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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爱心侍奉主

主耶稣基督曾经教导：“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
救了生命”（路加福音9：24）。

多马‧孟荪会长说：“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
们，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地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
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后必枯萎雕零，宛如行
尸走肉一般；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茁壮
──宛如救了自己一命。”  1

在孟荪会长以下的演讲摘录中，他提醒后期圣徒
要记得自己是主的手，凡忠信地为人服务的人，必将
获得永恒的祝福。

在圣殿中服务

“我们为幔子另一边的人执行替代教仪，就是
提供美好的服务。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认识那些
我们代为执行教仪的人。我们不求获得感谢，也不确
定他们是否接受我们所做的一切。然而，我们提供服
务，并且在这过程中，得到了无法以其他方式得到的
收获：我们确实成了锡安山上的拯救者。正如救主舍
下自己的性命，代替我们牺牲，同样地，我们在圣殿
为他人执行替代的教仪时，也是具体而微地，做着像
救主一样的事了；因为若是没有我们在这世上代替他
们做点事情，他们就无法继续进步。”  2

我们就是主在这世上的手

“弟兄姐妹们，我们周遭都有需要我们关怀、鼓
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
的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也可能是陌生人。我们就
是主在这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
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

“我们大家所蒙召从事的服务，是在为主耶稣基
督服务。” 3

效法救主的榜样去服务

“复活的主在新大陆宣告：‘你们知道在我教会
中必须做的事；因为你们看见我做的事工，你们也要
做；因为你们看见我做的一切，就是你们当做的’〔尼
腓三书27：21〕。

“‘拿撒勒人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使
徒行传10：38〕，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去服务时，就是
在造福别人。我们在世上为天父的儿女服务时，就
是在为天父服务，他一定会祝福我们，使我们找到喜
乐。”  4

需要去服务

“我们需要有人给我们服务的机会。对那些不积
极参加活动，或不太愿意作承诺的成员，我们要虔敬
地找出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请他们做某些工作，或
许就是让他们完全回复活跃的一种鼓励。不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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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给予协助的领袖们有时候会有所顾虑。 我们
需要记住人是会改变的。 人可以改掉坏习惯， 也可以
悔改所犯的过错。 他们可以配称地持有圣职， 他们会
努力为神服务。”  5

我们是否尽力去做一切当做之事？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帮忙。 我们是否尽力去做
一切当做之事？我们是否还记得约翰‧泰来会长所说
的话? 他曾说：‘如果你没有光大召唤，神会要你为那
些本可因你尽责而得救的人负责。’《总会会长的教
训：约翰‧泰来》（2001），第164 页。有人的脚步需
要我们去稳固、有人的双手需要我们去紧握、有人的
思想需要我们去鼓舞、有人的内心需要我们去启发激
励，有灵魂需要我们去拯救。永恒的祝福正在等待着
你们。你们所拥有的特权，是要你们在……服务的舞
台上演出，不是要你们当观众。”  6

注：
1. “我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 ，2009 年11 月，《利阿贺拿》，第85 页。
2. “直到再相会”，2009 年5 月，《利阿贺拿》，第113-114 页。
3. “我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 第85，87页。
4. “救主对服务的呼召”，2012 年8 月，《利阿贺拿》，第4，5 页。
5. “看到别人能成为怎样的人”，2012 年11 月，《利阿贺拿》，第68 页。
6. “乐意且配称地服务”，2012 年5 月，《利阿贺拿》，第69 页。
7.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福音教导资源指南》（1999），第12 页。

本篇信息的教导

“如果你有基督般的爱，你必更能准备好教导福音。

你将受到启发，帮助他人认识救主并跟随他。”7 不妨祈求

能对你所探访的人有更多仁爱。当你对他们产生了基督般的

爱，你将更有能力以有意义的方式为主、也为你所教导的人

服务。

青少年

某个夏天的服务
伊利莎白‧布莱特

某年夏天，我到海外某个国家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孩子时，紧张不已。我不会说他们

