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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本課程的設計是為了幫助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準備獲得聖

殿推薦書鈊並且進入聖殿鈊去過聖殿的成員也可以參與本課程鈊學

習更多聖殿的事。

班員

本課程的班員應有渴望去聖殿鈊並配稱獲得聖殿推薦書。如果他們

還沒有獲得推薦書鈊應該準備申請。

倘若班員尚未參加過討論福音原則課本的主日學班級鈊我們建議

（但非規定鏡他們先去上該班的課鈊再參加本課程。上此課程之前鈊

班員應對基本的福音教義和原則有適度的了解鈊並且樂意遵守神的

誡命鈊如貞潔律法、守安息日為聖、智慧語鈊及什一奉獻律法等。

配稱和努力追求個人正義是參與聖殿教儀所必需的。

支會或分會議會可在主教或分會會長的指導下鈊討論在鞏固家庭及協

助弟兄準備接受麥基洗德聖職的各項努力中鈊運用這個課程的方法。

主教（分會會長鏡或支／分會中的另一位麥基洗德聖職領袖應個別

邀請每位班員參加這個課程。

時間與地點

上課的人數多寡不拘鈊但在支會或分會層級通常應為小班制。可在

教堂或家裡授課。教導的地點、時間和次數應方便班員及教師。

本教材分為七課鈊但教師應依班員的需要安排上課時間。每一課可

能要用一節課以上的時間來討論。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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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每位班員上課時都應準備經文。此外還要攜帶準備芩入聖殿（36793
265鏡小冊子鈊這本課程的學生補充教材鈊在整個課程當中時常需

要參閱鈊因此應要求班員在上本課程的幾週內閱讀這本小冊子。

教師

可召喚個人或已婚夫婦擔任此課程的教師。教師對福音應有堅強的

見證並且敏於接受聖靈的提示鈊同時應已接受恩道門教儀、持有有

效的聖殿推薦書鈊並了解聖殿內所教導事物的重要及神聖。

可能的話鈊教師應在班員接受聖殿教儀時陪同他們進聖殿。

給教師的建議

成員在進入聖殿之前鈊應該做好靈性方面的準備。在這項準備中鈊

他們對於有關救恩計畫以及聖殿事工這兩方面的教義應有充分的了

解。你擁有特權在這項準備中幫助他人鈊引領他們接受生命中最神

聖的經驗。要敏於留意聖靈的提示鈊使你能以最好的方式向班員講

授課程教材。請記住主的告誡：「靈必藉著信心的醴禱而給你們鄫

你們如果沒有接受到靈鈊就不要教導」（教約 42 ： 14鏡。

在上第一課以前鈊請將本手冊從頭到尾閱讀一遍鈊以便了解如何靈活

運用教材。每個課程應事先充分準備鈊明白其中的觀念而能夠流暢

地講述。教導這些課程時鈊要確定班員完全了解某課的觀念後再繼

續下一課。不要趕課。對班員要有耐心鄫讓班員思考其中的信息並

對這些信息有所回應。

每次上課前鈊或課堂上的任何時刻鈊要給班員機會提出問題及交換

看法。幫助班員在生活中運用所學習到的原則。使用經文及近代先

知的教導回答問題鈊或者藉著主的靈的引導來回答。

在上課的全程中鈊都要謹記聖殿教儀的神聖本質。如同下列陳述所

說明的鈊聖殿事工的某些鑑分不可在聖殿以外的地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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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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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聖殿外不討論聖殿內的教儀。這些聖殿教儀的知識並未蓄

意侷限給被揀選的少數人鈊要他們保密不透露給他人。事實上正好

相反。我們力勸人人都能配稱而且準備好獲得進入聖殿的經驗。……

「聖殿的教儀和儀式並不複雜鈊是美好而神聖的。這些神聖的教儀

被保密以免讓尚未準備好的人知道」（準備芩入聖殿鈊第 2 頁鏡。

要努力鞏固你對聖殿的見證鈊並且經常向班員見證你所教導的原則

是真實的。也給班員適當的機會作他們的見證。

永遠謹記聖殿事工極為重要。培道•潘長老說：「教儀與聖約成了

我們獲准到神跟前的憑據。配稱地接受教儀與聖約是終生所要追求

的鈊而接受之後加以持守鈊就是今世的考驗」（參閱 1987 年 7 月鈊

聖徒之聲鈊第 20 頁鏡。



目標

幫助班員了解聖殿中教導救恩計畫。

準備事項

1.  上課之前鈊準備用黑板或海報展示一份尚未填寫的救恩計畫表

（見第 3 頁鏡。（你可以為每位班員製作一份類似的空白表格鈊以

便上課討論時供他們填寫鏡。

2.  確使每位班員備有標準經典。也提供每位班員一本準備芩入聖殿

小冊子。應事先訂購這些小冊子作為教材的一鑑分。

3.  可以指派幾位班員協助你進行課程的第二鑑分。你可以邀請一位

班員鈊提供他（她鏡救恩計畫各鑑分（前生、墜落等鏡所提到的

參考經文鈊並請他（她鏡在上課前作準備鈊以便在課堂中扼要說

明這些經文所教導的救恩計畫。

4.  若能取得第一階段錄影帶（53779 268鏡鈊可播放其中「人類尋求

幸福」這段影片鈊片長 13 分鐘。

課程講介

聖殿是靈性的學府

請一個人作開會醴禱。

說明每一課都會使用到經文鄫鼓勵班員每次上課都要攜帶經文。

分發準備芩入聖殿這本小冊子給每位班員鈊說明這是本課程的學生

補充教材。課程當中時時會討論到這本小冊子的內容鈊所以每位班

員都應在上課的幾週內加以研讀。

聖殿教導偉大的

救恩計畫

「認識您──

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您所差

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魧約翰福音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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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開始鈊先說明聖殿是靈性的學府鄫聖殿幫助我們對人生目的

與救恩計畫有更深的認識。

請班員閱讀下列引文鈊其中闡明了我們在聖殿中所學的一些事情：

戈登•興格萊會長說聖殿「成為神美妙和神聖訓喻的學校。這裡有

慈愛的天父為祂所有世代的兒女所擬定的計畫鈊這裡有從前生、今

生到來生的永恆旅程的藍圖。願意聆聽的都可以清楚明白地蒙受偉

大、基本真理的教導」（參閱「鹽湖聖殿」鈊 1993 年 11 月鈊聖徒之

聲鈊第 5-6 頁鏡。

百翰•楊會長教導鈊所謂的聖殿恩道門教儀帶給我們獲得永生所需

的教導：「你們的恩道門就是接受主的殿中所有必要的教儀鈊所以

你們離開今生以後鈊能夠……回到父的面前」（總會會長的教訓：百

翰•楊鈊第 301 頁鏡。

請班員讀約翰福音 17 ： 3 。

● 關於我們所能獲得的最重要知識鈊這節經文有何教導?

說明我們在聖殿裡可以更了解天父和耶穌基督鈊也能夠與祂們更加

接近。我們會認識祂們為我們所作的計畫鈊這些計畫在經文中有著

不同的稱呼鈊如救贖計畫或救恩計畫等。

● 到目前為止鈊哪些事情協助你學習救恩計畫?

● 你對救恩計畫的了解如何使你的生活蒙福?

我們在聖殿蒙受救恩計畫的教導

說明救恩計畫的教導是聖殿恩道門的一環。本課的這一單元將幫助

學生準備好了解聖殿裡的這些教導。

指出黑板上的空白表格並複習下列資料鈊使用經文幫助班員了解這

些觀念。討論經文時鈊把適當的經文寫在表格上（見第 5 頁已完成

的表格鏡。如果班員有自己的表格鈊請他們把經文章節寫在自己的表

格上。

「我們葶藉此驗證

他們，看他們是

否願意做主他們

的神命令他們的

所有事情」魧亞伯

拉緙書3：25）。

第 1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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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指派班員協助你鈊安排他們講解關於救恩計畫的知識。說

明這項討論將著重在下列的問題：我們從哪裡來 ?為何來到世上 ?死
後要去哪裡?

