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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全力起

羅素·納爾遜會長及溫蒂·納爾遜姊妹

納爾遜姊妹和我真的非常高興，今晚能和你們在一起。

我們很喜歡跟你們，這群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青少

年，在一起，以及你們的教師和父母。

我們真希望能夠聽到你們每個人分享，你們準備參加這

場全球祈禱會的經驗，聽聽你們如何每天研讀摩爾門

經，以及如何祈求能聽到主渴望教導你們的事。

我要再次感謝福音進修班唱詩班，動人地唱出開會詩

歌。「感謝神賜我們先知」這首聖詩，其中的歌詞讓我們

想到先知約瑟·斯密。我們多麼感激他！他確實是此最

後福音期的先知。想想看！他跟你們年紀一樣的時候，

受到使徒雅各以下這番話所啟發：「你們中間若有缺少

智慧的，應當求〔問〕……神。」1

這些話促使年輕的約瑟走進附近的樹林中，他在那裡向

神傾訴心聲。

諸天開啟了！約瑟看見父與子，也了解到要去哪裡尋找

他問題的答案。

現在，我懇請你們每個人都能效法少年約瑟所做的。

在祈禱中直接向天父求問。奉耶穌基督的名，請求祂指

引你。你們可以在現在的年紀，為自己學習如何獲得個

人啟示。在你們的生活，沒有什麼會比這帶來更大的改

變！

我應許各位——不是坐在你旁邊的人，而是你——無論

你在世界的哪個地方，也無論你目前在聖約道路上的何

處，即便此刻你的心思不在這條路上——我應許各位，

如果你真誠且持之以恆地從事這項靈性的事工，來培養

至關重要的靈性能力，學會如何聆聽聖靈的低語，你必

會獲得生命中所需的一切指引。依照主的方式和主的時

間表，你會獲得自己問題的答案。別忘了你的父母和教

會領袖的忠告。他們也在為你們尋求啟示。

當你知道你的人生有神的帶領，無論將來會遇到哪些挑

戰和失望，你都會感到快樂和平安。

現在，我們想要跟各位談談世上最艱鉅的挑戰、最偉

大的偉業、以及最重要的事工。我們想要邀請各位成為

其中的一份子！

我邀請了溫蒂·納爾遜姊妹，對這項重要訊息做一些背

景說明。納爾遜姊妹，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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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蒂·納爾遜姊妹：

