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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目标

本课程的设计是为了帮助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准备获得

圣殿推荐书，并且进入圣殿，去过圣殿的成员也可以参与本课

程，学习更多圣殿的事。

班员

本课程的班员应有渴望去圣殿，并配称获得圣殿推荐书。如果他

们还没有获得推荐书，应该准备申请。

倘若班员尚未参加过讨论《福音原则》课本的主日学班级，我们

建议（但非规定）他们先去上该班的课，再参加本课程。上此课

程之前，班员应对基本的福音教义和原则有适度的了解，并且乐

意遵守神的诫命，如贞洁律法、守安息日为圣、智慧语，及什

一奉献律法等。配称和努力追求个人正义是参与圣殿教仪所必需

的。

支会或分会议会可在主教或分会会长的指导下，讨论在巩固家庭

及协助弟兄准备接受麦基洗德圣职的各项努力中，运用这个课程

的方法。

主教（分会会长）或支／分会中的另一位麦基洗德圣职领袖应个

别邀请每位班员参加这个课程。

时间与地点

上课的人数多寡不拘，但在支会或分会层级通常应为小班制。可

在教堂或家里授课。教导的地点、时间和次数应方便班员及教

师。

本教材分为七课，但教师应依班员的需要安排上课时间。每一课

可能要用一节课以上的时间来讨论。

教材

每位班员上课时都应准备经文。此外还要携带《准备进入圣殿》

(36793)小册子，这本课程的学生补充教材，在整个课程当中时

常需要参阅，因此应要求班员在上本课程的几周内阅读这本小册

子。

教师

可召唤个人或已婚夫妇担任此课程的教师。教师对福音应有坚强

的见证并且敏于接受圣灵的提示，同时应已接受恩道门教仪、持

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并了解圣殿内所教导事物的重要及神圣。

可能的话，教师应在班员接受圣殿教仪时陪同他们进圣殿。

给教师的建议

教会成员在进入圣殿之前，应该做好灵性方面的准备。在这项准

备中，他们对于有关救恩计划以及圣殿事工这两方面的教义应有

充分的了解。你拥有特权在这项准备中帮助他人，引领他们接受

生命中最神圣的经验。要敏于留意圣灵的提示，使你能以最好的

方式向班员讲授课程教材。请记住主的告诫：“灵必借着信心的

祈祷而给你们；你们如果没有接受到灵，就不要教导”。(教约		

42：14).

在上第一课以前，请将本手册从头到尾阅读一遍，以便了解如何

灵活运用教材。每个课程应事先充分准备，明白其中的观念而能

够流畅地讲述。教导这些课程时，要确定班员完全了解某课的观

念后再继续下一课。不要赶课。对班员要有耐心；让班员思考其

中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有所回应。

每次上课前，或课堂上的任何时刻，要给班员机会提出问题及交

换看法。帮助班员在生活中运用所学习到的原则。使用经文及近

代先知的教导回答问题，或者借着主的灵的引导来回答。

在上课的全程中，都要谨记圣殿教仪的神圣本质。如同下列陈述

所说明的，圣殿事工的某些部分不可在圣殿以外的地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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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圣殿外不讨论圣殿内的教仪。这些圣殿教仪的知识并未蓄

意局限给被拣选的少数人，要他们保密不透露给他人。事实上

正好相反。我们力劝人人都能配称而且准备好获得进入圣殿的经

验。……

“圣殿的教仪和仪式并不复杂，是美好而神圣的。这些神圣的教

仪被保密以免让尚未准备好的人知道”(《准备进入圣殿》第	2	页)

。

要努力巩固你对圣殿的见证，并且经常向班员见证你所教导的原

则是真实的。也给班员适当的机会作他们的见证。

永远谨记圣殿事工极为重要。培道·潘长老说：“教仪与圣约

成了我们获准到神跟前的凭据。配称地接受教仪与圣约是终

生所要追求的，而接受之后加以持守，就是今世的考验”(参

阅	1987	年	7	月，第	20	页《圣徒之声》，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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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帮助班员了解圣殿中教导救恩计划。