的语言，但是我信赖圣灵会在我与他们互动时指引我。我渐

渐认识每个孩子时，体会到语言不是爱的障碍。我与这些孩

子一起游戏、欢笑、做手工艺，情不自禁地完全爱上他们。 

我仿佛瞥见天父对他儿女的爱，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

悦。

每当我为人服务，不仅感受到对服务对象的爱，也感

受到对天父的爱。我确实体会到：“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

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摩赛亚书2：17）。不论是配

合大型的服务计划或透过微小的善行，我的服务无非都是

为了荣耀神（见马太福音5：16）。我希望我在为他人服务

时，人们会看出我对天父的爱，也能看到燃烧在我心中的基

督之光。

作者现居美国维吉尼亚州。

儿童

爱的链环

请一个大人帮你剪出28条细长的纸条，每条约1吋

（2.5公分）宽、8吋（20公分）长。这个月每天都

做一项服务行为来表达你对某人的爱。你可以帮忙父母打扫

家里，或在字条上写些好话给某个邻居。

每天都把你做的服务写在一张你的纸条上，然后用胶

带或胶水把纸条的两端粘在一起，做成一个圆圈。你可以在

每次写完一张新纸条之后，就先把这张纸条的一端穿过前一

天做的那个圆圈，再用胶带或胶水把两端粘起来，这样就可

以把圆圈都串在一起。看！这串爱的链环越来越长了！ 你

还可以在二月结束后继续加长你的服务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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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家庭，慈助

这是以救主使命为主题的一系列探访教
导信息。

耶稣基督这位好牧人教导：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
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
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
呢？……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
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路加
福音15：4，7）。

当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是好
牧人时，就会更有渴望跟从他的榜
样，为困苦的人服务。耶稣说：“我
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
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 
（约翰福音10：14–15）。由于基
督的赎罪，我们没有人会永远迷
失，找不到回家的路（见路加福音
第15章）。

多马‧ 孟荪会长说：“我们有
责任照管羊群。……愿我们都努力
为人服务。” 1

经文出处
诗篇第23 篇；以赛亚书40：11；摩
赛亚书26：21

耶稣基督的神圣使命： 好牧人
请认真研读这些资料，并透过祈祷寻求知道该分享哪些内容。 了解救主的生平与使命
如何增强你对他的信心，并祝福你所看顾、探访的对象？ 如需更多资讯，请至网站 
reliefsociety. lds. org。

历史回顾

伊利莎白‧ 惠尼参加了慈助会
的第一次聚会，她谈起自己

于1830 年归信的情形，说道：“我
一听到长老们宣讲的福音，就知道
那是好牧人的声音。”2因此伊利莎
白跟从了那好牧人的声音，接受了
洗礼和证实。

我们也可以听从那好牧人的
声音，与他人分享他的教导。孟荪
会长说：“我们就是主在这世上的
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
他们。”  3

正如好牧人会寻找迷途的羊，
父母也会寻找迷失的子女。总会会
长团第二咨理雅各‧傅士德会长
（1920-2007）说：“至于那些一
向正义勤奋，且虔敬地教导儿女，
却因儿女不服从而伤心的父母，
我们要说，那好牧人正在看顾着
他们。神知道也了解你们深沉的忧
伤。你们还有希望。”  4

注：
1. 多马‧孟荪，“天上的家，永远的家”，2006年

6月，《利阿贺拿》，第70页。
2. 伊利莎白‧惠尼，《我国度中的女儿： 慈助会

的历史与事工》（2011），第128页。
3. 多马‧孟荪，“我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  

2009年11月，《利阿贺拿》，第85 页。
4. 雅各‧傅士德，“彼远离羊圈者亦爱”，2003年

5月，《利阿贺拿》，第68页。

我能做什么？

1. 知道救主是好牧人，如何为我们
的生活带来平安？

2. 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施助在教会
中“失去”活跃的人，或施助那些
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

3. 当有人的子女离开教会、不再
奉行福音时，我可以怎样支持这些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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