責照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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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跟各位分享我的見證，

慈愛的天父確實活著。透過祂的愛

子耶穌基督，聖殿的每個希望、應

許和祝福都會實現。願我們有信心

去信賴祂和祂的聖約，我這樣祈

求，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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