准备事项

1.	上课之前，准备用黑板或海报展示一份尚未填写的救恩计划表

（见第	3	页）。（你可以为每位班员制作一份类似的空白表

格，以便上课讨论时供他们填写）。

2.	确使每位班员备有标准经文。也提供每位班员一本《准备进入

圣殿》小册子。应事先订购这些小册子作为教材的一部分。

3.	可以指派几位班员协助你进行课程的第二部分。你可以邀请一

位班员，提供他（她）救恩计划各部分（前生、坠落等）所提

到的参考经文，并请他（她）在上课前作准备，以便在课堂中

扼要说明这些经文所教导的救恩计划。

4.	若能取得第一阶段录影带（53779），可播放其中“人类寻求幸

福”这段影片，片长	13	分钟。

课程讲介

圣殿是灵性的学府

请一个人作开会祈祷。

说明每一课都会使用到经文；鼓励班员每次上课都要携带经文。

分发《准备进入圣殿》这本小册子给每位班员，说明这是本课程的

学生补充教材。课程当中时时会讨论到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所以每

位班员都应在上课的几周内加以研读。

圣殿教导伟大的救恩计划1
“认识你独一的
真神、并且认识
你所差来的耶稣
基督、这就是永
生＂(约翰福音第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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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指派班员协助你，安排他们讲解关于救恩计划的知识。说

明这项讨论将着重在下列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为何来到世上？

死后要去哪里？

前生

1.	我们是天父（即神）灵体的儿女；来到世上以前，我们与他同

住(见罗马书	8：16-17）。

2.	天父在天上召开了一场大会议（见亚伯拉罕书	3：22-23），为

我们永恒的进步与幸福提出了一项计划，称为救恩计划；而我

们选择了遵从他的计划。

3.	为了符合这项计划，天父的长子耶稣基督自愿成为我们的救主	

(见摩西书	4：2﹔亚伯拉罕书	3：27）。

4.	神的另一个孩子路西弗背叛了天父的计划，“寻求破坏……

世人的选择权”。他和他的跟从者被逐出天庭，无权获得骨肉

的身体和尘世经验。好几个世代以来，如今被称为撒但的路西

弗，一直诱惑人们作恶，试图让他们变得像他一样悲惨(见摩西

书	4：1，	3-4﹔尼腓二书	2：17-18）。

坠落

1.	亚当与夏娃蒙拣选成为天父最先来到世上的儿女；他们被安置在伊

甸园中。那时他们的身体不会死亡（见摩西书	3：7-8，21-23）。

2.	亚当和夏娃选择吃神禁止他们吃的果子。结果，他们从神前

被逐出。这种与神分开的状态称为属灵的死亡。他们成为必死

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肉体最后会死亡。他们也开始可以生育子

女。这种转为必死状态的改变就是所谓的坠落（见尼腓二书		

2：19-25﹔教约	29：40-41）。

课程一开始，先说明圣殿是灵性的学府；圣殿帮助我们对人生目的

与救恩计划有更深的认识。

请班员阅读下列引文，其中阐明了我们在圣殿中所学的一些事情：

戈登·兴格莱会长说圣殿“成为神美妙和神圣训喻的学校。这里有

慈爱的天父为他所有世代的儿女所拟定的计划，这里有从前生、今

生到来生的永恒旅程的蓝图。愿意聆听的都可以清楚明白地蒙受伟

大、基本真理的教导”（参阅“盐湖圣殿”《圣徒之声》，1993年

11	月，第	5-6	页）。

百翰·杨会长教导，所谓的圣殿恩道门教仪带给我们获得永生所需

的教导：“你们的恩道门就是接受主的殿中所有必要的教仪，所以

你们离开今生以后，能够……回到父的面前”（《总会会长的教

训：百翰·杨》，第	301	页）。

请班员读约翰福音17：3。

	·关于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重要知识，这节经文有何教导？

说明我们在圣殿里可以更了解天父和耶稣基督，也能够与他们更加

接近。我们会认识他们为我们所作的计划，这些计划在经文中有着

不同的称呼，如救赎计划或救恩计划等。

	·到目前为止，哪些事情协助你学习救恩计划？

	·你对救恩计划的了解如何使你的生活蒙福？

我们在圣殿蒙受救恩计划的教导

说明救恩计划的教导是圣殿恩道门的一环。本课的这一单元将帮助

学生准备好了解圣殿里的这些教导。

指出黑板上的空白表格并复习下列资料，使用经文帮助班员了解这

些观念。讨论经文时，把适当的经文写在表格上（见第	5	页已完成

的表格）。如果班员有自己的表格，请他们把经文章节写在自己的

表格上。

 

“我们要借此验
证他们，看他们
是否愿意做主他
们的神命令他们
的所有事情”(亚
伯拉罕书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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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荣国度是留给那些遵守诫命、接受教仪，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