前生

1.  我們是天父（即神鏡靈體的兒女鄫來到世上以前鈊我們與祂同住

（見羅馬書 8 ： 16-17鏡。

2.  天父在天上召開了一場大會議（見亞伯拉罕書 3 ： 22-23鏡鈊為我

們永恆的進步與幸福提出了一項計畫鈊稱為救恩計畫鄫而我們選

擇了遵從祂的計畫。

3.  為了符合這項計畫鈊天父的長子耶穌基督自願成為我們的救主（見

摩西書 4 ： 2 鄫亞伯拉罕書 3 ： 27鏡。

4.  神的另一個孩子路西弗背叛了天父的計畫鈊「尋求破壞……世人

的選擇權」。他和他的跟從者被逐出天庭鈊無權獲得骨肉的身體

和塵世經驗。好幾個世代以來鈊如今被稱為撒但的路西弗鈊一直

誘惑人們作惡鈊試圖讓他們變得像他一樣悲慘（見摩西書 4： 1鈊
3-4 鄫尼腓二書 2 ： 17-18鏡。

墜落

1. 亞當與夏娃蒙揀選成為天父最先來到世上的兒女鄫他們被安置

在伊甸園中。那時他們的身體不會死亡（見摩西書3：7-8鈊21-23鏡。

2. 亞當和夏娃選擇吃神禁止他們吃的果子。結果鈊他們從神前被逐

出。這種與神分開的狀態稱為屬靈的死亡。他們成為必死的鈊

也就是說他們的肉體最後會死亡。他們也開始可以生育子女。

這種轉為必死狀態的改變就是所謂的墜落（見尼腓二書 2 ： 1 9 -
25 鄫教約 29 ： 40-41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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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

1. 凡是在前生選擇遵從天父計畫的人鈊都藉著出生到世上而獲得骨

肉的身體。今生我們會受到考驗鈊看我們不在天父身邊時鈊是否

願意在生活中運用信心並遵守祂的誡命（見阿爾瑪書 34 ： 32 鄫

亞伯拉罕書 3 ： 24-26鏡。

2. 在今生鈊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要跟隨神或跟隨撒但（見尼腓

二書 2 ： 27鏡。

死亡與復活

1. 死亡時鈊我們的靈會進入靈的世界鈊身體則留在塵世。靈體與身

體分開的這段時期會持續到復活的時候為止。義人的靈會進入平安

幸福的境地鈊即所謂的樂園。惡人的靈會被安置在黑暗的境地鈊

有時被比作靈監（見阿爾瑪書 40： 9-14鄫亦見彼得前書 3：19鏡。

2. 耶穌基督的贖罪與復活鈊為全人類提供了道路鈊藉著復活而克服

肉體的死亡。復活是指靈體與完美的身體將永遠結合（見哥林多

前書 15 ： 22 鄫尼腓二書 9 ： 10-13 鄫阿爾瑪書 11 ： 42-44鏡。

3. 耶穌基督的贖罪也為我們提供了道路鈊使我們的罪得被赦免、滌

淨鈊而能夠回到神的面前與祂同住。救主在客西馬尼園中鈊也在

十字架上為全人類的罪受苦。由於祂的贖罪鈊我們才能悔改我

們的罪並得到寬恕。我們若遵行福音鈊便有資格獲得永生的恩賜鈊

並成為像祂一樣（見摩賽亞書 3 ： 5-12鏡。

不同榮耀的國度

復活的時候鈊每個人都會被分派至不同榮耀的國度。正義的人將比

不遵守神誡命的人享有更多的快樂與祝福（見哥林多前書 15： 35鈊

40-42鏡。

1. 低榮國度的人不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鈊也不接受耶穌或神的先知

的見證鈊他們過著罪惡的生活（見教約 76 ： 81-88 鈊 98-103鏡。

2. 中榮國度的人在世上品德高尚卻受矇蔽鈊也有些人沒有勇敢地為

耶穌基督作見證（見教約 76 ： 71-79鏡。

「我們信經由基督

的贖罪，全人類

都可以藉著服從

福音的律法和

教儀而得救」

魧信條第3條）。

第 1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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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榮國度是留給那些遵守誡命、接受教儀鈊藉著對耶穌基督的

信心克服一切事物鈊而變得心地純潔的人（見教約 76： 50-70鏡。

請班員回答下列問題：

● 你所學到的救恩計畫鈊其中有哪些是你以前不知道的?

● 想到耶穌基督在這偉大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鈊你有何感想?

● 我們如何向天父和耶穌基督表示我們對這項計畫的感謝?

為了強調救主的贖罪在救恩計畫中極為重要鈊請將信條第 3 條寫在

已完成表格的下方（如下圖鏡。

結論

強調聖殿提供我們有關這項計畫的知識鈊這些知識將偉大的祝福帶

進我們的生活中。為你了解救恩計畫並遵行福音原則所獲得的祝福

作見證。

可以播放「人類尋求幸福」這段影片作為結束。

請一個人作閉會醴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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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信經由基督的贖罪，全人類都可以藉著服從

福音的律法和教儀而得救」魧信條第3條）。



目標

幫助班員了解他們必須配稱才能進入聖殿。

準備事項

1.  事先邀請主教（分會會長鏡在課堂上講解獲得聖殿推薦書的過

程。講解的參考資料載於第 10-11 頁「取得聖殿推薦書的過程是

一項祝福」這鑑分。如果主教沒有空鈊則請一位諮理來講解。

2.  將下列引文寫在黑板或海報上：「我邀請所有教會成員要在生活

中更加注意主耶穌基督的生平及榜樣」（豪惠•洪德會長鈊「又

寶貴又極大的應許」鈊 1995 年 1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8 頁鏡。

課程講介

請一個人作開會醴禱。

問班員是否有任何問題。依循主的靈的指引鈊運用充分的時間盡可

能回答問題。切記聖殿事工的某些鑑分不可在聖殿以外的地方討論。

說明進入聖殿的人都必須藉著遵行福音、遵守誡命來表示對天父和

耶穌基督的信心。他們必須道德清白、繳付十足的什一奉獻、遵守

智慧語、守安息日為聖鈊並努力在其他各方面都正義地生活。他們

也必須與主教（分會會長鏡和支聯會會長（傳道鑑會長鏡面談鈊證

明自己配稱獲得聖殿推薦書。本課所要複習的幾項福音原則和誡命

是班員為配稱進聖殿所必須遵行的。

道德清白

說明主和祂的先知一再教導道德清白極為重要。戈登•興格萊會長

教導：「我們相信婚前要守貞鈊婚後也要絕對忠貞。整體而言就是

這樣。這是生活幸福的法門鈊是通往滿足的道路。它為人心、也為

家庭帶來平安」（「『都不是在背地裡做的』」鈊 1997 年 1 月鈊聖徒之

聲鈊第 54 頁鏡。

我們必須配稱

進聖殿

「我心中最大的

願望就是每位教會

成員都能配稱到聖

殿。我希望每位成

人教會成員，……

都會配稱得到並

持有有效的聖殿

推薦書」魧豪惠•

洪德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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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唸下列經文：

教義和聖約 42 ： 22-24（主吩咐我們要愛我們的配偶鈊不要追求別

人鄫祂也吩咐我們不要姦淫鏡。

教義和聖約 121 ： 45（主吩咐我們「不停地以美德裝飾〔我們的〕

思想。」鏡

提摩太前書 4 ： 12（我們要作純潔的榜樣鏡。

尼腓一書 10 ： 21（沒有不潔的東西能和神在一起鏡。

信條第 13 條（我們信我們要貞潔、有品德鏡。

● 主為何如此強調道德清白?

● 我們在周遭世界中可以看見不道德所引起的哪些後果 ?過道德清

白的生活有哪些祝福?

請班員注意你在黑板或海報上所寫的引文（見本課的「準備事項」鏡。

● 這項勸告如何幫助我們和我們的子女抗拒世俗的誘惑鈊過著道德

清白的生活?

什一奉獻

請班員讀教義和聖約 119 ： 4 。

指出總會會長團曾就確實的什一奉獻作過以下說明：「我們所知最

簡要的聲明是主本人的聲明鈊即教會成員應繳付『每年所增加的十

分之一』鈊這指的是收入的十分之一」（總會會長團信函鈊 1970年 3月
19 日鏡。什一奉獻基金是用來建造教堂和聖殿、支持傳道事工鈊以

及建鑲神在世上的國度。

分享以下雅各•傅士德會長所說的話：

「什一奉獻的原則與全世界教會成員的個人幸福息息相關鈊無論他

們是貧是富。什一奉獻是一則犧牲的原則鈊是打開天上窗戶的鑰匙。

……

不繳什一奉獻的教會成員並不會喪失教會成員的身分鈊他們只會失

去祝福」（「敞開天上的窗戶」鈊1999年1月鈊利阿賀拿鈊第68-69頁鏡。

我們必須配稱進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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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班員複習下列經文：

利未記 27 ： 30（什一奉獻是主的鄫它歸主為聖。鏡

瑪拉基書 3 ： 8-11（我們不繳納什一奉獻就是掠奪神鄫神將豐盛地

祝福繳付什一奉獻的人。鏡

● 你因為繳付什一奉獻而獲得哪些祝福?

