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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準傳教士的標準面談問題

親愛的弟兄們：

感謝你們努力幫助準傳教士作好準備從事全部時間傳道服務。你們的努力

幫助他們在靈性上、體能上、及情緒上作好準備，以面對在傳道服務時會遇到

的困難。

有效的面談是準備傳教士的重要部分。為了改善這一點，我們懇請聖職領

袖在與所有準傳教士面談時，運用隨附的標準問題。領袖應提早在面談前將這

些問題告知青少年，也應將這些問題告知每位傳教申請者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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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準傳教士面談

對許多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而言，從事傳道服務是他們一生中靈性

成長重要的里程碑。教會領袖希望在這段神聖的服務期間，無論是年輕男女

或是年長夫婦，每位傳教士都能從傳教的經驗中感受到喜悅並建立信心。要

達成這一項目標，每位傳教士勢必要作好適當的準備、配稱並保持健康。

幫助傳教士準備好去服務，是準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以及教會領袖共同的

祝福與責任。我們鼓勵大家要進行坦誠且有意義的交談，以確保準傳教士已

作好充分的準備來面對在傳教時可能出現的困難和挑戰。

傳教士無論其指派為何，都有神聖的特權來擔任主耶穌基督和祂教會的代表。

因此，他們必須以適當的方式蒙召喚、指派和按立（見教約42：11）。因此，
主教及支聯會會長有責任要找出在靈性、體能、心理及情緒上都已作好準備

去從事傳道服務的成員。這些聖職領袖唯有在盡他們所知，認為傳教申請者

有能力履行被推薦之職責時，才提交推薦信函。

隨附的面談問題旨在幫助領袖在與傳教申請者交談時提供指引。聖職領袖應

確使每位準傳教士與其父母或監護人（在此所指的是年輕的準傳教士）提早

在傳教申請面談之前，能獲知並瞭解擔任全部時間傳教士的必要條件，如隨

附的問題和附錄所述的那樣。這些問題並沒有改變傳道服務的標準。

主教和支聯會會長代表主來進行深入面談，以保證每位傳教申請者配稱從事

服務，並在過去、現在、及未來都持續遵守隨附之面談問題所說明的各項標

準。主教和支聯會會長在與傳教申請者面談時應尋求辨別的恩賜，以瞭解每

個人的心思、意念和服務的能力（見撒母耳記上16：7）。他們要確使每位
傳教申請者清楚瞭解每個問題。若有需要，他們可以討論並說明各個詞彙和

政策的意思，好使傳教申請者能誠實完整地回答問題。在隨附的問題後面有

一張附錄，其中的詞彙和政策都是摘自經文、指導手冊第一冊：支聯會會長

及主教、宣講我的福音、忠於信仰、和鞏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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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面談或推薦程序期間的任何時候，主教或支聯會會長發現傳教申 
請者因體能、情緒或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戰，可能無法履行全部時間傳教士的要 
求，領袖可以建議這位，由傳道部門光榮免除傳教指派後仍有渴望服務的申

請者，考慮擔任教會服務傳教士。

如果傳教申請者並沒有至少持續參加同一個支會一年，主教必須在與他或她 
作傳道服務面談前，聯絡其之前的主教，以保證這位傳教申請者配稱，且在體

能、心理及情緒方面都有能力應付傳道服務。通常是在該成員參加年輕單身

成人支會時，才需要採取這樣的做法。

與準傳教士面談，對其個人及他們的聖職領袖而言，都應該是神聖的經驗，

必須以極大的愛心並透過聖靈的指引來進行。當準傳教士和他們的聖職領袖

一起商議時，他們就能辨別出每個人的服務能力。適當時機，主教和支聯

會會長應幫助準傳教士了解，他們日後如果被光榮免除全部時間傳教士的服

務，仍可用有意義的方法保持忠信，並作出貢獻來建立神的國度——這是人

人都有資格獲得的祝福（見教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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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問題

1. 你對永恆的父神、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和聖靈有信心，也有見證嗎?

2.  你對耶穌基督是神的獨生子，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贖主有見證嗎? 請和我分
享你的見證。耶穌基督的贖罪如何影響你的生活?

3.  悔改這件事對你有什麼意義? 你覺得你已經完全悔改過去違誡的行為了嗎?

4.  先知約瑟‧斯密復興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教會，以及〔現任的總會會長〕
是神的先知，你願意和我分享對這些事情的見證嗎?

5. 擔任全部時間傳道服務需要遵守福音標準。你對以下的標準有什麼了解?

a. 貞潔律法

關於貞潔律法，你是否一直按照所談論的原則生活? 如果不是，違誡的
行為是多久之前發生的? 為了悔改，你做了哪些事?

b. 避開色情

c. 什一奉獻律法

d. 智慧語，包括使用毒品或濫用處方藥物

e. 守安息日為聖

f. 在一切言行中誠實待人

你過去是否按照這一切的標準生活? 你現在是否按照這些標準生活? 
你在擔任全部時間傳教士時，是否會按照這些標準生活?