心克服一切事物，而变得心地纯洁的人（见教约	76：50-70）。

请班员回答下列问题：

	·你所学到的救恩计划，其中有哪些是你以前不知道的？

	·想到耶稣基督在这伟大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你有何感想？

	·我们如何向天父和耶稣基督表示我们对这项计划的感谢？

为了强调救主的赎罪在救恩计划中极为重要，请将信条第	3	条写在

已完成表格的下方。

结论

强调圣殿提供我们有关这项计划的知识，这些知识将伟大的祝福带

进我们的生活中。为你了解救恩计划并遵行福音原则所获得的祝福

作见证。

可以播放“人类寻求幸福”这段影片作为结束。

请一个人作闭会祈祷。

今生

1.	凡是在前生选择遵从天父计划的人，都借着出生到世上而获

得骨肉的身体。今生我们会受到考验，看我们不在天父身边

时，是否愿意在生活中运用信心并遵守他的诫命（见阿尔玛书		

34：32﹔亚伯拉罕书	3：24-26）。

2.	在今生，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要跟随神或跟随撒但（见尼腓二

书	2：27）。

死亡与复活

1.	死亡时，我们的灵会进入灵的世界，身体则留在尘世。

灵体与身体分开的这段时期会持续到复活的时候为止。义

人的灵会进入平安幸福的境地，即所谓的乐园。恶人的灵

会被安置在黑暗的境地，有时被比作灵监（见阿尔玛书		

40：9-14；亦见彼得前书	3：19）。

2.	耶稣基督的赎罪与复活，为全人类提供了道路，借着复活而克服

肉体的死亡。复活是指灵体与完美的身体将永远结合（见哥林多

前书	15：22﹔尼腓二书	9：10-13﹔阿尔玛书	11：42-44）。

3.	耶稣基督的赎罪也为我们提供了道路，使我们的罪得被赦免、

涤净，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他同住。救主在客西马尼园中，

也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的罪受苦。由于他的赎罪，我们才能悔

改我们的罪并得到宽恕。我们若遵行福音，便有资格获得永生

的恩赐，并成为像他一样（见摩赛亚书	3：5-12）。

不同荣耀的国度

复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分派至不同荣耀的国度。正义的人将比

不遵守神诫命的人享有更多的快乐与祝福（见哥林多前书	15：35，	

40-42）。

1.	低荣国度的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接受耶稣或神的先知

的见证，他们过着罪恶的生活（见教约	76：81-88，98-103）。

2.	中荣国度的人在世上品德高尚却受蒙蔽，也有些人没有勇敢地

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见教约	76：71-79）。

“我们信经由基
督的赎罪，全人
类都可以借着服
从福音的律法和
教 仪 而 得 救 ” 
（信条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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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带来平安”（“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1997	年	1	月，《圣

徒之声》，第	54	页）。

一起念下列经文：

教义和圣约	42：22-24（主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不要追求别

人；他也吩咐我们不要奸淫）。

教义和圣约	121：45（主吩咐我们“不停地以美德装饰〔我们的〕

思想。”）

提摩太前书	4：12（我们要作纯洁的榜样）。

尼腓一书	10：21（没有不洁的东西能和神在一起）。

信条第	13	条（我们信我们要贞洁、有品德）。

	·主为何如此强调道德清白？

	·我们在周遭世界中可以看见不道德所引起的哪些后果？过道德

清白的生活有哪些祝福？

请班员注意你在黑板或海报上所写的引文（见本课的“准备事项”）。

	·这项劝告如何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子女抗拒世俗的诱惑，过着道

德清白的生活？

什一奉献

请班员读教义和圣约	119：4。

指出总会会长团曾就确实的什一奉献作过以下说明：“我们所知

最简要的声明是主本人的声明，即教会成员应缴付‘每年所增

加的十分之一’，这指的是收入的十分之一”（总会会长团信

函，1970	年	3	月	19	日）。什一奉献基金是用来建造教堂和圣殿、

支持传道事工，以及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

分享以下雅各·傅士德会长所说的话：

“什一奉献的原则与全世界教会成员的个人幸福息息相关，无论他

们是贫是富。什一奉献是一则牺牲的原则，是打开天上窗户的钥

匙。……不缴什一奉献的教会成员并不会丧失成员的身分，他们

只会失去祝福”（“敞开天上的窗户”，1999	年	1	月，《利阿贺

拿》，第	68-69	页）。

“我心中最大的
愿望就是每位教
会 的 成 员 都 能
配 称 到 圣 殿 。
我希望每位成人
成员，……都会
配称得到并持有
有效的圣殿推荐
书”（豪惠·洪
德会长）。