親愛的年輕弟兄姊妹，首先，我要告訴大家，我和我丈

夫有一天駕著越野車穿越猶他州的山地時，所看到的景

象。

那是個美麗的秋日。我們喜歡徜徉在金黃色的美麗樹林

間，那些樹高大挺拔，伸向天際。

然後，我們轉了個彎，我看到一棵樹，讓我想到我自己，

想到我在許多聚會中的感覺。

你們了解那種感覺嗎？當你環顧四周，可以說，每個人

都那麼高大挺拔，伸向天際。

他們似乎每件事都得心應手。他們的穿著得體，言談周

到，毫無問題，絕對服從——好像一生從未犯過錯。

然後，再看看你和我！

親愛的年輕弟兄姊妹們，現在就是不要再拿自己和別人

比較的時候了。現在就是拋棄對自己和別人錯誤看法的

時候了。事實上，我們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缺點多到無

可救藥，而其他人也並非像他們看起來那樣完美——當

然除了救主耶穌基督以外。

真正重要的是，你我確實在做我們前生與天父承諾——

甚至立約——我們在今生要做的事。

所以，容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來到世上要做的事是

什麼？

我真希望你們可以從Youtube上，找到一段你們前生的

10分鐘影片。

先知約瑟·斯密教導，如果你能凝視天堂五分鐘，那

麼你對那個主題的了解，會比你終生研究所了解的更

多。2那麼，請想像一下，彷彿你能凝視自己的前生10分
鐘！

當然我們都了解，主睿智地在今生和那些記憶之間放了

一道幔子。但是，現在請想像一下，如果你獲准可以觀看

自己前生的10分鐘，這會對你的人生產生什麼影響。

我相信，如果你看到自己與天父和耶穌基督同住，如果

你可以觀察到你在前生所做的事、看到你向其他人——

包括你的良師和教師——所做的承諾，甚至所立的約，

如果你能看到自己勇敢地回應他人對真理的攻擊，看到

自己英勇地為耶穌基督挺身而出，我相信你們每個人會

有加添的能力、更大的決心和永恆的眼光，能幫助你克

服任何及所有的疑惑、懷疑、掙扎和問題。所有的！

我相信，如果你能記得你曾說過在今生要幫助誰，或是

你曾同意要經歷哪些痛苦的經驗，那麼無論現在或將來

你們處在何種真正艱難的處境，你都會說：「哦，現在我

記得了。現在，我明白了。這些困難現在對我來說是道理

的。有主的幫助，我可以做得到！」

現在，我要邀請各位思考另一件事。我喜歡想像我們每

個人來到世上時，我們的靈都攜帶一個卷軸，上面的標

題是「今生要做的事」。

讓我們談談，卷軸上可能會寫哪些事。讓我們談談，根

據耶穌基督的福音，卷軸上一定會寫的五件事。

首先，你來到世上獲得一個骨肉的身體。我的朋友們，

這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其次，你來到世上接受考驗。

順便說一下，你是否注意到，我們的考驗常跟我們要學

習控制自己身體的慾望和情感有關？這些慾望和情感

有時可能會失控。如果你目前正因某種習癮，或某個未

悔改的重罪所造成的影響而飽受困擾，我懇請你今天去

找你的主教談一談，好讓你能卸下重擔。他持有聖職權

鑰，能夠幫助你。

我們在今生要做的第三件事是：選擇跟從耶穌基督，為

祂挺身而出，如同你在前生所做的那樣。

第四，選擇每天悔改，每週領受聖餐。只要你這麼做，經

由耶穌基督的贖罪，你會在靈性上獲得潔淨、醫治、鞏

固和擴大能力，最終被聖化和超升。

你清單上的第五件事則是，找到你今生的使命並完成

它。親愛的年輕朋友們，你我在前生都被賦予一項奇妙

的使命，要在今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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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有機會完成今生的使命，但我們不是非得 完成

不可。沒有人會強迫我們。我們有選擇權，可以選擇要如

何運用自己的時間、精力、才能和資源。事實上，我們選

擇去做哪些事，也是我們考驗的一部份。

你我要自行選擇。我們會選擇竭盡所能去完成被派到世

上的奇妙使命嗎？

當你們在心中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來轉換一下話

題，談談你們為何要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亦即人類歷

史上如此獨特的時期——來到世上。

為什麼你現在在這世上？

為什麼你不是生在1880年代？或是30年前？

讓我告訴各位一個經驗，它讓我親身了解為什麼我們會

生在這個歷史性的時代。

我們常談到活在後期時代。畢竟，我們是後期聖徒。然

而，也許現在的日子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後期」。

2013年6月15日，在那天24小時內所經歷的事，讓我真

切地體認到這項真理。我的丈夫和我那時在俄羅斯莫斯

科。

在納爾遜會長與聖職領袖會面時，我很榮幸能跟將近

100位姊妹見面。我愛俄羅斯的姊妹們。她們非常特

別！

當我走上講台講話時，我發現自己講的話完全在預料

之外，我說：「我想要按照你們的家系認識你們。請按

照你們教長祝福宣告的家系，所代表的以色列支派站起 

來。」

「便雅憫？」有幾位婦女站了起來。

「但？」又有幾位站起來。

「呂便？」又多了幾個人站起來。

「拿弗他利？」更多的人站了起來。

當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稱，從亞設到西布倫，被一一唸

出來時，婦女們逐一站了起來，我們在現場所目睹、感受

到和學習到的一切，令我們驚訝不已。

你們覺得，在莫斯科的那個星期六，不到100名婦女的

小型聚會中，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中出現了多少支派的代

表？

十一個！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有十一個支派的代表聚集

在那個房間！唯一沒有出現的支派是利未支派。我相當

驚訝；對我而言，那是個令人感動的靈性時刻。

在那次聚會之後，我和我丈夫立刻直接前往亞美尼亞

的葉里溫，我們下飛機時首先遇到的是傳道部會長和他

的太太。不知為什麼，她已經聽說我在莫斯科的這個經

歷，她很開心地對我說：「我找到利未支派了！」

第二天，我丈夫和我與他們的傳教士們見面，其中一位

長老來自亞利桑那吉爾伯特，而他恰好出自利未家系！

你們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當時多麼興奮感動！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在加拿大亞伯達的雷蒙德參加初級