● 不繳付什一奉獻為何就是掠奪神?（見教約 104 ： 14 。鏡

說明教會成員在每年的什一奉獻年終結算時都要與主教（分會會長鏡

面談鈊向主教（分會會長鏡說明是否已繳付十足的什一奉獻。這項

面談使教會成員有機會評估自己遵行這條重要誡命的情形如何。

智慧語

說明主期望在我們可以進入聖殿之前鈊先除去靈性及身體方面導致

生活不潔淨或不健康的行為。

閱讀下列所有的經文或其中一鑑分：

哥林多前書 3 ： 16-17（我們的身體是神的殿鈊不應受到玷污。鏡

教義和聖約第 89 篇（這項啟示即所謂的智慧語。第 1-9 節討論我們

不應該食用的東西鄫第 10 -17 節說明哪些東西對我們的身體有益鄫

第 18-21 節敘述主對遵守祂誡命之人的應許。鏡

● 今日世界上有哪些事物會影響我們鈊使我們違反智慧語中所賜的

誡命?

● 我們如何幫助自己和子女遵守主的健康律法?

請班員讀教義和聖約 29 ： 34 。

● 你認為遵守智慧語如何賜給我們靈性與身體上的祝福?

● 遵守這些誡命可能會讓我們獲得哪些「知識的大寶藏」（教約 89：
19鏡?

分享以下培道•潘會長所說的話：

「你在靈性方面所學的鈊在某種程度上鈊有賴於你如何對待你的身

體鈊因此智慧語非常重要。

第 2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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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禁止我們使用茶、咖啡、酒、煙草等會養成惡習的物品鈊它

們像會致癮的毒品一樣鈊會阻礙靈性溝通的細膩感覺。

「不要忽視智慧語鈊否則會使你失去應許給遵守者的『知識的大寶

藏鈊甚至隱藏的寶藏』。這些寶藏是應許給遵守智慧語的人的鄫健

康的身體則是銘加的祝福」（「個人的啟示──恩賜、考驗及應許」鈊

1997 年 6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12 頁鏡。

安息日

一起讀出埃及記 20 ： 8-11 。

說明主的人民一直受到吩咐要守安息日為聖。主已應許這麼做的人

將蒙受偉大的祝福。

請班員讀教義和聖約 59 ： 9-13 。

● 主指示守安息日為聖的主要理由為何鼣

● 教義和聖約 59 ： 9-13 指導我們在哪些方面守安息日為聖鼣

● 那些確實遵守安息日的人會得到哪些應許的祝福鼣

在這鑑分討論中鈊分享以下雅各•傅士德長老所教導的原則：

「神為何要求我們守安息日為聖鼣我想至少有三點理由。首先是身

體需要休息及更新。……

「依我所見鈊第二個理由更具意義鈊這和我們靈體的強化及更新有關。

……

「第三個理由也許是三者中最重要的鈊就是透過遵守誡命來表達對

神的愛。那些不問理由鈊只為了愛主而遵守誡命的人是深受祝福的」

（「主的日子」鈊 1992 年 1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35 頁鏡。

● 你的生活中有哪些祝福是因為守安息日為聖而獲得的鼣

請班員承諾遵行今天所討論的誡命：道德清白、什一奉獻、智慧

語鈊以及守安息日為聖。如此他們更能準備好去聖殿鈊獲得主更豐盛

的祝福。

我們必須配稱進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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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聖殿推薦書的過程是一項祝福

說明每位教會成員去聖殿之前鈊必須先被評定為配稱獲得聖殿推薦

書。如同下面這段話所說明的鈊取得推薦書的過程可以使每個人的

生活蒙福：

「主教有責任詢問我們個人配稱的問題鈊此面談對於本教會的成員

極為重要鈊因為這是一個良機鈊使你能與主所按鑲的僕人鈊共同檢

討你的生活狀況。如果你做錯任何事鈊主教會幫助你解決。經由此

一程序鈊即你與以色列法官商議之後鈊你就能表明自己的配稱鈊或

接受協助而使自己配稱鈊蒙主許可進入聖殿」（準備芩入聖殿鈊第 3
頁鏡。

說明第一次申請聖殿推薦書以及計畫在聖殿中結婚的人要與主教

（分會會長鏡和支聯會會長（傳道鑑會長鏡面談鄫若要更新聖殿推

薦書鈊則可和諮理以及支聯會諮理面談。

這次可請主教（分會會長鏡或一位諮理向班員講解聖殿推薦書的

事鈊講解者不應當眾宣讀正式面談時所問的問題鈊但是可以讓班員

大致了解聖殿推薦書面談的情形。以下的敘述可作為指南：

申請聖殿推薦書的成員對天父、主耶穌基督鈊和聖靈應有見證。他

們應該支持主的先知、其他總會持有權柄人員鈊以及當地的教會領

袖。他們不應同情反叛教會鈊或在行為教導上悖離福音的團體或個

人鈊也不應當與其來往。

申請聖殿推薦書的人應忠信地出席聖餐聚會、聖職聚會和教會其他

聚會。他們應誠實履行經由聖職權柄而賦予他們的召喚。他們應努

力遵守主所有的誡命鈊包括繳付十足的什一奉獻、言行誠實鈊禁絕

茶、咖啡、酒、煙草鈊和其他有害且會上癮的物質。

他們應過純潔高尚的生活鈊遵守主的貞潔律法鈊不與合法結婚之配偶

以外的人發生性關係。他們與其他家庭成員的關係鈊在屬靈和物質

方面應符合福音原則鈊不應在靈性、身體、心理或情感上虐待他人。

第 2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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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請教會成

員將主的殿做為他

們成員資格的美好

象徵，以及他們

極神聖之聖約的

至高處所」魧豪惠•

洪德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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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願意坦承罪並棄絕之。早在進行聖殿推薦書面談之前的一

段時間鈊教會成員就必須向主教（分會會長鏡坦承嚴重的罪鈊如道

德上的違誡、虐待家人、參與叛教團體或該類活動鈊或者嚴重違反

當地法律。如果一個人的良知鈊即所有人鋡蒙得的基督之光鈊讓他

內心產生疑惑鈊不知該不該與主教（分會會長鏡討論某事鈊那麼可

能就該加以討論。

離婚者在取得聖殿推薦書之前鈊可能需要主教（分會會長鏡和支聯

會會長（傳道鑑會長鏡的許可。他們必須一直恪遵離婚協議鈊包括

繼續給付贍養費用。

申請聖殿推薦書的成員與主教團一員（或分會會長鏡面談之後鈊必

須與支聯會會長團一員（或傳道鑑會長鏡面談。有些人也許不明白

為何需要如此。事實上鈊申請聖殿推薦書時就是在徵求主的同意進

入聖殿。我們有權在兩位見證人鈊即主所授權的僕人面前證實我們

配稱。在主的僕人面前證實我們配稱進入聖殿鈊對我們而言是一項

祝福。

結論

為了強調配稱進入聖殿及隨時攜帶有效聖殿推薦書的重要鈊請溫習

以下豪惠•洪德會長所說的話：

「我……邀請教會成員將主的殿做為他們成員資格的美好象徵鈊以

及他們極神聖之聖約的至高處所。我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每位成員

都能配稱到聖殿。我希望每位成人成員鈊即使無法鑲刻或經常前往

最近的聖殿鈊都會配稱得到並持有有效的聖殿推薦書」（「豪惠•洪

德會長──鷹的道」鈊聖徒之聲鈊 1994 年 9 月鈊第 4 頁鏡。

見證當你生活配稱而進入聖殿時鈊在生活中蒙受祝福。

請一個人作閉會醴禱。

我們必須配稱進聖殿



目標

幫助班員了解鈊配稱進入聖殿的人將獲得主極大的祝福。

準備事項

1. 仔細複習本課所引用的經文鈊準備好帶領全班討論這些經文。

2. 可以準備讓班員唱一首有關聖殿事工的聖詩鈊如「神啊鈊我愛您

家」（聖詩選輯鈊第 155 首鏡鈊或是有關永恆真理的聖詩鈊如「什

麼是真理」（聖詩選輯鈊第 173 首鏡。

3. 若能取得家人家庭晚會錄影帶（53736 268鏡鈊可播放其中「聖殿

為永恆聖約而設」這段影片鈊片長 6 分鐘。

課程講介

請一個人作開會醴禱。

問班員是否有任何問題。依循主的靈的指引鈊運用充分的時間盡可

能回答問題。切記聖殿事工的某些鑑分不可在聖殿以外的地方討論。

古代就有聖殿事工

開始上課時鈊可以一起唱有關聖殿事工或永恆真理的聖詩。

說明主一直都吩咐祂的人民建造聖殿。祂已啟示了聖殿內所要進行

的工作。

● 經文中提到了哪些聖殿或會幕?