目标

帮助班员了解他们必须配称才能进入圣殿。

准备事项

1.	事先邀请主教（分会会长）在课堂上讲解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过

程。讲解的参考资料载于第	10-11	页“取得圣殿推荐书的过程

是一项祝福”这部分。如果主教没有空，则请一位咨理来讲解。

2.	将下列引文写在黑板或海报上：“我邀请所有教会成员要在生活

中更加注意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及榜样”（豪惠·洪德会长，“又

宝贵又极大的应许”，1995	年	1	月，《圣徒之声》，第	8	页）。

课程讲介

请一个人作开会祈祷。

问班员是否有任何问题。依循主的灵的指引，运用充分的时间尽可能

回答问题。切记圣殿事工的某些部分不可在圣殿以外的地方讨论。

说明进入圣殿的人都必须借着遵行福音、遵守诫命来表示对天父和

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必须道德清白、缴付十足的什一奉献、遵守

智慧语、守安息日为圣，并努力在其他各方面都正义地生活。他们

也必须与主教（分会会长）和支联会会长（传道部会长）面谈，证

明自己配称获得圣殿推荐书。本课所要复习的几项福音原则和诫命

是班员为配称进圣殿所必须遵行的。

道德清白

说明主和他的先知一再教导道德清白极为重要。戈登·兴格莱会长

教导：“我们相信婚前要守贞，婚后也要绝对忠贞。整体而言就是

这样。这是生活幸福的法门，是通往满足的道路。它为人心、也为

我们必须配称进圣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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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禁止我们使用茶、咖啡、酒、烟草等会养成恶习的物品，它

们像会致瘾的毒品一样，会阻碍灵性沟通的细腻感觉。

“不要忽视智慧语，否则会使你失去应许给遵守者的‘知识的大宝

藏，甚至隐藏的宝藏’。这些宝藏是应许给遵守智慧语的人的；健

康的身体则是附加的祝福”（“个人的启示──恩赐、考验及应

许”，1997	年	6	月，《圣徒之声》，第	12	页）。

安息日

一起读出埃及记	20：8-11。

说明主的人民一直受到吩咐要守安息日为圣。主已应许这么做的人

将蒙受伟大的祝福。

请班员读教义和圣约	59：9-13。

	·主指示守安息日为圣的主要理由为何？

	·教义和圣约	59：9-13	指导我们在哪些方面守安息日为圣？

	·那些确实遵守安息日的人会得到哪些应许的祝福？

在这部分讨论中，分享以下雅各·傅士德长老所教导的原则：

“神为何要求我们守安息日为圣？我想至少有三点理由。首先是身

体需要休息及更新。……

“依我所见，第二个理由更具意义，这和我们灵体的强化及更新有

关。……

“第三个理由也许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就是透过遵守诫命来表达对

神的爱。那些不问理由，只为了爱主而遵守诫命的人是深受祝福

的”（“主的日子”，1992	年	1	月，《圣徒之声》，第	35	页）。	

	·你的生活中有哪些祝福是因为守安息日为圣而获得的？

请班员承诺遵行今天所讨论的诫命：道德清白、什一奉献、智慧

语，以及守安息日为圣。如此他们更能准备好去圣殿，获得主更丰

盛的祝福。

与班员复习下列经文：

利未记	27：30（什一奉献是主的；它归主为圣。）

玛拉基书	3：8-11（我们不缴纳什一奉献就是掠夺神；神将丰盛地

祝福缴付什一奉献的人。）

	·你因为缴付什一奉献而获得哪些祝福？

	·不缴付什一奉献为何就是掠夺神？（见教约	104：14）

说明成员在每年的什一奉献年终结算时都要与主教（分会会长）面

谈，向主教（分会会长）说明是否已缴付十足的什一奉献。这项面

谈使成员有机会评估自己遵行这条重要诫命的情形如何。

智慧语

说明主期望在我们可以进入圣殿之前，先除去灵性及身体方面导致

生活不洁净或不健康的行为。

阅读下列所有的经文或其中一部分：

哥林多前书	3：16-17（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不应受到玷污。）

教义和圣约第	89	篇（这项启示即所谓的智慧语。第	1-9	节讨论我

们不应该食用的东西；第	10-17	节说明哪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有

益；第	18-21	节叙述主对遵守他诫命之人的应许。）

	·今日世界上有哪些事物会影响我们，使我们违反智慧语中所赐

的诫命？

	·我们如何帮助自己和子女遵守主的健康律法？

请班员读教义和圣约	29：34。

	·你认为遵守智慧语如何赐给我们灵性与身体上的祝福？

	·遵守这些诫命可能会让我们获得哪些“知识的大宝藏”（教约

89：19）？

分享以下培道·潘会长所说的话：

“你在灵性方面所学的，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你如何对待你的身

体，因此智慧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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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疑惑，不知该不该与主教（分会会长）讨论某事，那么可能就

该加以讨论。

离婚者在取得圣殿推荐书之前，可能需要主教（分会会长）和支联

会会长（传道部会长）的许可。他们必须一直恪遵离婚协议，包括

继续给付赡养费用。

申请圣殿推荐书的成员与主教团一员（或分会会长）面谈之后，必

须与支联会会长团一员（或传道部会长）面谈。有些人也许不明白

为何需要如此。事实上，申请圣殿推荐书时就是在征求主的同意进

入圣殿。我们有权在两位见证人，即主所授权的仆人面前证实我们

配称。在主的仆人面前证实我们配称进入圣殿，对我们而言是一项

祝福。.

