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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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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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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中的聯絡對象、你在社交媒體

上的朋友，或今晚坐在你身邊的

人。我同意海荷瑞‧鄔希鐸姊妹

的話。她寫道：「⋯⋯在這個日

漸昏暗的世界中，你們是充滿活

力和熱忱的燈塔；你們透過你們

的生活方式，展現出福音是一項

令人喜悅的信息。」
2

多馬‧孟蓀會長指出：「你

若希望照亮別人，必須先讓自己

發光。」
3
我們要怎樣使那內心的

真理之光持續發亮呢 ?有時我覺得
自己像個黯淡的燈泡。我們要怎

樣才能變得更明亮呢 ?
經文教導：「凡屬神的就是

光；那接受光又繼續在神裡面的，

接受更多的光。」
4
我們必須像這

節經文說的那樣，繼續在神裡面。

我們必須去找光的源頭，到天父、

耶穌基督和經文那裡。我們也可

以去聖殿，並知道聖殿圍牆內的

一切都指向基督和祂偉大的贖罪

犧牲。

想想看，聖殿對周遭環境造

成的影響。聖殿會美化城市內在、

在顯眼的山丘上閃耀光芒。為什麼

聖殿能美化四周並閃耀光芒呢 ?
因為，正如經文所說：「真理照

耀」；
5
聖殿蘊藏真理和永恆的

目的；你們也是一樣。

喬治 ‧ 肯農會長於 1877 年
說過：「每一座聖殿⋯⋯都削減

撒但在世上的力量。」
6
我相信，

聖殿無論建造在世上哪個地方，

都會擊退黑暗。聖殿的目的是為

人類服務，讓天父所有的兒女都

能夠回去與祂同住。我們的目的

與這些經過奉獻的建築物、這些

主的屋宇很類似嗎 ?不就是為人服
務、幫助他們擊退黑暗、回到天

父的光裡面嗎 ?
神聖的聖殿事工會增加我們

對基督的信心，然後使得我們更

有能力去影響他人的信心。藉著

在聖殿中接受聖靈的滋養，我們

能夠知道，救主的贖罪在我們個

人的生活中是真實、具有力量，

而且能帶來希望。

多年前，我們一家遇到極大

的挑戰。我去了聖殿，在那裡懇

切祈禱求助。那是我獲得真理的

時刻，我清楚看到自己的弱點，內

心非常震驚。在那個受聖靈指導

的時刻，我看到一個驕傲的婦女

用自己的方式做事，而那未必是

主的方式，而且她私底下將一切

所謂的成就都歸功於她自己。我

知道我看到的是我自己。我在心

裡向天父呼求：「我不想做那樣

的婦女，可是我該怎麼改變呢 ?」
透過聖殿中純正的啟示之靈，

我受到教導，知道自己絕對需要

一位救贖主。我的想法立刻轉向

救主耶穌基督，我感覺到自己的

痛苦消失，內心湧現極大的希望。

祂是我唯一的希望，我渴望緊緊跟

隨祂。我清楚看出，一個本性自私

自利的婦女「是神的敵人」，
7
也

是所有受她影響之人的敵人。那

天，我在聖殿裡學習到，唯有透

過耶穌基督的贖罪，我的驕傲本

性才有可能改變，我也才有能力

行善。我深切感受到祂的愛，知

道只要我把我的心交給祂，祂會

藉著聖靈教導我、改變我。

我還在努力克服弱點，但我

信賴那來自贖罪的神聖協助。我

會得到這項純正的教導，是因為

我到聖殿尋求安慰與解答。我進

入聖殿時背負著重擔，離開時知

道自己擁有一位無所不能和充滿

慈愛的救主。我覺得比較輕鬆，

充滿喜樂，因為我獲得了祂的光，

接受了祂為我制定的計畫。

聖殿矗立在世界各地，各有

獨特的外觀和外部設計，但都蘊

藏著相同的永恆之光、目的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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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哥林多前書 3：16，我們讀
到：「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