6.  你目前是否面臨任何的法律訴訟?（如果是，請傳教申請者詳細說明可 
能的法律或財務責任。見指導手冊第一冊：支聯會會長及主教〔2010〕， 
4.4。）

7.  你是否曾犯下嚴重違反刑法的罪行，無論你是否曾被捕、被定罪、或紀
錄已被註銷?（如果是，請傳教申請者說明事情發生的細節及任何刑事
指控的結果，是否有刑事或其他法律責任仍未完成，並說明為了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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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她做了哪些事。見指導手冊第一冊：支聯會會長及主教〔2010〕， 
4.4和4.5.2中的「嚴重違誡」。）

8.  你是否曾以任何方式對兒童施予性虐待，無論你是否曾被控告、被定罪、
或紀錄已被註銷?（如果是，而該虐待案件尚未報案，相關指示請見指導
手冊第一冊：支聯會會長及主教〔2010〕，17.3.2。若先前的虐待案件
已獲得解決，相關指示請見指導手冊第一冊，4.4。）

9.  你是否曾犯下任何其他嚴重違誡行為或過錯，而應該在傳教前解決?（如
果是，請傳教申請者說明事情發生的細節及任何刑事指控的結果，是否

有刑事或法律責任仍未完成，並說明為了悔改，他或她做了哪些事。）

10.  對於那些在教導或作法上與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相違背、或反對本教會
教導或作法的任何團體或個人，你是否支持、與其密切往來或認同他們?

11.  你是否有任何尚未還清的債務? 在你傳教前這些債務會如何還清，或在
你從事傳道服務時會如何處理?（見指導手冊第一冊：支聯會會長及主教
〔2010〕，4.4。）

12.  你目前或曾否有任何身體、心理、或情緒方面的狀況，使你難以按照正
常的傳教士作息表生活，該作息表要求一天工作12-15小時，包含一天中
有2-4小時的研讀，及8-10小時走路或騎腳踏車等等?

13.  你是否曾被診斷出有閱讀障礙或其他的讀寫障礙，或曾接受相關治療? 
如果是，你是否能自在地讀出經文和其他文章? 你認為自己是否可以在同
伴的協助下，背誦適當的經文和其他資料? 你目前用何種方式來彌補這項
障礙?

14.  你是否曾被診斷出有語言障礙，或曾接受相關治療? 如果是，你是否能
自在地在別人面前說話? 你是否覺得自己有足夠的工具能幫助你學習、 
教導並與人溝通?

15.  你是否曾因下列任一狀況而服藥或接受治療：注意力缺失症（ADD），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HD），焦慮、憂鬱、強迫症（OCD）、或自閉症
（包含亞斯伯格症）? 如果是，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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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果你曾因上述任一狀況接受治療，但已停止治療，你是否在醫師的監
督下才這麼做? 如果不是，為何停止治療? 在沒有接受治療或服藥的情 
況下，你的生活狀況如何? 你上一次為這些問題服藥是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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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配稱

「曾犯下通姦、姦淫、嚴重愛撫、同性戀行為、其他性變態行為、觸犯民法 
且情節重大，或其他嚴重違誡的人，必須先悔改，才能被推薦從事傳道服務。 
準傳教士也必須先戒除所有的習癮，才可考慮讓他從事傳道服務。

「僅僅認罪和一段時間不再犯並不表示已完全悔改，還必須證明有破碎的心

和痛悔的靈，並在行為上徹底改變（見摩賽亞書5：2）。主教及支聯會會長
要確認該成員已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再違誡，顯示出真誠的悔改，且已

在靈性上為聖殿及神聖的傳道召喚作好準備。若是嚴重的多重違誡，悔改的

時間可能長達三年，且自最近的嚴重違誡算起，不得少於一年。有關特定個 
別成員的問題，可請示傳道部門的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區域會長團，或是 
七十員會長團的一員」（指導手冊第一冊：支聯會會長及主教〔2010〕， 
4.5.2）。

長期的嚴重違誡

「與多名伴侶雜交或與一名伴侶維持長期婚外性關係的人，不會被考慮去從

事傳道服務。支聯會會長及主教要幫助這些人悔改，並讓他們用其他有意義

的方法為主服務。

「聖職領袖如果認為情況特殊，可以視為例外，可由支聯會會長提出申請，

呈請總會會長團考慮。這類的申請應透過傳道部門提交，並且要附上對該狀

況的詳細陳述，以及一封由當事人說明其悔改情形的信函。主教及支聯會會

長不應為他們無法保證或認可的例外情況提出推薦」（指導手冊第一冊：支

聯會會長及主教〔20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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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