结论

为了强调配称进入圣殿及随时携带有效圣殿推荐书的重要，请温习

以下豪惠·洪德会长所说的话：

“我……邀请教会成员将主的殿做为他们成员资格的美好象征，以

及他们极神圣之圣约的至高处所。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位教会

的成员都能配称到圣殿。我希望每位成人成员，即使无法立刻或

经常前往最近的圣殿，都会配称得到并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

（“豪惠·洪德会长──鹰的道”《圣徒之声》，1994	年	9	月，

第	4	页）。

见证当你生活配称而进入圣殿时，在生活中蒙受祝福。

请一个人作闭会祈祷。

取得圣殿推荐书的过程是一项祝福

说明每位成员去圣殿之前，必须先被评定为配称获得圣殿推荐书。

如同下面这段话所说明的，取得推荐书的过程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

蒙福：

“主教有责任询问我们个人配称的问题，此面谈对于本教会的成员

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良机，使你能与主所按立的仆人，共同检

讨你的生活状况。如果你做错任何事，主教会帮助你解决。经由此

一程序，即你与以色列法官商议之后，你就能表明自己的配称，或

接受协助而使自己配称，蒙主许可进入圣殿”（《准备进入圣殿》，

第	3	页）。

说明第一次申请圣殿推荐书以及计划在圣殿中结婚的人要与主教	

（分会会长）和支联会会长（传道部会长）面谈；若要更新圣殿推

荐书，则可和主教团及支联会会长团的咨理面谈。

这次可请主教（分会会长）或一位咨理向班员讲解圣殿推荐书的

事，讲解者不应当众宣读正式面谈时所问的问题，但是可以让班员

大致了解圣殿推荐书面谈的情形。以下的叙述可作为指南：

申请圣殿推荐书的成员对天父、主耶稣基督，和圣灵应有见证。他

们应该支持主的先知、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当地的教会领

袖。他们不应同情反叛教会，或在行为教导上悖离福音的团体或个

人，也不应当与其来往。

申请圣殿推荐书的人应忠信地出席圣餐聚会、圣职聚会和教会其他

聚会。他们应诚实履行经由圣职权柄而赋予他们的召唤。他们应努

力遵守主所有的诫命，包括缴付十足的什一奉献、言行诚实，禁绝

茶、咖啡、酒、烟草，和其他有害且会上瘾的物质。

他们应过纯洁高尚的生活，遵守主的贞洁律法，不与合法结婚之配

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在属灵和物

质方面应符合福音原则，不应在灵性、身体、心理或情感上虐待他

人。

他们必须愿意坦承罪并弃绝之。早在进行圣殿推荐书面谈之前的一

段时间，他们就必须向主教（分会会长）坦承严重的罪，如道德上

的违诫、虐待家人、参与叛教团体或该类活动，或者严重违反当地

法律。如果一个人的良知，即所有人皆蒙得的基督之光，让他内心

“我……邀请教
会成员将主的殿
做为他们成员资
格的美好象征，
以及他们极神圣
之圣约的至高处
所”（豪惠·洪
德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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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会幕：出埃及记	40：1-2，34-38