會時，我學到在救主第二次來臨之前的末後的日子，以

色列的十二支派會被聚集。這項真理令人興奮不已，同

時，也讓我因過於興奮而掩蓋了理智。你們可以想像的

到，對我而言，能在24小時內跟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成

員在一起，是多麼開心！

在那之後，我學到我不應該請那些姊妹表明自己的家系

身份，因為教長祝福是神聖的，其中所宣告的家系也是

屬於私人的。不過，我非常感激有榮幸可以親眼看到以

色列聚集的成果。那次的經驗帶給我的影響，深深地銘

刻在我的心思意念中。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現在的確是後期時代！人類歷史

上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的時代。從未有過！你我在前生

都承諾，要在今生從事一項偉大的事工。在主的幫助下，

我們一定做得到！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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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爾遜會長：

謝謝你，溫蒂。我愛你！她很棒，對不對？

親愛的年輕弟兄姊妹，現在的確是後期時代，主正在加

速祂聚集以色列的事工。以色列的聚集是今日世上正在

進行的最重要的事。沒有任何事比這更宏偉、更重要、更

崇高。如果你們選擇，如果你們願意，就可以成為其中重

要的一份子！你們可以成為這宏偉、重要又崇高的事工

中的重要一份子！

我們談到聚集時，就是在談這項重要真理：亦即天父的

每個兒女，無論在幔子的哪一邊，都應當聽到耶穌基督

復興福音的信息。他們要自行決定是否想要了解更多。

那些出自以色列各支派家系的人，他們的心更容易轉向

主，主曾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

也跟著我。」3屬於以色列家族的人會更容易認出主耶穌

基督是他們的救主，並渴望被聚集到耶穌基督的羊圈。

他們會想要成為祂教會的成員，與祂和天父立約，接受

必要的教儀。

主告訴先知約瑟·斯密，現在，也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

正是第11個時辰，是祂最後一次召喚工人進入祂的葡萄

園，從大地四方聚集祂的選民。4

今晚，我要向每個12到18歲的青少年提出的問題是：你

們願意在今日世上這最艱鉅的挑戰、最偉大的偉業和最

崇高的事工中，成為重要的一份子嗎？

你們願意在這寶貴的後期時代，幫助聚集以色列人嗎？

你們這些選民願意幫助，尋找尚未聽到這復興福音信息

的選民嗎？你們願意成為先知以賽亞所說的「快行的使

者」嗎？5

參與以色列的聚集可能會需要你做出某些犧牲。甚至需

要你在生活中做出一些改變。它一定會需要你投入一些

時間、精力和神所賜的才能。你是否有興趣呢？

想想這令人感到興奮和急迫的一切：從亞當開始的每位

先知都看到了我們的時代。每位先知都談到在這個時

代，即我們的時代，以色列會被聚集，並準備世人迎接

救主的第二次來臨。想想看！在這個地球上居住過的所

有人當中，我們是能夠參加這場最後、偉大的聚集事件

的人。這多麼令人興奮！

我們的天父為這最後的階段保留了祂最高貴的靈，也許

我可以說，是祂最精良的團隊。那些高貴的靈——那些

最精良的選手和英雄——就是各位！

我見證，這聚集就是現在，這聚集是真實的。在我出生

的那一年，教會成員總數不到60萬人，在南美洲還沒有

成員。今日在全球有1600多萬名成員，在南美洲有將近

300萬名成員。

讓我告訴各位我在1979年的一個經歷。那時候我蒙召擔

任總會主日學會長。我當時受邀參加教會領袖的一場聚

會，總會會長賓塞·甘會長在那場研討會上演講。他要求

我們為各國開啟門戶祈禱，好讓耶穌基督的福音可以傳

給世上所有的人。他特別提到中國，要我們為中國的人

民祈禱。他還說：「我們應該為中國人民服務。我們應該

學習他們的語言。為他們祈禱、幫助他們。」

我回到家中，對我的妻子丹柔（她在13年前去世了）說：

「甘會長要我們每個在場的人都學習中文！我沒有聽到

他說：『每個人，除了納爾遜弟兄以外！』所以，你願意和

我一起學華語嗎？」當然，她答應了，我們請人教我們華

語。

在甘會長提出要求的六個星期後，我當時去參加美國胸

腔外科學會的年會，是在麻薩諸塞州波士頓舉行。那天

早晨，我在飯店的房間裡為中國人民祈禱，就像甘會長

要求的那樣。我去參加當天的第一場會議，坐在這些專

業會議裡我常坐的地方，也就是會議室前排的位子。然

而在會議進行時，我坐在椅子上，覺得越來越不舒服。

當燈光熄掉，準備播放幻燈片時，我從椅子上起身，悄

悄地走到會議室後面——我以前通常不會坐在那個地

方。當燈光再度亮起來，我發現自己坐在一位中國醫生