邀請班員查考經文索引鈊找出有關聖殿或會幕的資料。可將班員的

答案列在黑板上。可以請班員複習下列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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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事工將偉大的祝福

帶入我們的生活

「神聖的父，

我們祈求您，

使您的僕人能以

您的能力武裝起

來，從這家宅

出去，使您的名

能在他們身上，

您的榮耀在他們

四周」魧教約

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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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會幕：出埃及記 40 ： 1-2 鈊 34-38

所羅門聖殿：歷代志下： 3 ： 1-2 鄫 5 ： 1

希律聖殿：馬太福音 21 ： 12-15

尼腓聖殿：尼腓二書 5 ： 16 鄫摩賽亞書 1 ： 18 鄫尼腓三書 11 ： 1

說明由於叛教鈊所有這些聖殿的真正用意最後都喪失殆盡鈊聖殿也

遭到摧毀鈊蕩然無存。圓滿的聖殿事工已透過先知約瑟•斯密在今

日復興鈊將偉大的祝福帶入我們生活中。

布司•麥康基長老說：「依靈感啟示建造聖殿及正確使用聖殿鈊正

是主的事工之一大明證……凡有聖殿之處鈊並有蒙受啟示之靈的人

在內主理鈊就有主的人民在那個地方鄫若非如此鈊教會和神國及天

上的真理就不在那裡」（「教會成員身分的美好象徵」鈊聖徒之聲鈊

1994年11 月鈊第 4 頁鏡。

配稱進入聖殿的人蒙應許獲得偉大的祝福

聖殿鈊或主的屋宇鈊是我們為高榮國度的超升作準備的地方。我們

在那裡學習更多有關天父和耶穌基督的事。我們與祂們訂鑲聖約鈊

祂們則應許給我們美好的祝福。

在教義和聖約中鈊主描述進入聖殿、生活配稱恪遵聖殿聖約的人所

得到的一些祝福。其中有些祝福寫在第 109 篇鈊嘉德蘭聖殿的奉獻

醴禱文中。這個醴禱文是約瑟•斯密透過啟示而獲賜的。

豪惠•洪德會長談到這篇醴禱文：「由於主所賜給我們在祂神聖聖

殿中使用的聖職權力鈊這篇醴禱文已不斷應驗在我們個人、家庭鈊

以及整個民族身上」（「教會成員身分的美好象徵」鈊 1994 年 11 月鈊

聖徒之聲鈊第 5 頁鏡。

豪惠•洪德會長引用了第 109 篇的幾節經文。請班員唸這些經文：

教義和聖約 1 0 9 ： 1 0 - 1 2 鈊 2 2 - 2 3 鈊 5 9 鈊 6 7 鈊 7 2 鈊 7 5 。請他們找

出主提到的祝福。

唸完之後鈊請班員將他們找出的祝福列出來。把意見寫在黑板上。

所提到的祝福可能包括下列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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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的榮耀會降臨祂的人民。

2. 主的僕人離開聖殿時會帶著主的力量、主的名鈊及主的榮耀鄫

並且天使會看守著他們。

3. 主的僕人會將聖殿中的福音真理帶到世界各端。

4. 支聯會將組織起來鈊好讓主的人民在此聚集。

5. 所有分散的以色列人將會學到真理鈊因而歡欣。

6. 聖徒的家庭和他們所有的病人、受苦難的人都將蒙得主的顧念。

7. 主的國度將遍滿大地。

8. 主的僕人將來會被提升而迎見主鈊並永遠與祂同住。

● 想到應許給配稱進入聖殿、尊崇聖約的人的這些美好祝福鈊你有

何感想?

豪惠•洪德會長說：「可曾有任何民族蒙得如此激勵人心及不可思

議的應許 ?難怪主希望祂的門徒應以祂的榜樣及祂的聖殿為指標方

向」（「教會成員身分的美好象徵」鈊第 5 頁鏡。

在教義和聖約第 9 7 篇鈊主也作了與聖殿有關的應許。請班員唸教

義和聖約第 97 ： 15-21 。

● 關於主的人民必須如何做才配得到祂聖殿的祝福鈊第 15 -17 節有

何教導?（要心地純潔而且不容許任何不潔淨的事物進入聖殿。鏡

說明心地純潔者被稱為錫安。第 15 -21 節教導：我們可以藉著配稱

進聖殿、努力使心地純潔鈊不受邪惡玷污鈊以協助建鑲神的國度。

● 在這幾節經文中鈊配稱而蒙錫安之名的人被應許會得到哪些祝福?

說明古代有個城市名為錫安。這座城由先知以諾及他的人民所建

造。由於該城人民的正義鈊這座城被提升到天上（見教約 38 ： 4 鄫

摩西書 7 ： 18-21 鈊 69鏡。

錫安亦存於後期時代。信條第十條中鈊主應許一個稱為錫安的城市

將在美洲大陸建鑲。請班員讀這項信條。說明分散的以色列人將在

這偉大的城市聚集（見教約 103 ： 11-13鏡。

第 3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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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必親自

在那裡，因為我

葶芩去，所有芩

去且心地純潔的

人，必得見神」

魧教約97：16）。



聖殿事工將偉大的祝福帶入我們的生活

15

今天鈊本教會的成員受到勸誡：無論他們身在世上何處鈊都要配稱

進入神聖的聖殿並建鑲錫安。我們也要讓家成為像聖殿一樣的地方

──純潔、充滿愛和個人啟示。

● 我們該怎麼做才能使心地更純潔?

● 世俗的哪些方面有時候使人難以保持心地純潔?

● 你可在哪些方面幫助家人或支∕分會成員變得心地純潔?

說明凡訂鑲並遵守聖殿聖約鈊終其一生努力變得心地純潔的人鈊就

是能協助建鑲錫安的人。

結論

見證配稱進入聖殿的人將得到主極大的祝福鄫這些祝福包括成為

錫安的人民。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配稱得到這些祝福並努力使心

地純潔。

可以播放「聖殿為永恆聖約而設」這段影片。

請一個人作閉會醴禱。



目標

幫助班員了解聖殿教儀和聖約的重要。

準備事項

1.  可行的話鈊可以播放福音信息介紹錄影帶中的「永遠在一起」

（53196 268鏡這段影片鈊片長約 27 分鐘。

2. 可以準備請班員唱「使我更加聖潔」（聖詩選輯鈊第 71 首鏡。

課程講介

請一個人作開會醴禱。

問班員是否有任何問題。依循主的靈的指引鈊運用充分的時間盡可

能回答問題。切記聖殿事工的某些鑑分不可在聖殿以外的地方討論。

我們在聖殿中接受教儀並立下聖約

說明我們在聖殿中訂鑲的聖約鈊能夠讓我們重回神的面前。我們也

鑲約要遵行福音律法。以下提供一般教儀和聖約的資料鈊特別是關

於聖殿教儀和聖約的資料。

教儀

說明教儀是具有靈性意義及效力的神聖儀式。

請班員說出教會中一些教儀的名稱。（他們可能會提到嬰兒的命名

與祝福、洗禮、證實、聖餐、聖職按鑲鈊和聖殿教儀。鏡

說明由聖職力量執行的教儀是超升所不可或缺的。透過這些教儀鈊

我們才能在生活中獲得神的力量。

16

接受聖殿教儀

和訂立聖約

「沒有聖職的教儀

和聖職的權柄，

神性的能力就

不會向肉身中的

世人顯示」魧教約

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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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聖殿教儀和訂立聖約

請班員讀教義和聖約 84 ： 19-21 。

● 要使神性力量在我們生活中顯現鈊什麼是不可或缺的?（麥基洗德聖

職的教儀。此處經文所指的「較大聖職」是麥基洗德聖職。鏡

請班員翻開準備芩入聖殿第 29頁。請一位班員大聲唸出以下這段話：

「教儀對於本教會的成員而言鈊有多重要呢?