所罗门圣殿：历代志下：3：1-2；5：1

希律圣殿：马太福音	21：12-15

尼腓圣殿：尼腓二书	5：16﹔摩赛亚书	1：18﹔尼腓三书	11：1

说明由于叛教，所有这些圣殿的真正用意最后都丧失殆尽，圣殿也

遭到摧毁，荡然无存。圆满的圣殿事工已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在今

日复兴，将伟大的祝福带入我们生活中。

布司·麦康基长老说：“依灵感启示建造圣殿及正确使用圣殿，正

是主的事工之一大明证……凡有圣殿之处，并有蒙受启示之灵的人

在内主理，就有主的人民在那个地方；若非如此，教会和神国及天	

上的真理就不在那里”（“成员身分的美好象征”，《圣徒之声》，	

1994	年	11	月，第	4	页）。

配称进入圣殿的人蒙应许获得伟大的祝福

圣殿，或主的屋宇，是我们为高荣国度的超升作准备的地方。我们

在那里学习更多有关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事。我们与他们订立圣约，

他们则应许给我们美好的祝福。

在教义和圣约中，主描述进入圣殿、生活配称恪遵圣殿圣约的人所

得到的一些祝福。其中有些祝福写在第	109	篇，嘉德兰圣殿的奉献

祈祷文中。这个祈祷文是约瑟·斯密透过启示而获赐的。

豪惠·洪德会长谈到这篇祈祷文：“由于主所赐给我们在他神圣圣

殿中使用的圣职权力，这篇祈祷文已不断应验在我们个人、家庭，

以及整个民族身上”（“成员身分的美好象征”，1994	年	11	月，

《圣徒之声》，第	5	页）。

豪惠·洪德会长引用了第	109	篇的几节经文。请班员念这些经文：

教义和圣约	109：10-12，22-23，59，67，72，75。请他们找出主

提到的祝福。

念完之后，请班员将他们找出的祝福列出来。把意见写在黑板上。

所提到的祝福可能包括下列几项：

目标

帮助班员了解，配称进入圣殿的人将获得主极大的祝福。

准备

1.	仔细复习本课所引用的经文，准备好带领全班讨论这些经文。

2.	可以准备让班员唱一首有关圣殿事工的圣诗，如“神啊，我爱

您家”（《圣诗选辑》，第	155	首），或是有关永恒真理的圣

诗，如“什么是真理”（《圣诗选辑》，第	173	首）。

3.	若能取得家人家庭晚会录影带（53736），可播放其中“圣殿为

永恒圣约而设”这段影片，片长	6	分钟。

课程讲介

请一个人作开会祈祷。

问班员是否有任何问题。依循主的灵的指引，运用充分的时间尽可

能回答问题。切记圣殿事工的某些部分不可在圣殿以外的地方讨

论。

古代就有圣殿事工

开始上课时，可以一起唱有关圣殿事工或永恒真理的圣诗。

说明主一直都吩咐他的人民建造圣殿。他已启示了圣殿内所要进行

的工作。

	·经文中提到了哪些圣殿或会幕？

邀请班员查考经文索引，找出有关圣殿或会幕的资料。可将班员的

答案列在黑板上。可以请班员复习下列经文：

圣殿事工将伟大的祝福
带入我们的生活

	3
“神圣的父，我
们祈求您，使您
的仆人能以您的
能力武装起来，
从这家宅出去，
使您的名能在他
们身上，您的荣
耀在他们四周” 
(教约 109：22）。



圣殿事工将伟大的祝福带入我们的生活

14 15

第 3 课

锡安亦存于后期时代。信条第十条中，主应许一个称为锡安的城市

将在美洲大陆建立。请班员读这项信条。说明分散的以色列人将在

这伟大的城市聚集（见教约	103：11-13）。

今天，本教会的成员受到劝诫：无论他们身在世上何处，都要配称

进入神圣的圣殿并建立锡安。我们也要让家成为像圣殿一样的地方

──纯洁、充满爱和个人启示。

	·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使心地更纯洁？

	·世俗的哪些方面有时候使人难以保持心地纯洁？

	·你可在哪些方面帮助家人或支∕分会成员变得心地纯洁？

说明凡订立并遵守圣殿圣约，终其一生努力变得心地纯洁的人，就

是能协助建立锡安的人。

结论

见证配称进入圣殿的人将得到主极大的祝福；这些祝福包括成为锡

安的人民。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配称得到这些祝福并努力使心地纯

洁。

可以播放“圣殿为永恒圣约而设”这段影片。

请一个人作闭会祈祷。

1.	主的荣耀会降临他的人民。

2.	主的仆人离开圣殿时会带着主的力量、主的名，及主的荣耀；

并且天使会看守着他们。

3.	主的仆人会将圣殿中的福音真理带到世界各端。

4.	支联会将组织起来，好让主的人民在此聚集。

5.	所有分散的以色列人将会学到真理，因而欢欣。

6.	圣徒的家庭和他们所有的病人、受苦难的人都将蒙得主的顾

念。

7.	主的国度将遍满大地。

8.	主的仆人将来会被提升而迎见主，并永远与他同住。

	·想到应许给配称进入圣殿、尊崇圣约的人的这些美好祝福，你

有何感想？

豪惠·洪德会长说：“可曾有任何民族蒙得如此激励人心及不可思