旁邊。他自我介紹，說他是吳英愷教授，來自中國北京！

我們很愉快地交談，之後我邀請他造訪鹽湖城，在猶他

大學醫學院開一場講座。他高興地接受了邀請，講座非

常精彩。後來他返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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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久，他邀請我到中國濟南的山東醫科大學擔任客

座教授。這使我後來又收到更多邀請，到中國另外兩所

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這些美好的職業經驗，都發生在我被召喚到十二使徒定

額組之前，而最特別的是中國的一群外科醫生邀請我，

為一位極具盛名的戲曲演唱家作開心手術。我執行了那

次手術，我很感激手術非常成功。那恰巧是我職業生涯

中的最後一次手術。

迄今為止，我為中國人民祈禱已經將近40年了。我很高

興能夠結識中國的醫界同僚和其他親愛的友人。如今能

被官方稱為「中國的老朋友」，真的讓我感到很高興！

我見證，無論神的先知要我們做什麼，只要我們去貫徹

執行，道路就會開敞，生命就會改變。

現在，我希望你們會問自己：「身為青少年，我能做什麼

來幫助聚集以色列？」我和納爾遜姊妹曾向一群12到18
歲的青少年，問過同樣的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他們

許多人今晚也在這裡。

首先我們問：「什麼是以色列的聚集？這對你們有何意

義？」他們的答案各不相同，但是大部份的回答顯示出

他們不太清楚那是什麼意思。今晚，我們希望你們明白，

追根究柢來說，以色列的聚集就是提供耶穌基督的福

音，給幔子兩邊、尚未與神立下重要聖約和尚未接受必

要教儀的神的兒女，好讓他們能回到祂的身邊。

天父的每個兒女都應當有機會選擇跟從耶穌基督，接受

並獲得祂的福音及伴隨的一切祝福——是的，也就是神

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家系的一切祝福。你們都

知道雅各又稱為以色列。

親愛傑出的青少年們，你們被派遣來到世上，在這個時

代，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來幫助聚集以色列！今日

世上沒有任何事比這件事更重要。沒有任何事比這件事

的影響更深遠。絕對沒有。

這聚集對你們來說應當意味著一切。這就是你們被派到

世上來的使命。

所以，我要問你們的問題是：「你們願意加入主的青少

年兵團行列，來幫助聚集以色列嗎？」請思考一下。先別

回答。

讓我們先回到納爾遜姊妹和我，向年輕朋友們提出的

其他問題。我們問說：「如果先知邀請教會裡每一位12
到18歲的青少年，都加入幫助聚集以色列，你願意做什

麼？」

那些青少年說出振奮人心的回答，像是：「如果先知邀

請我們加入幫助聚集以色列，我絕對會參加。無論我正

在做什麼，我都會停下來幫忙！我會去做他要我做的任

何事，因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他們的回答還包括：「我願意做更多的家譜事工；我會

更敞開心胸，更努力去談論福音。我會作個好榜樣，展

現基督般的特質。我會做更多代替死者的洗禮；改變生

活中某些方面和所做的選擇；去先知需要我去的任何地

方，學習一種新語言，認識新的人；把我的摩爾門經借

給沒讀過的人。我會盡力成為一個最親切良善的人。」

我們還問這些青少年，為了幫助聚集以色列，他們願意

作出哪些犧牲。這些青少年再次讓我們非常感動。他們

回答說：「我會減少花在運動上的時間，所以當某個人需

要真理時，我可以幫忙。我會減少跟朋友閒逛的時間，

邀請他們去聖殿。我一定會減少使用手機的時間。我會

減少看電影和電視的時間。我〔甚至〕會願意犧牲星期

日下午的午睡時間！」

我們問：「如果你們想要加入幫助聚集以色列，你們會

想要開始做哪些事，或不再做哪些事呢？」他們的回應

包括：「我會更經常而且更專心地研讀經文，使我能回

答人們可能會問我的問題。我會減少使用社群媒體的時

間；更積極地用簡單的行動來參與成員傳道事工，包括

每天為人服務。我會減少使用手機的時間，而且當我用

手機時，我會在社群媒體上貼出經文或其他屬靈的信

息。我會研讀總會大會的演講，因為它們非常重要。我

會吃得更健康，以保持身體強健。我不再凡事只想到自

己。」弟兄姊妹們，感謝你們回答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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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一點，親愛的年輕弟兄姊妹，身為神今日在世上