「你們若沒有這些教儀鈊能快樂、能被救贖、能超升嗎?答案是：這

些教儀不僅值得爭取、令人渴求鈊而且是必要的鄫甚至不可或缺或

極其重要都不足以形容。這些教儀對我們每個人而言鈊可以說是至

關緊葶的！」

聖約

強調聖約是神與個人、或一群人之間訂鑲的神聖協議。神設鑲一些

特定的條件鈊我們若遵守這些條件鈊祂便應許祝福我們。我們若選

擇不遵守聖約鈊就無法獲得祝福鈊在某些情況下鈊甚至會遭受處罰鈊

作為不服從的後果。聖職的拯救教儀向來是伴隨著聖約的。

● 到目前為止鈊你這一生中和主鑲過哪些聖約 ?（班員可能提到我

們每次領用聖餐時都會更新的洗禮聖約。鏡

● 我們受洗時鑲了哪些聖約 ?（見摩賽亞書 1 8 ： 8 - 1 0 鄫教約 2 0 ：

37 。鏡

強調我們與神鑲約時鈊即已表達了事奉神的渴望及遵從祂一切吩咐

的意願。相對地鈊神應許給我們許多美好的祝福。我們必須訂鑲聖

約並加以遵守鈊以便向永生邁進。

聖殿教儀和聖約

說明聖殿教儀包括活人與死者的恩道門和印證（聖殿婚姻的印證以

及父母和子女的印證鏡。死者的洗禮教儀和其他聖職教儀一樣鈊是

在聖殿裡執行。在聖殿教儀中鈊我們鑲下莊嚴的聖約鈊要將自己獻

給神鈊協助建鑲祂在世上的國度。

雅各•陶美芝長老談到恩道門中所鑲的聖約：

17

「我們膜約獻出

我們的時間、

金錢及才能──

即我們和我們所

擁有的一切──

為了神在世上的

國度之利益」

魧準備進入聖殿，

第35頁）。



「恩道門的教儀包含個人的某些責任鈊諸如鑲約和承諾遵守嚴格的

美德和貞潔律法鈊要慈善鈊仁愛鈊寬容和純潔鄫要將才能和物力貢

獻於傳佈真理及提高人類道德鄫要始終獻身於真理大義鄫以及要用

一切方法鈊努力幫助那偉大的準備工作鈊使大地能準備好迎接她的

君王──主耶穌基督的來臨。接受每項誓約和負起每項責任時鈊都

銘有應許的祝福鈊要忠於遵守條件才會實現」（主的殿鈊第 84 頁鏡。

你可以把剛才說過的聖約寫在黑板上加以複習。強調我們可以鑲約

成為正義和純潔的人鈊也可以鑲約奉獻我們的一切建鑲主的國度。

讀出下列這段話：

「我們是約民。我們鑲約獻出我們的時間、金錢及才能──即我們

和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為了神在世上的國度之利益」（準備芩入

聖殿鈊第 35 頁鏡。

● 我們在哪些方面可為神的國度獻上「我們和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 有時哪些事情會阻礙教會成員為主的國度獻出所擁有的一切?

可為自己訂鑲、遵守聖殿聖約而在生活中蒙得的祝福作見證鈊也可

以請另一位接受過恩道門的人分享見證。

我們必須忠於聖殿中所立的聖約

說明主說：「多給誰鈊就向誰多取」（路加福音 12 ： 48鏡。

● 你認為這節經文如何適用於我們在聖殿中所鑲的聖約?

說明主提供聖殿教儀和聖約鈊好使祂的兒女能夠了解今生的目的鈊

並準備好迎接永生的榮耀機會。我們獲得這些祝福時鈊就有責任為

這加增的知識與機會而配稱生活。強調我們必須忠於聖殿中所鑲的

聖約。

● 忠於聖殿中所鑲的聖約為何如此重要?

第 4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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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班員讀教義和聖約 82 ： 10 。

約瑟•斐亭•斯密會長說：「我告訴你們鈊除非你們遵守聖約鈊否

則主是不受約束的。主絕不破壞祂的聖約。當祂與我們之中的一位

鑲了約鈊就不會破壞這約。如果聖約要被破壞鈊必是我們破壞的。

但當聖約破壞後鈊祂就沒有責任賜給我們祝福鈊而我們也就接受不

到了」（參閱救恩的教義，第二卷鈊第 240 頁鏡。

忠於聖約將帶來平安與安全

說明聖殿是紛擾世界中平安神聖的殿堂。經常去聖殿並忠於聖約鈊

就會在生活中找到平安、安全鈊和指引。

尼爾•麥士維長老說：「只要我們能守住我們的聖約鈊聖約即可保

守我們靈性上平安」（1987 年 7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56 頁鏡。

● 到目前為止鈊你所鑲的聖約在哪些方面幫助你保持靈性上的平安?

指出我們在聖殿中鑲約要生活配稱鈊以便回到天父和耶穌基督面

前。有時我們身處日常的困難當中鈊也許會懷疑是否能保持如此的

生活。

請班員唸尼腓一書 17 ： 3 鈊 13 。

● 關於主如何在我們努力回到祂面前時幫助我們鈊這些經文有何教

導?這些經文如何在你的生活中應驗?

培道•潘長老說：「來到聖殿接受個人恩道門鈊跪在祭壇前接受印

證鈊就能過平凡的生活鈊做個平凡人──努力抗拒誘惑、屈於誘惑

而悔改鈊再次屈服鈊再次悔改鈊但是永遠決心要遵守聖約。……總

有一天你會獲得這個祝福：『好鈊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鈊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鈊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鄫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

的快樂』（馬太福音 25 ： 21鏡」（Let  Not  Your Hear t  Be Troubled
[1991],  257鏡。

豪惠•洪德會長邀請我們經常去聖殿鈊是「為了個人的聖殿崇拜祝

福鈊以及為了在神聖和聖化的圍牆內所提供的聖化和安全。聖殿是

美麗之地、啟示之地、平安之地鈊也是主的屋宇。聖殿歸主為聖鈊

我們也應視為神聖」（1994 年 11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6 頁鏡。

接受聖殿教儀和訂立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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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若做我所說

的，我，主，

就是受約束的；

但是你們若不做

我所說的，你們

就得不到應許」

魧教約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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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請班員分享對於接受聖殿教儀並與天父鑲約這項祝福的感覺。

如果時間許可鈊也有福音信息介紹錄影帶鈊可播放「永遠在一起」

這段影片。

可請班員唱「使我更加潔淨」。為接受聖殿教儀的祝福及與天父鑲

約的恩典作見證。

請一個人作閉會醴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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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幫助班員了解並領悟聖殿中所使用的象徵。

準備事項

1. 帶一面貴國的國旗或國旗的圖片。

2. 請一位班員扼要說明一則故事鈊關於一位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回

答有關聖殿加門的問題。這故事記載於準備芩入聖殿鈊第 20-21鈊
23頁。

注意事項：聖殿教儀和聖約很神聖鈊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原本僅限於

在聖殿內進行。因此班級討論應以本手冊的說明為限。

課程講介

請一個人作開會醴禱。

問班員是否有任何問題。依循主的靈的指引鈊運用充分的時間盡可

能回答問題。切記聖殿事工的某些鑑分不可在聖殿以外的地方討論。

象徵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

說明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運用到象徵。在黑板上畫出下列象徵或其他

適宜的象徵。請班員敘述各個象徵有何意義。

向班員展示貴國的國旗或國旗的圖片鈊並請他們談談國旗對他們有

何意義。

● 還有哪些事物或行為可表示愛國 ?（歌曲、制服、服飾、假日或

慶典。鏡

21

透過象徵

向主學習5
「我必給人類兒女

律上加律，令上

加令，這裡一

點，那裡一點；

凡聽從我教訓並

注意聽我忠告的

人有福了」魧尼腓

二書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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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這些事物都是代表或傳達愛國精神的象徵。

● 愛與尊敬的象徵有哪些?（禮物或戒指、親吻或擁抱、心形圖樣。鏡

● 象徵向人們傳達的信息是否都相同?為何相同?為何不同?

● 我們為何要使用象徵?

讓班員討論。他們可能提出下列意見：

1. 象徵可以幫助我們記住重要的事情。

2. 象徵可以教導我們用其他方式難以學到的抽象真理。

3. 象徵可代表情感。

4. 象徵可以依照個人學習前的準備狀況而教導不同的原則。

說明一再重覆象徵鈊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它們。

耶穌基督和祂的先知使用象徵

說明救主教導時一再使用象徵。

● 在哪些例子中鈊主使用象徵來教導?

班員可能提到的有：迷路的羊（見馬太福音18：12-14鏡鄫芥菜種（見

馬太福音 13 ： 31-32鏡鄫或是重價的珍珠（見馬太福音 13 ： 45-46鏡
等等。

● 你想救主教導時為何使用象徵?

