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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會長團信息

多馬‧孟蓀會長

過 

豐富的人生
新

的一年開始，我要向世界各地的後期

聖徒提出挑戰，請各位展開一趟自我

奮發、深具意義的探索，追求一種我

所謂的豐富人生──一個充滿成功、良善和祝

福的人生。就像我們在學校裡學習基本法則一

樣，我也要提出我的ABC基本法則，幫助大家
獲得豐富人生。

抱持積極的態度

在我的A B C基本法則裡，A指的是態度
（att i tude）。美國先驅心理學家暨哲學家威
廉‧詹姆士寫道：「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革命，

就是發現人類可以透過改變內在的心智態度，來

改變外在的生命風貌。」1

生命裡有太多事物取決於態度，我們選擇怎

麼看待事物、怎麼待人接物，都會使一切為之改

觀。如果能全力以赴、盡其在我，然後不論環境

如何，都選擇以快樂的態度面對之，即可帶來平

安和滿足。

查爾斯‧史溫道是一位作家、教育家和基

督教牧師，他說：「態度對我而言，比⋯⋯過

去重要，也比金錢、環境、失敗、成功、他人

的想法、說法或作法都重要。態度比外表、天

賦、或技能重要。態度可以使公司、教會、

或家庭興盛，也可以使之潰敗。最美妙的事

就是：我們每一天都可以選擇抱持何種態度

來面對那一天。」2

我們不能改變風向，但是可以調整風

帆。為了獲得最大的幸福、平安和滿足，

願我們選擇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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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

B是相信（believe）
自己，相信周遭的人，

相信永恆原則。

要 對 自 己 、 對 他

人、對天父誠實。莎士

比亞筆下的紅衣主教烏

爾西就是一個對神不誠

實的人，他窮畢生心力服

事三位君主，享盡榮華富

貴，直到最後，他的權勢

財富遭到一位急躁的國王

剝奪時，才知道為時已晚。

紅衣主教烏爾西哭喊道：

如果我以事奉國王的一半 
熱誠

來事奉我的神，祂就不會 
在我如此年邁的時候

將我赤條條地交付敵人。3

17世紀一位英國牧師兼史
學家多馬‧傅勒曾寫下這句至

理名言：「沒有按照信仰而活

的人，不是真正的信徒。」4

不要畫地自限，也不要讓

他人說服你，說你能力有限。

要相信自己，然後據以行動，

發揮自己的潛能。

只要你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就可以做得到。要信賴，要

相信，要有信心。

本篇信息的教導

不
妨邀請家庭成員分享個人經

驗，說明自己如何因正面態

度、相信自己或抱持勇氣而蒙得助

益。或是邀請他們在經文中找出能說

明這三項原則的例子。在準備課程

時，可以祈禱並思考經文或自己的

經驗。

以勇氣面對挑戰

C是指「勇氣」（courage）。
只要不把勇氣當成「要死得轟

轟烈烈」的匹夫之勇，而是當

成「要活得正正當當」的決心

毅力，那麼勇氣便是一種值得

追求、有意義的美德。

美國散文家暨詩人愛默森

說：「不論你做什麼，都需要勇

氣。不論你決定要走什麼路程，

總有人告訴你：你是錯的。困難

險阻層出不窮，誘使你相信批

評你的那些人是對的。要規劃

出一張行動藍圖，根據這張路

線圖一路抵達目的地；這需要

具備如同士兵般的勇氣。平安

終能凱旋得勝，但唯有勇敢的

男女才能贏得這樣的勝利。」5

你不免有害怕膽怯、失意氣

餒的時候；你可能覺得自己已

潰敗，勝利的機會看似渺茫。

有時候，你可能覺得自己像

是奮力迎戰歌利亞的大衛。不

過，要記住──大衛真的贏了！

若想達成心中所嚮往的目

標，需要勇氣去採取最初的行

動，然而，跌倒之後要再接再

厲時，則需要更大的勇氣。

要下定決心好好努力，專

心一志地朝著值得努力的目 
標前進，以勇氣面對勢必來 

臨的挑戰，並且再接再厲。

「有時候，勇氣是在一天將

盡的時候，輕聲地說：『我

明天還要再試一次。』」6

在我們展開嶄新一年的

人生旅程時，願我們都記得這

些ABC基本法則，培養積極正
面的態度、達成目標和希望的

信念，以及面對一切挑戰的勇

氣。這樣，我們必定能擁有豐

富的人生。■
註：

1.  William James, in Lloyd Albert Johnson, 
comp., A Toolbox for Humanity: More Than 
9000 Years of Thought (2003), 127.

2.  Charles Swindoll, in Daniel H. Johnston, 
Lessons for Living (2001), 29.

3.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Henry the 
Eighth, act 3, scene 2, lines 456–58.