的先知，我正在準備有一天我會被要求向先知約瑟·斯

密、百翰·楊會長和其他先知——以及最終要向主——

作管家職務報告。我不想被問到：「納爾遜弟兄，為什麼

你沒有向青少年講清楚，他們在聚集以色列這件事上的

職責？為什麼你沒有更勇敢地要求他們參與呢？」

所以，現在我要邀請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每一位12
到18歲的男女青年，都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團，幫助聚集

以色列。

哪些事會幫助你？只要你每天研讀摩爾門經，你會了解

聚集的教義，6關於耶穌基督、祂的贖罪和祂圓滿福音的

真理；而這些圓滿的福音在聖經裡找不到。摩爾門經是

以色列聚集的核心。7事實上，如果沒有摩爾門經，神應

許的以色列聚集就不會發生。

現在，我要邀請你們藉著多做五件事來準備自己，這五

件事會改變你，並幫助你改變世界：

首先，要擺脫對社群媒體的持續依賴，以減少世俗對你

們的影響。

讓我告訴你們一位男青年的經歷，他跟你們同齡，是我

的一位好友的孫子。他在朋友當中很受歡迎，在他的高

中也是一位領袖。最近，他的父母發現他的手機裡，有

一些不符合耶穌基督門徒身份的東西。他們堅持要他遠

離社群媒體一陣子。他們把他的智慧型手機換成掀蓋手

機，他很恐慌。他要如何跟朋友聯絡呢？

起初他對他的父母很生氣，但是才過了幾天，他就很感

謝他們拿走了他的智慧型手機。他說：「這是我長久以

來第一次感覺到自由，」。現在，他用他的掀蓋手機跟

朋友聯絡。他確實是在跟他們談話，而不是一直在傳簡

訊！

這位年輕人的生活還起了哪些變化呢？他說他遠離了社

群媒體所製造的生活假象，他很喜歡這樣的情形。他積

極地投入生活，而不是整天低頭看手機。他參加戶外娛

樂活動，不再打電動遊戲。他在家中變得更積極，更願

意幫忙。他尋找服務的機會。他在教會更認真地聆聽，

更加容光煥發，更快樂，而且正在積極地準備去傳教！

所有這些都是因為他遠離了社群媒體的負面影響。

因此，今天我向各位提出的第一項邀請，就是擺脫對社

群媒體的持續依賴，停用社群媒體七天。我承認社群媒

體有積極的一面。但是，如果你對社群媒體訊息的關注

超過了對聖靈低語的關注，就是將自己置於靈性的風險

中，同時也會面臨經歷強烈的孤獨和消沉的風險。你我

都知道，受到影響的青少年會透過社群媒體，做出或說

出一些他們不會當面去做的事。霸凌便是一個例子。

社群媒體的另一個弊端，就是它製造出虛假的現實感。

每個人都將他最有趣、最新奇、最令人興奮的照片張貼

出來，造成了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似乎除了你以外，每

個人都過著有趣、新奇和刺激的生活。出現在你各種社

群媒體上的資訊，有許多是假的，或是經過扭曲的。因

此，讓自己遠離虛假七天！

選擇連續七天，然後努力實行！看看在這七天中，你注

意到自己的感覺、所想的事，甚至你的思考方式有哪些

不同。七天之後，留意是否有一些事是你不想再做的，

以及哪些事是你現在想開始去做的。

這次停用社群媒體，可以成為你與主之間的事。它將成

為你給主的證據，表明你願意離開世俗，好加入祂的青

少年兵團。

我要提出的第二項邀請，是每週奉獻一些時間給主，連

續三週，好讓祂知道，你想成為祂青少年兵團的一份

子，更甚於其他事。在這三個星期當中，放棄某件你喜

歡做的事，運用那段時間來聚集以色列。

你在任何時間所做的任何事，只要能幫助任何人（無論

在幔子的哪一邊），在與主立下重要的聖約和接受必要

的洗禮和聖殿教儀方面往前跨一步，都是在幫助聚集以

色列。就是這麼簡單。

當你為這時間上的犧牲祈禱，你會獲得指引，知道在那

個星期可以放棄什麼和做什麼，來幫助聚集以色列。例

如，一位年輕的高爾夫球選手可能放棄打一輪高爾夫

球，把那段時間花在聖殿洗禮室。

我要向各位提出的第三項邀請，是與主，也可能是與你

父母和主教，作一次徹底的生活評估，以確保你堅定地

紮根在聖約的道路上。如果你已經偏離，或是需要放下

一些事情，好讓你的心思意念更加純潔，今天就是改變

的最佳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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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清楚要如何悔改，要與你的主教、父母或是兩