讓班員討論。然後複習下面這段話：

「主是位偉大的教師鈊祂親自教導門徒時鈊經常以比喻來教導鈊也

就是用象徵的方法來表明難以理解的事物。祂教導的內容所談及的

是門徒生活中所見的一般經驗鈊祂提到母鬆和小鬆、小鳥、花朵、

狐狸、樹木、竊賊、盜匪、日落、富人與窮人、醫生、補鋻服、拔

除雜草、清掃房子、餵豬、打榖、存入穀倉、建造房屋、僱用僕人鈊

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事物。祂談到芥菜種鈊談到珍珠。祂要教導祂

的聽眾鈊因此祂以象徵的方式談到簡單的事物鈊這些事情沒有一件

是神秘或含糊的鈊全都有象徵的意義」（準備芩入聖殿鈊第 8 頁鏡。

說明先知和使徒經常使用象徵來教導有關耶穌基督的事和祂的贖罪

犧牲。耶穌基督的贖罪是福音的基礎鈊也是我們一切祝福的基礎鄫

第 5 課



祂的贖罪成全了救恩。因此經文中大多數的象徵都在教導我們救主

和祂的犧牲。

請班員唸摩西書 6 ： 63 。

● 世上有哪些事為救主作見證?

請班員唸阿爾瑪書 13 ： 16 。

● 聖職教儀在哪些方面為救主作見證?

指出救主在完成贖罪之前鈊祂的約民獻祭動物來作為祂贖罪犧牲的

象徵（見摩西書 5： 4-8鏡。那項儀式隨著救主的死亡與復活而告終。

如今主吩咐我們「要用破碎的心和痛悔的靈作為給我的祭品」（尼腓

三書 9 ： 2 0鏡。而聖職教儀繼續幫助我們記得救主的贖罪犧牲。羅

素•納爾遜長老教導：

「福音中重要的教儀象徵贖罪。浸沒式的洗禮象徵救主的死亡、埋

葬和復活。領用聖餐使我們重溫洗禮時的聖約鈊也再次記得救主受

苦的身體和為我們所流的血。聖殿的教儀象徵我們與主和諧鈊並和

家人永遠印證在一起」（「贖罪」鈊 1997年 1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39頁鏡。

如果我們靈性敏銳蒜象徵會教導我們真理

說明救主在世時鈊祂的門徒曾問祂為何用比喻教導。比喻乃是一種

故事鄫其中教導重要的真理鈊通常使用象徵式的語法。請班員唸馬

太福音 13 ： 10-12 鈊以瞭解救主所說的話。

● 你認為救主說這些話有何用意?

說明救主將真理透露給靈性上已準備好要了解的人。以信心和服從

來接受真理的人會繼續接受更多的真理。靈性上還沒有準備好的人鈊

那些不接受真理或以懷疑的心接受真理的人鈊會逐漸喪失他們已擁

有的真理。

藉由使用象徵傳達真理的故事鈊讓那些靈性上準備好的人了解象徵

的意義鈊但是尚未準備好的人則不會了解其意義。

在救主的時代鈊有些人了解祂比喻中的信息鈊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懂。

今天的情形依舊相同。教會正義的成員之中鈊每個人靈性的理解程

度並不一樣。

透過象徵向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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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班員唸尼腓二書 28 ： 30 及教義和聖約 42 ： 49-50 。

● 關於我們如何向神學習真理鈊這些經文有何教導?

說明我們每個人的靈性都能發展到某種程度鈊而使我們了解福音、

經文鈊尤其是聖殿裡所使用的象徵意義。

在聖殿裡才能獲得最神聖的象徵教導

說明我們在聖殿裡才能獲得世上最神聖的象徵教導。聖殿的教導和

儀式運用象徵手法帶我們踏上通往永生的路程鈊最後由象徵的入口

來到神的面前。聖殿裡描述的人物、佈置陳設、穿著的服裝、給予

的標記鈊以及所有涵蓋的事件都具象徵性。明白這些事物會幫助每

個人認識真理並得到靈性上的成長。

有些象徵非常直接鈊其意義也顯而易見。聖殿本身就是一個象徵：

「如果你曾在夜晚看過一座燈火通明的聖殿鈊你就會知道那是幅多

麼令人難忘的景象。主的殿鈊浴著光鈊聳鑲在黑暗中鈊成為力量的

象徵鈊而耶穌基督福音的啟示有如一座燈塔鈊照耀著日益淪入靈性

黑暗的世界」（準備芩入聖殿鈊第 10 頁鏡。

聖殿服裝也具象徵性。進入聖殿時鈊我們把外出服換成象徵純潔的

白色聖殿服裝。雅各•傅士德會長說：

「聖殿崇拜之基本原則是『神不偏待人』〔使徒行傳 10 ： 34〕。在聖

殿的神聖屋宇中鈊沒有地位、財富、身份、種族及教育程度的差別

待遇。所有的人都穿著白色服裝鄫所有的人鋡接受相同的教導鈊鑲

下相同的聖約及承諾鄫所有的人如果生活配稱都可要求獲得來自天

上相同的永恆祝福。在造物者面前鈊人人平等」（「等待在前的永

恆」鈊 1997 年 7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23 頁鏡。

說明接受聖殿教儀並與神訂鑲聖約的成員要終身穿著一種特別的加

門（內鋻褲鏡。讀下面這段話：

「加門代表神聖的聖約鈊鼓勵人們保持端莊鈊並且是一面盾牌鈊保

護穿著者。……加門看得到、摸得到鈊穿加門提醒著鑲約者各項的

聖約。對本教會許多成員而言鈊加門確已成為穿著者面臨誘惑時的

一道防衛。而加門也象徵著我們對於神的律法的崇高敬意──其中

包括了道德標準」（準備芩入聖殿鈊第 20 鈊 23 頁鏡。

第 5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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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物都有

他們的樣式，

所有事物無論是

屬世或屬靈的，

都是創造來為我

作見證的」

魧摩西書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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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指派的班員扼要說明一則故事鈊關於一位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如何

講述聖殿加門的目的（見準備芩入聖殿鈊第 20-21 鈊 23 頁鏡。

說明聖殿儀式在每方面幾乎都具有象徵意義。這表示每個人都應盡

可能作好靈性上的準備鈊以便能敏銳地感受聖殿恩道門的象徵本質。

● 哪些事情會使人在聖殿中無法保有敏銳的靈性?

班員可能提到下列這些事情：

1. 這個人可能不配稱。沒有真心悔改鈊也沒有謙卑虔敬地準備進聖殿

的人鈊會發現那些象徵了無生氣鈊其意義亦將隱而不現。

2.  這個人可能缺乏信心。對耶穌基督和聖殿儀式沒有信心的人鈊無

法從聖靈那裡獲得啟發鈊以了解聖殿恩道門。

3.  這個人可能過於專注儀式的外在動作鈊而遺漏了這些象徵所代表

的有力教導。

● 我們要如何準備自己鈊以便在聖殿中保有靈性上的敏銳?

結論

指出第一次去聖殿的人預期可學習許多新事物並感受主的靈的力量。

鼓勵班員為聖殿經驗作好靈性準備。提醒他們鈊光去一次不可能了

解聖殿中所展現的一切事物。他們應該盡可能常回聖殿鈊以便能繼

續學習並更新靈性的感覺。

請一個人作閉會醴禱。



目標

讓班員準備好配稱進入聖殿。

課程講介

請一個人作開會醴禱。

問班員是否有任何問題。依循主的靈的指引鈊運用充分的時間盡可

能回答問題。切記聖殿事工的某些鑑分不可在聖殿以外的地方討論。

每個人都應為聖殿作準備

說明每個人都有責任採取一些步驟鈊使他們充分獲得聖殿的祝福。

扼要討論下列五項概念。每項概念都代表著我們應準備好某一方面

以進入聖殿。討論時可以把各項要點寫在黑板上。

1. 每個人都應配稱。

請班員唸教義和聖約 97 ： 15-17 。

● 有關配稱進入聖殿的重要鈊這段經文有何教導?

豪惠•洪德會長邀請我們思索「主藉著先知約瑟•斯密賜予正在準

備建造聖殿的嘉德蘭聖徒的告誡鈊主在其中所指示的態度及正義行

為」。

這項忠告載於教義和聖約 88 ： 119 。請班員唸這段經文。

也請班員想想洪德會長提出的問題：「這些態度和行為是否真正顯

示了我們每個人心中所願及所求?」（「教會成員身分的美好象徵」鈊1994
年11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3 頁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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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進入聖殿

「只葶我的人民

奉主的名為我

建造一座殿，並

且不讓任何不潔

淨的事物芩入，

使它不被玷污，

我的榮耀將停

在其上」魧教約

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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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進入聖殿

2. 每個人都應該謙卑

每個人都應該謙卑地進入聖殿鈊渴望接受來自高天的教導。

● 我們在聖殿中服務、學習時鈊謙卑為何如此重要?