4.  Thomas Fuller, in H. L. Mencken, ed., A 
New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1942), 96.

5.  Ralph Waldo Emerson, in Roy B. Zuck, 
The Speaker’s Quote Book (2009), 113.

 6. Mary Anne Radmacher, Courage Doesn’t 
Always Roa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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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暴風雨的勇氣
梅狄森‧摩利

我
們在支聯會女青年露營的第二天晚上，遇

到了暴風雨和龍捲風。我們支會有24位女
青年和兩位領袖參加露營，為了安全起見，我們

都躲進一棟小木屋裡面。雨下得很大，風勢也越

來越強。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支聯會會長稍早

有為我們的安全作了禱告。我們支會參加露

營的人，也在我們的小木屋裡面作了團體的

禱告，我自己也作了個人祈禱。

好多女孩都嚇壞了，原因不難理解。

我們的小木屋不太牢固，而且我們所處的位

置就正好在河邊。過了大約20分鐘，風雨非常
大，整個支聯會都必須從各自支會的小木屋躲到諮

理的小木屋，因為那裡地勢較高。我們支聯會會長

又作了一個祈禱，我們唱聖詩、初級會歌曲、露營

歌曲，試著讓自己安心。是的，我們的確害怕，不

過我們覺得一切必會安然無恙。半小時之後，大家

已經可以回到各自支會的小木屋裡了。

我們後來才知道當晚龍捲風來襲時所發生的一

切。龍捲風分成兩個風暴，一個繞過我們從右邊過

去，另一個從左邊過去；原來，我們所經歷的還不

是最糟的！

我知道神聽到我們的禱告，祂保護我們，

躲過了那場暴風雨中最危險的時刻。若非神的旨

意，龍捲風怎會一分為二呢?我知道，我們在人
生的風暴裡，可以一直向天父祈禱，祂會垂聽我

們，給我們答案，賜給我們安全度過風暴所需要

的勇氣和保護。

摩羅乃隊長

摩
羅乃隊長遇到挑戰時非常勇敢。他熱愛真理、

自由和信心。他貢獻自己的一生，努力幫助

尼腓人捍衛自由。你也可以像摩羅乃隊長一樣，勇

敢地面對挑戰。你可以製作自己的自由旗幟，作法

是：在下面的旗幟上或是在另外一張紙上，寫出一

些對你和你的家庭來說很重要的事情。

青年園地 兒童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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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這裡，發現更多

阿爾瑪書46：11-27：自由旗幟
阿爾瑪書48：11-13，16–17：摩羅乃的特質



 2 0 1 2年 1月  7

探訪教導信息

透過探訪教導 
來看顧和施助

研讀這些資料，運用適合的部分與探訪的姊妹討論；善加運用本文的問題來協助妳鞏固姊妹，
也讓慈助會成為妳個人生活中一股積極正面的力量。

我能做什麼 ?

1. 我目前所作的事情中，有哪些會讓
姊妹們感覺到我是愛她們、關心她們

的朋友?

2.  我要如何更懂得看顧和關心別人?

註：

1. 亨利‧艾寧，「歷久不衰的
慈助會傳承」，2009年 11月，
利阿賀拿，第 121頁。

2. 茱麗‧貝克，「慈助會：神
聖的事工」，2009年 11月，
利阿賀拿，第 114頁。

3. 多馬‧孟蓀，「引導妳們的
三項目標」，2007年 11月，
利阿賀拿，第 120，121頁。

4. 見我國度中的女兒：慈助會的
歷史與事工（2011），第 105
頁。

5. 伊莉莎‧舒，我國度中的女
兒，第 108頁。

信心，家庭，慈助

亨
利‧艾寧會長教導說：「仁

愛絕非只是一種慈善的感

覺。仁愛源自於對主耶穌基督的

信心，也是基督的贖罪⋯⋯的果

效。」1 對慈助會的姊妹而言，

探訪教導是仁愛的具體展現，是

我們運用對救主的信心的一個重

要方式。

我們提供看顧的方法是透過

探訪教導去接觸每位姊妹，分享

福音信息，尋求了解她和她家庭

的需要。總會慈助會會長茱麗‧

貝克姊妹說：「如果我們將焦點

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所完成的

探訪比率上，探訪教導就會成為

主的事工。事實上，探訪教導是

永遠做不完的。它比較像是一種

生活方式，而不是一項指派工

作。忠信地擔任探訪教師去服務

是我們作為門徒的一項證明。」2

只要我們出於虔敬的心，經

常看顧，我們就會知道怎麼用最

好的方式來施助每位姊妹和其家

庭，並且滿足他們的需求。施助

可以有許多方式—有的大，有的

小。多馬‧孟蓀會長教導說：

「要提升和造福他人，所需要的

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服務，例如：

詢問某人的家庭狀況、敏於說出

鼓勵的話、真誠的讚美、一張謝

卡、一通簡短的電話。只要多觀

察、多留意，根據所得到的聖靈

提示採取行動，就能達成許多善

舉。⋯⋯有無數的服務是由慈助

會眾多的探訪教師提供的。」3

經文出處

約翰福音 13：15，34–35；
21：15；摩賽亞書 2：17；教義
和聖約 81：5；摩西書 1：39

歷史回顧

1843年，伊利諾州納
府的教會成員被劃分成四

個支會。當年的7月，慈助
會領袖為各支會任命了一

個由4位姊妹組成的探訪委
員會。該委員會的責任包

括評估需求和收集捐獻。

慈助會用這些捐獻來救助

貧困者。4

儘管探訪教師後來不

再收集捐獻，她們仍有責

任評估屬靈與屬世需求，

並且努力去滿足這些需

求。第二任總會慈助會

會長伊莉莎‧舒（1 8 0 4 -
1 8 8 7 ） 說 ： 「 探 訪 教
師⋯⋯應當充滿主的靈，

以便在進屋時，能知道屋

裡的氣氛。⋯⋯要在神和

聖靈之前懇求，好使自己

能獲得〔聖靈〕，使妳能

準備好面對那個家庭的氣

氛。⋯⋯有時候妳會想要

說出平安與安慰的話語，

如果妳發現有姊妹的感覺

冷淡，就要真心地關心

她，像妳讓孩子靠在胸前

那樣，使她感覺溫暖。」5

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網站 re l i e f soc ie ty. lds .o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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