议的应许？难怪主希望他的门徒应以他的榜样及他的圣殿为指标方

向”（“成员身分的美好象征”，1994	年	11	月，《圣徒之声》，

第	5	页）。

在教义和圣约第	97	篇，主也作了与圣殿有关的应许。请班员念教

义和圣约第	97：15-21。

	·关于主的人民必须如何做才配得到他圣殿的祝福，第	15-17	节

有何教导？（要心地纯洁而且不容许任何不洁净的事物进入圣

殿。）

说明心地纯洁者被称为锡安。第	15-21	节教导：我们可以借着配

称进圣殿、努力使心地纯洁，不受邪恶玷污，以协助建立神的国

度。

	·在这几节经文中，配称而蒙锡安之名的人被应许会得到哪些祝

福？

说明古代有个城市名为锡安。这座城由先知以诺及他的人民所建

造。由于该城人民的正义，这座城被提升到天上（见教约	38：4﹔

摩西书	7：18-21，69）。

“是的，我必亲
自在那里，因为
我 要 进 去 ， 所
有 进 去 且 心 地
纯洁的人，必得
见 神 ” （ 教 约  
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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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班员读教义和圣约	84：19-21。

	·要使神性力量在我们生活中显现，什么是不可或缺的？（麦基

洗德圣职的教仪。此处经文所指的“较大圣职”是麦基洗德圣

职。）

请班员翻开《准备进入圣殿》第	29	页。请一位班员大声念出以下

这段话：

“教仪对于本教会的成员而言，有多重要呢？

“你们若没有这些教仪，能快乐、能被救赎、能超升吗？答案是：

这些教仪不仅值得争取、令人渴求，而且是必要的；甚至不可或缺

或极其重要都不足以形容。这些教仪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可以是说

至关紧要的！”

圣约

强调圣约是神与个人、或一群人之间订立的神圣协议。神设立一些

特定的条件，我们若遵守这些条件，他便应许祝福我们。我们若选

择不遵守圣约，就无法获得祝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遭受处

罚，作为不服从的后果。圣职的拯救教仪向来是伴随着圣约的。

	·到目前为止，你这一生中和主立过哪些圣约？（班员可能提到

我们每次领用圣餐时都会更新的洗礼圣约。）

	·我们受洗时立了哪些圣约？（见摩赛亚书	18：8-10；教约	20：	

37。）

强调我们与神立约时，即已表达了侍奉神的渴望及遵从他一切吩咐

的意愿。相对地，神应许给我们许多美好的祝福。我们必须订立圣

约并加以遵守，以便向永生迈进。

圣殿教仪和圣约

说明圣殿教仪包括活人与死者的恩道门和印证（圣殿婚姻的印证以

及父母和子女的印证）。死者的洗礼教仪和其他圣职教仪一样，是

在圣殿里执行。在圣殿教仪中，我们立下庄严的圣约，要将自己献

给神，协助建立他在世上的国度。

雅各·陶美芝长老谈到恩道门中所立的圣约：

“没有圣职的教
仪 和 圣 职 的 权
柄，神性的能力
就 不 会 向 肉 身
中的世人显示” 
（教约 84：21）
。

“我们立约献出
我们的时间、金
钱 及 才 能 ── 即
我 们 和 我 们 所
拥 有 的 一 切 ──
为了神在世上的
国 度 之 利 益 ” 
（《准备进入圣
殿》，第 35 页）。

目标

帮助班员了解圣殿教仪和圣约的重要。

准备

1.	可行的话，可以播放福音信息介绍录影带中的“同享永恒”

（53196）这段影片，片长约	27	分钟。

2.	可以准备请班员唱（“使我更加圣洁”《圣诗选辑》，第	71

首）。

课程讲介

请一个人作开会祈祷。

问班员是否有任何问题。依循主的灵的指引，运用充分的时间尽可

能回答问题。切记圣殿事工的某些部分不可在圣殿以外的地方讨

论。

我们在圣殿中接受教仪并立下圣约

说明我们在圣殿中订立的圣约，能够让我们重回神的面前。我们也

立约要遵行福音律法。以下提供一般教仪和圣约的资料，特别是关

于圣殿教仪和圣约的资料。

教仪

说明教仪是具有灵性意义及效力的神圣仪式。

请班员说出教会中一些教仪的名称。（他们可能会提到婴儿的命名

与祝福、洗礼、证实、圣餐、圣职按立，和圣殿教仪。）

说明由圣职力量执行的教仪是超升所不可或缺的。透过这些教仪，

我们才能在生活中获得神的力量。

接受圣殿教仪
和订立圣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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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班员读教义和圣约	82：10。