者談一談。他們會幫助你了解耶穌基督的贖罪。他們會

幫助你體驗到，真正的悔改總是會帶來快樂。

請不要離開聖約的道路，哪怕只有一分鐘。請藉由真正

的悔改回來，就是現在。我們需要你和我們一起留在主

的這個青少年兵團。少了你就是不一樣！

我要提出的第四項邀請，是每天祈求神所有的兒女會接

受耶穌基督福音所帶來的祝福。你我會活著看到，並繼

續看到以色列被極大的力量聚集起來。而你可以成為那

股能力的一部份，對聚集作出貢獻！

我要提出的第五項邀請是，要挺身而出，有別於世人。你

我都知道你要成為世界的光。因此，主需要你的言行舉

止和穿著，都像耶穌基督真正的門徒。是的，你活在世

上，但你與世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標準，這些標準會幫助

你不被世界玷污。

藉著聖靈為伴，你可以看透已經重創我們社會的名人文

化。你可以比以往的世代更聰明。如果人們有時說你「很

怪」，就把那樣的區別當作榮譽徽章，並感到高興，因為

你的光正在這日漸黑暗的世界中閃耀。

要為世上其他人樹立標準！要勇於與眾不同！鞏固青

年這本小冊子應當成為你的標準。主期望祂所有的青少

年都遵守這標準。身為主謙卑的僕人，我要懇請各位再

次研讀這本小冊子。藉著祈禱來研讀，好像你從未讀過

一樣。把內容劃記起來。談論它。與你的朋友討論這些

標準。決定你要如何更確實地遵行這些標準，也就是你

的標準。

你自己要有一本。因此今晚這場聚會結束時，如果你選

擇加入，請拿一本鞏固青年，送給一位還不知道你的標

準或是沒有遵行這些標準的朋友，作為幫助聚集以色列

的一種方式。

透過祈禱來知道誰需要這本小冊子。你會得到指引。這

是令人興奮的一件事。

現在，我來總結一下，複習我向你們提出的五項邀請，好

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團來聚集以色列：

 1. 停用社群媒體七天。

 2. 每個星期奉獻一些時間給主，為期三週。

 3. 繼續留在聖約的道路上。如果你已經偏離，要悔改，

重新回到這條道路。

 4. 每天祈求神所有的兒女會接受耶穌基督福音所帶來的

祝福。

 5. 要挺身而出。與眾不同。成為光。送給朋友一本鞏固

青年小冊子。

我摯愛的年輕弟兄姊妹，你們是主派到世上最優秀的一

群。你們有能力比以往任何世代都更明智，更聰慧，對

世界有更大的影響！

結束之際，我要邀請各位與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站在一

起，體驗成為主的錫安軍隊中青少年兵團一份子的興奮

之情，一起唱閉會聖詩「以色列民全力起」，因為這首聖

詩是關於你們！

我發自靈魂深處見證，這是全能之主的事工。祂活著。

耶穌是基督。這是祂的教會，已被復興要完成其神聖使

命，包括神所應許的以色列聚集。

你們是以色列的希望，「神應許日的兒女」！8我為此見

證，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註：

1. 聖經雅各書1：5。

2.  見總會會長的教訓：約瑟·斯密（2007），第419頁。

3. 約翰福音10：27。

4. 見教義和聖約33：3，6。

5. 見以賽亞書18：2。

6. 關於以色列家族重聚的教義，可以在摩爾門經一開始的一些教導中找到：「以

色列家族被分散之後，必會重聚；……橄欖樹上原來的枝條，即以色列家族的遺

裔，必被接回，也就是會認識真正的彌賽亞，他們的主和他們的救贖主」（尼腓

一書10：14）。

7. 例見尼腓三書5：23- 26。

8.  以色列民全力起」，聖詩選輯，第16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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