「你們由此可知一個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啊，他將認罪並棄絕罪」（教

約58：43）。

「福音的第二個原則是悔改。我們對基督的信心和對祂的愛會引領我們悔

改，也就是去改變和祂的旨意不相符的思想、信念和行為。悔改會讓我們對

神、對我們自己和對這個世界產生全新的看法。「我們悔改時，會依著神的

意思感到憂傷，之後我們不想再做錯誤的事情，只想要一直做正義的事情。

透過悔改使我們的生活與神的旨意和諧一致，是我們生活的主要目的。唯有

透過基督的慈悲，我們才能回去與父神同住；而只有在悔改的條件下，我們

才能獲得基督的慈悲。

「要做到悔改，我們就必須察覺自己所犯的罪並感到痛悔，也就是感到屬神

的憂傷。我們要向神承認我們的罪。如果犯下嚴重的罪行，我們也要向神所

授權的教會領袖認罪，他們能幫助我們悔改。我們要在祈禱中祈求神寬恕我

們。我們會盡一切所能來改正我們的行為所造成的問題，這麼做稱為補償。

悔改時，我們對自己和對這世界的看法都會改變。我們改變時，我們認清自

己是神的兒女，我們不需要一再地犯下相同的錯誤。我們若真誠地悔改，就

會遠離我們的罪而不再犯。我們會抗拒犯罪的慾望。我們想跟隨神的那份渴

望會變得更堅強、更深沉。

「真誠的悔改會帶來一些結果。我們會在生活中感受到神的寬恕，以及祂所

賜的平安。我們的罪疚和憂傷會一掃而空。我們會更豐盛地感受到聖靈的影

響。當我們離開今生時，我們更加準備好與天父和祂的愛子同住。

「即使我們已接受基督，並且悔改了我們的罪，我們仍可能表現得不理想而

再犯罪。我們應該不斷努力改正這些過錯。此外，我們應該不斷改進——培

養基督般的特質、增長知識、並且更有效地服務。當我們更加瞭解救主對我

們的期望時，我們會想要服從祂，來表明我們對祂的愛。因此，我們每天悔

改時，我們會發現自己的生活在改變和進步。我們的內心和行為會變得更像

基督。我們會從每天的悔改中感受到極大的喜樂」（宣講我的福音：傳道服

務指南〔2004〕，第62-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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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潔律法

「貞潔是性方面的純潔，是『神所喜悅的』一種情況（摩爾門經雅各書2： 
7）。要成為貞潔，你就必須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保持道德的潔淨。你在合
法結婚之前不可以發生任何性關係」（忠於信仰：福音參考資料〔2004〕，
第66頁）。

「〔在結婚前〕不要熱吻、躺在另一人的旁邊或身上、或碰觸他人身體上私

密、神聖的部位，無論對方是否穿著衣服。不要讓任何人對你做出同樣的事

情」（忠於信仰：福音參考資料〔2004〕，第69頁）。

「不要觀賞、閱讀或聆聽任何描繪或描述人體或性行為而挑起性慾的事物。

色情會令人沉迷，也具有毀滅性。它們會掠奪你的自尊，以及你對人生中優

美事物的感受力。它們會摧毀你的自制力，使你產生邪惡的思想和踰矩的行

為」（忠於信仰：福音參考資料〔2004〕，第69頁）。

「就像其他違反貞潔律法的行為一樣，同性戀行為也是嚴重的罪，並且違反人

類性別的目的（見羅馬書1：24–32）。這種行為扭曲親密關係，使人無法獲
得家庭生活及福音拯救教儀的祝福」（忠於信仰：福音參考資料〔2004〕， 
第67頁）。

「主為性的純潔所訂下的標準很明確，而且不會改變，就是不能在婚前發生 
任何性關係，而婚後要對配偶完全忠貞。不要讓媒體、同儕或其他人說服你，

認為婚前性行為是可以接受的。⋯⋯

「不要做任何會導致性罪的事情。要尊重他人，不可視他人為滿足淫蕩私慾

的工具。在結婚前不可以有激情的親吻，不要壓在他人身上，或碰觸對方身

體神聖隱私的部分，無論該部分是否有衣服遮蓋都不可。不要做任何會激起

性慾的其他事情。不要激起自己身體的慾望」（鞏固青年，〔2011〕，第
35-36頁）。

「神喜愛貞潔，憎惡性罪。貞潔包括嚴格禁止婚前的性關係，以及婚後對配

偶完全忠貞和忠實。⋯⋯貞潔要求思想和行為上的忠實。我們必須保持思想 
潔淨、衣著端莊、言行舉止莊重。」（宣講我的福音：傳道服務指南〔2004〕， 
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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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一奉獻律法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成員的偉大祝福之一，就是有繳付什一奉獻的特