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 ?」我們是神
的女兒，也被放在世界各地，每

個人都像聖殿一樣，有自己獨特

的外觀和外部設計。我們內心也

有一道屬靈的光，像聖殿一樣。

這道屬靈的光反映出救主的光。

其他人都會受到這光亮的吸引。

我們在世上要扮演女兒、母

親、姊妹的領袖和教師、職業婦

女、妻子等等。每個角色都有影

響力。當我們在生活中遵守福音

真理和聖殿聖約時，這每個角色

都能發揮道德的力量。

陶德‧克理斯多長老說：「無

論情況如何，一位母親可運用的

影響力，是沒有任何人、或任何

關係能望其項背的。」
8

在我們的孩子年幼時，我覺

得我和我先生大衛就像一艘船上

的聯合艦長，我們 11個孩子就像
一列小船組成的艦隊，和我們一

起停泊在港灣裡，準備航向世界

的大海。大衛和我覺得必須每天

和主商量，好知道這個小艦隊到

最好的航行方向。

那時候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做

過就忘記的事情，像是摺衣服、

讀故事書、煮晚餐等等。有時候，

在我們家的港灣中，我們無法看

出，家庭祈禱、經文研讀、家人

家庭晚會這類簡單而規律的行為，

最後會促成偉大的事。但我見證，

這些事在永恆中極為重要。當這些

小船，也就是我們的孩子，長成適

合航海的堅固船隻，充滿福音之

光，準備去「著手為神服務」
9
時，

我們會有極大的喜悅。我們大多

數的人都是藉著微小的信心去行

動和服務，而繼續留在神裡面，

最後將永恆的光與榮耀帶給我們

的家人、朋友和夥伴。你們確實

在影響身邊的人。

想想看一位初級會女孩的信

心會怎樣影響到她的家庭。有一

次我們的小兒子在遊樂場走失時，

我們女兒的信心祝福了我們一家。

那時我們一家慌亂地四處找小兒

子，最後，我們十歲的女兒卻拉

了拉我的手臂，說：「媽媽，我

們不是應該祈禱嗎 ?」她說對了！
我們一家在一群旁觀的人當中聚

集起來，祈禱能找到孩子。結果

我們找到了。我要對所有的初級

會女孩說：「請繼續提醒你們的

父母要祈禱！」

今年夏天我很榮幸到阿拉斯

加參加一場有 900位女青年出席
的露營活動。她們對我的影響十

分深遠。她們到營地時，已在靈

性上準備好，她們讀了摩爾門經，

也背好了「活著的基督：使徒的

見證」。露營的第三晚，那 900
位女青年站在一起，一字一字地

背誦出那整篇文章。

當時聖靈充滿了整個大廳，

我渴望能加入她們。但我不能。

我從前沒有下工夫背熟。

我現在已經開始像這些女孩

那樣，學習「活著的基督」裡面的

話，而因為受到她們的影響，當我

一次又一次背誦使徒對基督的見

證時，更充分地體驗到聖餐聖約

所說的，要常常記念救主這件事。

聖餐開始對我有了更深的意義。

我希望今年獻給救主的禮物，

是在 12月 25日以前，能背出「活
著的基督」，並牢牢記在心中。

我希望自己能成為一股向善的影

響力，就像阿拉斯加那些姊妹影

響我一樣。

「活著的基督」這份文件上

寫著：「祂懇請所有的人跟隨祂

的榜樣。祂走在巴勒斯坦的道路

上，醫治病患，使瞎子能見，使

死人復生。」各位是否能從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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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邀請我的祖母到教會；我非常

感激我的母親，她帶著四個孩子

度過二次世界大戰動盪的日子。

我也想到我的女兒、孫女和未來

的世世代代忠信婦女。

當然，我永遠感激我的妻子

海荷瑞，我在青少年時期就為她著

迷，她在我們的孩子還小的時候，

承擔起最重的責任，她以妻子的

身分支持我，也疼愛我們的子女、

孫子女和曾孫子女。不論在順境

或逆境的時候，她一直是我們家

裡的支柱。她將陽光帶進所有認

識她的人的生活中。

最後，我非常感激各位，全

球數百萬名各年齡的忠信姊妹們，

你們為建立神的國度貢獻良多。

我感激各位用無數的方式鼓舞、

照顧和造福周遭的人。

神的女兒

我很高興今天能與許許多多

的神的女兒共聚一堂。我們唱「我

迪特‧鄔希鐸會長
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

親
愛的姊妹們，親愛的朋友

和耶穌基督蒙福的門徒

們，我深感榮幸，能有這

機會與各位再次一同揭開耶穌基

督後期聖徒教會總會大會的序幕。

在接下來的這個星期裡，總會會

長團和十二使徒將會與所有的總

會持有權柄人員和總會輔助組織

領袖們會面，而我們的全球總會

大會接下來的各場次也隨即在下

週六和週日舉行。我非常感謝我

們這時代的神的先知多馬‧孟蓀

會長，他指派我代表總會會長團

對教會中的姊妹們演講。

當我仔細思索該說什麼的時

候，我回想起在我的人生中塑造

我，幫助我通過今生許多挑戰的

女性們。我很感激我的祖母，她

在幾十年前決定帶家人參加摩爾

門教會的聖餐聚會；我很感激愛

維格姊妹，這位單身年長的德國

女士，她的名字翻譯成英文的意

思是「永恆姊妹」，就是她勇敢

喜樂地奉行福音
信賴耶穌基督的拯救力量；遵守祂的律法和誡命。 
換句話說──喜樂地奉行福音。

話語中找到自己呢 ? 1 0

我們這些教會的姊妹們，雖

然沒有走在巴勒斯坦的道路上，

醫治病患，但是我們可以祈禱，

將贖罪的醫治與愛心應用在一個

出現問題的緊張關係中。

雖然我們無法像救主那樣使

瞎子能見，但我們可以向靈性之

眼失明的人見證救恩計畫是真實

的。我們可以開啟他們的理解之

眼，幫助他們了解，永恆聖約中

的聖職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無法像救主一樣讓死人

復生，但我們可以找出死者的姓

名、為他們執行聖殿事工，來造

福他們。那時我們確實能幫助他

們從靈監中出來，引領他們走上

永生的道路。

我見證我們有一位活著的救

主，耶穌基督。藉著祂的大能和

光，我們將能夠驅散這世界的黑

暗，說出我們知道的真理，並影

響他人歸向祂。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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