請班員唸教義和聖約 136 ： 32-33 。

● 有關謙卑的重要鈊這段經文有何教導 ?初次進入聖殿時如何運用

這項忠告?

3. 每個人都應瞭解鈊接受聖殿教儀和訂鑲聖約是獲得永生所不可或

缺的。

海樂•李會長說：「睿智的天父制定了聖殿教儀鈊在這末世時代啟

示給我們鈊作為我們終生的指引和保護鈊使你、我可以得到超升鈊

與神和基督同住在高榮國度。」（參閱「準備接受你個人的恩道門」鈊

1988 年 8 月鈊聖徒之聲鈊第 14 頁鏡。

約瑟•斐亭•斯密會長說：「這些祝福保證鈊藉著我們的忠信鈊主

已為我們提供了無價珍珠鈊因為這些是我們在今生所能接受的最偉

大的祝福。加入本教會是一件美妙的事鈊但是除非你已在主的屋宇

中與主鑲約鈊並獲得在其中所授予而不能在今日世上任何其他地方

授予的鑰權鈊你是不能獲得超升的」（救恩的教義，第二卷鈊第 237
頁鏡。

4. 每個人都應該了解穿著聖殿加門的重要。

說明參與過聖殿儀式的人有權穿著神聖聖職的加門。總會會長團在

一篇聲明中對全體教會成員說：

「在聖殿內穿上加門的成員鈊都鑲約終身穿著聖殿加門鈊意思就是

說從早到晚都要當內鋻穿著……

「穿著加門的基本原則是經常穿著鈊不要找機會脫掉。……鈊碰到

……必須脫下加門的場合……鈊應該……儘快穿上。

「鋻著端莊鈊不暴露身體的原則鈊是這個聖約的重點鈊也是我們平

日穿鋻的準則。接受恩道門的教會成員穿著加門以記念與主訂鑲的

聖約鈊並且保護自己不受誘惑和邪惡侵擾。個人如何穿著加門是

其內心承諾跟隨救主的外在表現」（總會會長團信函鈊 1988 年 10 月

1 0 日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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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們自己組織

起來，準備好

一切必需的事物；

建膜一所家宅，

即祈禱之家，

禁食之家，

信心之家，

學罜之家，

榮耀之家，

秩序之家，

神之家」魧教約

88：119）。



5. 每個人都應該為個人的神聖崇拜作好準備。

我們在聖殿中的儀式進行前後及進行中鈊有許多機會沉思鈊以便與

天父及耶穌基督更加親近。每個人都有需要解答的疑問、需要減輕

的重擔鄫以及需要解決的難題。許多人已將聖殿視作遠離俗世鈊與

天父溝通的處所。許多人已在聖殿中找到答案、平安鈊和喜樂。

泰福•彭蓀會長說：「聖殿是接受個人啟示的地方鈊當我為某一問

題或困難所苦時鈊就帶著內心的醴禱到主的殿去醴求解答鈊這些解

答會以清楚而不被誤解的方式出現」（「我希望你們教導子孫這些關

乎聖殿的事」鈊聖徒之聲鈊 1986 年 4/5 月鈊第 4 頁鏡。

說明我們在聖殿中可以提交有特殊困難者的名單鈊使那些去聖殿的

人可以為這些人共同獻出信心、醴禱。

芏一次進聖殿之特別準備事項

下面的資料將有助於每位第一次進聖殿的人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鈊

確使這次聖殿之行能提升靈性。與班員討論適用於他們情況的資料。

1. 聖殿推薦書。取得一張聖殿推薦書。去聖殿務必攜帶聖殿推薦

書鈊因為只有持有效推薦書的人可進入聖殿。只要你生活配稱鈊

該推薦書將容許你在未來兩年內自由進出教會的每座聖殿。更

新聖殿推薦書時鈊你必須和主教團一員（或分會會長鏡及支聯

會會長團一員（或傳道鑑會長鏡面談。

2. 能畫及安排此行。去聖殿接受恩道門教儀或印證教儀前鈊先打電

話至聖殿安排時間。查明何時必須抵達聖殿鈊停留的時間應有

多長鈊以及需要攜帶的物品。必要時請求翻譯協助。

3. 旅行能畫。如果你家離聖殿很遠鈊應該考慮下列事項：

第 6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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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安排交通、住宿和用餐。可能的話組團前往是比較好的。

● 若有需要鈊安排兌換聖殿所在地之國家的錢幣。

● 攜帶足夠的旅費以支付所有的開銷。你可能需要再買幾件加門、

租用聖殿服裝鈊並支付住宿費及旅費。（注意：許多聖殿並不提

供服裝的租用。總會會長團鼓勵所有教會成員購買自己的聖殿

服裝。鏡

4. 服裝。你應穿著出席安息日聚會的服裝。女性不應穿著褲裝到聖

殿去。

5. 伴隨者。所有第一次去聖殿的人可以有一位伴隨者陪同。可以找

已去過聖殿的同性親友鈊聖殿工作人員也可以提供協助。聖殿

工作人員隨時都會提供親切的指引。

6. 印證工作。如果你計畫為已逝的祖先進行印證鈊應該攜帶填寫好

的家庭資料表到聖殿。要印證的家庭鈊必須先填妥家庭資料表鄫如

果你與配偶要舉行印證鈊或著是有孩子要印證給你鈊你必須備妥

自己的家庭資料表。如果要結婚鈊則需遵從當地一切民法鈊並攜

帶有效的結婚證書。請仔細閱讀聖殿和家譜事工成員指南（34697
2 6 5鏡鈊以進一步了解如何為活人與死者提供聖殿教儀。你也可

以聯絡即將前往之聖殿的聖殿紀錄員。

7. 照顧兒童。如果兒童要到聖殿參與印證儀式鈊在進印證室和你一

同印證之前鈊他們會在聖殿青少年中心接受照顧。聖殿會提供兒

童參與儀式所穿的白色服裝。印證儀式完畢以後鈊他們會回青少年

中心等候。除了印證的兒童以外鈊聖殿不提供兒童看護。

8. 聖殿加門。進聖殿以前要買一、兩套聖殿加門。進聖殿之前不要

穿著加門。等你接受了恩道門教儀並且知道了你想要的尺寸和質

料之後鈊再多買幾套加門。有些人喜歡將最初購買的加門先洗過

確定合身後才會續購。聖殿加門由教會製作鈊可在教會的發行

鑑門購得。

準備進入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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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聖殿服裝。總會會長團鼓勵教會成員購買、穿著自己的聖殿服

裝。在一些聖殿裡鈊可以少許的費用租用聖殿服裝鈊但是教會

成員最好自備聖殿服裝並自行保管。主教（分會會長鏡可提供

購買聖殿服裝的地點資訊。

姊妹可以著結婚禮服執行聖殿婚姻鈊但禮服應該是白色、長袖

的鈊款式及質料都應得體。禮服不要有拖紗鈊也不要過分裝飾。

結論

為聖殿事工的神聖性作見證。表達你很高興看見班員準備進入聖殿。

請一個人作閉會醴禱。

上完這一課鈊班員及教師應盡可能一起去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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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的天父制定

了聖殿教儀……

使你、我可以

得到超升，……

住在高榮國度」

魧海樂•李會長）。



目標

追蹤班員第一次去聖殿的情形鈊協助他們準備好一生都享有聖殿的

祝福。

準備事項

1. 準備好使這次課程成為分享的時間。大多數班員會想要討論他們

第一次去聖殿的情形。

2. 指派一位班員準備唸教義和聖約 1 1 0 ： 1 - 1 0 並分享他（她鏡對

這幾節經文的感受。

3. 指派一位班員扼要說明準備進入聖殿第 23-24 頁鈊有關以來加這

鑑分的內容。

4. 準備回答第一次去聖殿可能會產生的問題鈊但不要討論只能在

聖殿中討論的問題或資料。如果有這種問題鈊鼓勵班員個人計

畫再去一次聖殿。

課程講介

請一個人作開會醴禱。

問班員是否有任何問題。依循主的靈的指引鈊運用充分的時間盡可能

回答問題。切記聖殿事工的某些鑑分不可在聖殿以外的地方討論。

熱愛去聖殿服務

● 你在聖殿時有何感覺?

說明聖殿服務會使那些常去聖殿的人生活中獲得源源不斷的祝福。

告訴班員鈊趁著他們對聖殿經驗記憶猶新鈊可將他們對聖殿的感覺

寫在日記裡。提醒班員鈊他們雖然可以寫下感受鈊但不應將不可在

聖殿以外討論的聖殿事工的一些細節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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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享有去聖殿

的祝福7
「因為看啊，我已

接受這家宅，我

的名將在這裡；

我必仁慈地在這

家宅中向我人民

顯示我自己」

魧教約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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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如何在一生中一直熱愛去聖殿服務?