權，能夠為神的國度的成長作出貢獻。什一奉獻是自古就有的神聖律法。例

如，舊約中的先知亞伯拉罕曾將他所擁有的十分之一奉獻出來（見阿爾瑪書

13：15）。

「對於繳付什一奉獻的人，主應許祂會「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甚至無

處可容」（瑪拉基書3：10）。這些祝福可能是在屬世方面，也可能是在靈性
方面，但是這些祝福必定會臨到所有遵守這項神聖律法的人。

「什一奉獻的意思就是十分之一，主吩咐我們要將我們所增加的，也就是我

們的收入，其中的十分之一奉獻出來，使我們可以蒙得祝福。什一奉獻律法

讓我們有機會協助建立祂的國度。我們的什一奉獻對主而言是神聖的，我們

繳付什一奉獻來表達我們對祂的崇敬。神應許祂會賜予豐盛的祝福給誠實 
繳付什一奉獻的人。不繳付什一奉獻的人是在掠奪神（見瑪拉基書3：8），
因為他們把屬於神的東西保留給自己。我們應該先求神的國，而什一奉獻是

其中一項重要的方式。繳付什一奉獻是信心的表現。它顯示出我們對神和對

祂事工的信心」（宣講我的福音：傳道服務指南〔2004〕，第78-79頁）。

智慧語

「主向先知約瑟‧斯密啟示一條健康律法，這律法稱為智慧語。智慧語教導

我們哪些食物和物質應當使用，哪些不應當使用，才能保持身體健康，並且

使我們不致受到邪惡的影響。主應許的祝福包括獲得健康、體力、抗拒邪惡

的力量、以及更容易獲得靈性真理。

「切記我們的身體是神聖的。我們應該用尊重和虔敬的態度來對待身體。智

慧語教導，我們要吃健康的食物。智慧語非常明確地教導，我們不要使用有

害的物質，包括酒、煙草、茶和咖啡。我們也必須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有害

藥物」（宣講我的福音：傳道服務指南〔2004〕，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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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安息日

「我們在安息日的行為，反映出我們對於榮耀神和崇拜神的這項承諾。我們

守安息日為聖，來表明我們願意遵守所立的聖約。每個安息日我們到主的屋

宇崇拜祂。我們在教堂裡領受聖餐，以紀念耶穌基督和祂的贖罪。我們更新

所立的聖約，並表明我們願意悔改我們的罪和過錯。

「在這一天，我們會好好休息，不從事勞動。我們參加教會聚會並且一同崇

拜的時候，能夠彼此鞏固。與朋友及家人共聚相處，使我們再次感到輕鬆愉

快。經由研讀經文和學習更多關於這復興福音的事，我們的信心也獲得鞏

固。

「當一個社區或國家愈來愈不重視安息日時，人民的宗教生活就會減退，生

活的各個層面都會遭受負面的影響，也會失去守安息日為聖的相關祝福。我

們應該避免在安息日買東西，和參與其他的商業和體育活動，今日這些活動

普遍破壞了安息日。

「後期聖徒應該在這神聖的日子中避開世俗的活動，懷著崇拜、感恩、服務

的精神，舉行以家庭為中心且適合安息日的活動。當成員努力使安息日的活

動與主的旨意和精神相符合時，他們的生活會充滿喜樂和平安」（宣講我的

福音：傳道服務指南〔2004〕，第74頁）。

誠實和正直

「無時無刻都要對自己、對別人，和對神誠實。誠實就是選擇不會以任何方

式說謊、偷竊，或欺騙人。誠實能夠培養出堅強的品格，讓你能為神、為人

提供非凡的服務，也能蒙福有心靈的平安及自尊自重的感覺。你會獲得主的

信任，並配稱進入祂的神聖聖殿。

「不誠實不僅會傷害自己，也會傷害到別人。說謊、偷竊、順手牽羊或作弊

會損害你的靈性，也會破壞你和他人的關係。誠實會增加你在未來的機會，

並增強你接受聖靈指引的能力。在學校要誠實，選擇不要以任何形式作弊。

在工作上要誠實，為賺得的每一分錢全力以赴地工作。即使他人認為不誠實

是無傷大雅的事，也不要為不誠實的行為找藉口，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可以接

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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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和誠實關係密切。正直就是無論後果如何，隨時隨地都要有正義的思

想和行為。如果你很正直，即使在沒有人看到的時候，也會願意按照標準和

信仰生活。要選擇過正直的生活，讓你的思想和行為總是能符合福音的標

準」（鞏固青年〔2011〕，第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