將班員的意見寫在黑板上。你也可提出下列意見：

1. 每天沉思聖殿裡的經驗。

說明有些人比別人更有機會去聖殿。但是一旦我們去過聖殿並在那

裡感受到聖靈鈊就應該每天利用機會沉思聖殿儀式鈊並思考我們所

鑲的聖約。這麼做會使我們每天都受到鼓勵鈊因而有更正義的思想

及行為。

我們無法記得聖殿的每件事鈊但是每次去聖殿之後鈊我們應盡量試

著記得一切。我們還應該研讀與聖殿有關的經文以及先知的話語鈊

其中有些鑑分已在本課程中提及。

可以請一位班員扼要說明以下準備芩入聖殿第 10 頁的一段話：

「你無法在初次進入聖殿時就完全瞭解聖殿儀式鈊你只能瞭解其中

一鑑分。你若一而再鈊再而三地回去聖殿學習鈊你將逐漸明白那些

使你煩惱、使你困惑鈊或使你覺得神秘之事。……

「你若有機會到聖殿參與恩道門教儀鈊或目睹印證鈊要沉思你所見

到的事。由聖殿回來後鈊要在心中思索這些事鄫安靜地、虔敬地回

想鈊你將發現你的知識增加了。

「聖殿經驗的重要價值之一鈊就是它把神創世的目的鈊全盤展示出

來。我們去過聖殿後（並且能一再回去恢復我們的記憶鏡就會明白

生命諸事都符合神的救恩計畫。我們能以正確的眼光看清我們身在

何方鈊一旦偏離正道鈊亦能很快察覺。」

2. 記住鈊聖殿崇拜的核心是救主耶穌基督

經文教導著鈊建造聖殿的重要理由是「讓人子有地方向祂人民顯現」

（教約 109 ： 5鏡。聖殿裡的象徵和儀式幫助我們一心專注於救主。

說明救主的確在嘉德蘭聖殿親自顯現。當時祂向約瑟•斯密和奧利

佛•考德里顯現鈊接納這座聖殿為祂的屋宇。這次的造訪記載在教

義和聖約 110 ： 1-10 。請受到指派的班員唸這段經文並表達對這段

經文的看法。

● 救主應許給建造聖殿及前去聖殿的人什麼樣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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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殿裡蒜家庭永恆印證在一起

請班員唸瑪拉基書 4 ： 5-6 。

請指派的班員扼要說明準備芩入聖殿第 23-24頁有關以來加的內容。

說明以來加已回到世上復興了聖職權鑰鈊使得家庭可以在聖殿中永

恆印證在一起。

請班員複習教義和聖約 110 ： 13 -16 。然後請一位班員唸出以下準

備芩入聖殿第 28 頁的一段話：

「從 1 8 3 6 年 4 月 3 日那一天起鈊子孫的心開始轉向他們的祖先。教

儀不再為暫時的鈊而是永恆的。我們有了印證的權力。沒有其他權

柄比印證權力更有價值。該項權力使得一切以適當權柄為生者和死

者所施行的教儀鈊具有意義和永久性。」

在馬太福音 1 6 ： 1 9 中鈊記載了救主和使徒彼得談話時鈊敘述了印

證的力量。請班員讀這節經文。

說明今日教會先知暨總會會長亦持有同一權鑰。「現在本教會持有

這項神聖的印證權力。凡知道此一權柄的重要性者鈊莫不將之視為

極神聖鈊極珍惜所持有的此一權柄。有史以來鈊世上只有極少數人

持有印證權力鈊而在每座聖殿中鈊僅有極少數持有印證權力的聖職

弟兄。這權力僅能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先知、先見、啟示者

和總會會長而來鈊或是經由他委派去授與此權力的人而獲得」（準

備芩入聖殿鈊第 24 鈊 26 頁鏡。

說明印證教儀包括夫妻印證和父母子女的印證。父母在聖殿中印證

後鈊所生的子女就是出生在父母印證的聖約中鈊不需要再次印證給

他們的父母。

● 你認為在聖殿中印證在一起鈊對一個家庭日常的思想行為有何影

響?

● 你認為聖殿印證會使一個家庭蒙受哪些祝福?

持續享有去聖殿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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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興格萊會長說：「有哪對相愛的男女不渴望能永遠在一起 ?
曾經失去子女的父母鈊有誰不渴望將來能再擁有這孩子 ?真正相信

永生的人會懷疑天上的神不賜給祂的兒女最寶貴的恩典：家人之間

所感受到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愛嗎 ?絕不會的。有誰不希望家庭關係

死後還能繼續存在 ?此乃人之常情鈊而神已經啟示了一條道路鈊以

成全世人的願望。主的屋宇中所執行的神聖教儀鈊其目的就在此」

（「為什麼要有這些聖殿?」鈊聖殿，耶穌基督後期教會鈊第 17頁鏡。

聖殿讓我們有機會為已逝的人服務

請班員唸俄巴底亞書 1 ： 21 。

先知約瑟•斯密說明了教會成員如何成為錫安山上的拯救者：

「〔聖徒〕怎樣成為錫安山上的拯救者呢 ?藉著興建聖殿鈊建造洗禮

池鈊並前去為他們所有已逝的祖先接受所有的教儀、洗禮、證實、

洗濯、膏抹、按鑲及加諸於他們頭上的印證權力鈊救贖他們鈊使他

們得以在第一次復活中起來鈊獲得超升而登上榮耀的寶座鄫這就是

使祖先的心轉向子孫鈊子孫的心轉向祖先的鏈條鈊如此便完成了以

來加的使命」（參閱約瑟•斯密先知的教訓鈊第 330 頁鏡。

說明天父已準備了一個方法鈊讓那些還沒有接受福音救恩教儀便死

去的人接受這些教儀鈊這是祂救恩計畫的一鑑分。在靈的世界的人

有機會聆聽福音。他們可以在那裡接受福音鈊但是無法親自接受福

音教儀。主吩咐我們在神聖的聖殿裡為他們執行這些教儀。我們應

特別努力從事家譜工作鈊才能代替自己的祖先接受教儀。

在聖殿裡為死者執行的教儀包括洗禮、證實、聖職按鑲、恩道門鈊

以及夫妻和父母子女的印證。

我們應視情況許可經常回去聖殿鈊以便為已逝的人執行教儀鈊為他

們服務。我們會讓我們服務對象的生活蒙福鈊也會使我們自己的生

活蒙福。聖殿和家譜事工成員指南（34697 265鏡提供了如何從事家

譜工作鈊並為祖先執行教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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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中替代教儀

的執行，必須具有

夫子在世時那樣

無私奉獻和犧牲

的精神」魧多馬•

孟蓀會長）。



多馬•孟蓀會長說：

「了解聖殿恩道門與印證教儀會使我們家庭成員更親近鈊也會使我們

更有渴望讓已逝的親人獲得同樣的祝福。……

「聖殿中替代教儀的執行鈊必須具有夫子在世時那樣無私奉獻和犧

牲的精神。我們記念祂時鈊就更容易在這件重要事工上盡我們的本

分。每當我們凝視這些神聖的屋宇鈊願我們都會想到聖殿中所蘊涵

的永恆機會鄫這機會不僅是給我們的鈊也給我們已逝的親人」

（Pathways to Per fection [1973],  206- -7鏡。

結論

強調去聖殿既能讓我們為別人服務鈊也能讓我們繼續獲得更偉大的

靈性知識。分享下列這段話：

「沒有任何工作會比聖殿事工和支持這事工的家譜研究更能保護本

教會的了。沒有任何工作比聖殿事工更能滌淨我們的靈性。沒有任

何工作比聖殿事工更能給我們力量。沒有任何工作會要求我們更高

的正義標準。……

「如果我們接受了有關聖殿教儀工作的啟示鈊如果我們毫無隱瞞或

問心無愧地訂下我們的聖約鈊主就會保護我們。我們會得到足以應

付生命中各種挑戰的靈感。……

「因此鈊要去聖殿──來獲取你的祝福。這是神聖的事工」（準備芩

入聖殿鈊第 37 頁鏡。

最後以分享見證結束課程。鼓勵班員經常回到聖殿鈊好使他們獲得

主的靈的教導。

你可提到鈊班員可在教會的發行中心購買主的山（Mountain  o f
the Lord ,  53300 鈊英文版鏡光碟回家觀賞。這鑑片長 73 分鐘的影

片談到鹽湖聖殿建造的故事。

請一個人作閉會醴禱。

持續享有去聖殿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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