约瑟·斐亭·斯密会长说：“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遵守圣约，否

则主是不受约束的。主绝不破坏他的圣约。当他与我们之中的一位

立了约，就不会破坏这约。如果圣约要被破坏，必是我们破坏的。

但当圣约破坏后，他就没有责任赐给我们祝福，而我们也就接受不

到了”（参阅《救恩的教义》，第二卷，第	240	页）。[1954-56]﹐	

2﹕256-57）。

忠于圣约将带来平安与安全

说明圣殿是纷扰世界中平安神圣的殿堂。经常去圣殿并忠于圣约，

就会在生活中找到平安、安全，和指引。

尼尔·麦士维长老说：“只要我们能守住我们的圣约，圣约即可保

守我们灵性上平安”（1987	年	7	月，《圣徒之声》，第	56	页）。

	·到目前为止，你所立的圣约在哪些方面帮助你保持灵性上的平安？

指出我们在圣殿中立约要生活配称，以便回到天父和耶稣基督面

前。有时我们身处日常的困难当中，也许会怀疑是否能保持如此的

生活。

请班员念尼腓一书	17：3，13。

	·关于主如何在我们努力回到他面前时帮助我们，这些经文有何

教导？这些经文如何在你的生活中应验？

培道·潘长老说：“来到圣殿接受个人恩道门，跪在祭坛前接受印

证，就能过平凡的生活，做个平凡人──努力抗拒诱惑、屈于诱惑

而悔改，再次屈服，再次悔改，但是永远决心要遵守圣约。……总

有一天你会获得这个祝福：‘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

的快乐’（马太福音	25：21）”（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1991]﹐	257）。

豪惠·洪德会长邀请我们经常去圣殿，是“为了个人的圣殿崇拜祝

福，以及为了在神圣和圣化的围墙内所提供的圣化和安全。圣殿是

美丽之地、启示之地、平安之地，也是主的屋宇。圣殿归主为圣，

我们也应视为神圣”（1994	年	11	月《圣徒之声》，第	6	页）。

“恩道门的教仪包含个人的某些责任，诸如立约和承诺遵守严格的

美德和贞洁律法，要慈善，仁爱，宽容和纯洁；要将才能和物力贡

献于传布真理及提高人类道德；要始终献身于真理大义；以及要用

一切方法，努力帮助那伟大的准备工作，使大地能准备好迎接她的

君王──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接受每项誓约和负起每项责任时，

都附有应许的祝福，要忠于遵守条件才会实现”（《主的殿》，

第	84	页）。

你可以把刚才说过的圣约写在黑板上加以复习。强调我们可以立约

成为正义和纯洁的人，也可以立约奉献我们的一切建立主的国度。

读出下列这段话：

“我们是约民。我们立约献出我们的时间、金钱及才能──即我们

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为了神在世上的国度之利益”（《准备进

入圣殿》，第	35	页）。

	·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为神的国度献上“我们和我们所拥有的一

切”？

	·有时哪些事情会阻碍成员为主的国度献出所拥有的一切？

可为自己订立、遵守圣殿圣约而在生活中蒙得的祝福作见证，也可

以请另一位接受过恩道门的人分享见证。

我们必须忠于圣殿中所立的圣约

说明主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路加福音	12：48）。

	·你认为这节经文如何适用于我们在圣殿中所立的圣约？

说明主提供圣殿教仪和圣约，好使他的儿女能够了解今生的目的，

并准备好迎接永生的荣耀机会。我们获得这些祝福时，就有责任为

这加增的知识与机会而配称生活。强调我们必须忠于圣殿中所立的

圣约。

	·忠于圣殿中所立的圣约为何如此重要？

“你们若做我所
说的，我，主，
就是受约束的；
但是你们若不做
我所说的，你们
就得不到应许” 
（教约 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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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给人类儿女
律上加律，令上加
令，这里一点，那
里一点；凡听从我
教训并注意听我忠
告的人有福了” 
（ 尼 腓 二 书  
28：30）。

目标

帮助班员了解并领悟圣殿中所使用的象征。

准备

1.	带一面贵国的国旗或国旗的图片。

2.	请一位班员扼要说明一则故事，关于一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回答有关圣殿加门的问题。这故事记载于《准备进入圣殿》，

第	20-21，23	页。

注意事项：圣殿教仪和圣约很神圣，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原本仅限于

在圣殿内进行。因此班级讨论应以本手册的说明为限。

课程讲介

请一个人作开会祈祷。

问班员是否有任何问题。依循主的灵的指引，运用充分的时间尽可能

回答问题。切记圣殿事工的某些部分不可在圣殿以外的地方讨论。

象征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

说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到象征。在黑板上画出下列象征或其他

适宜的象征。请班员叙述各个象征有何意义。

向班员展示贵国的国旗或国旗的图片，并请他们谈谈国旗对他们有

何意义。

	·还有哪些事物或行为可表示爱国？（歌曲、制服、服饰、假日

或庆典。）

透过象征向主学习
结论

请班员分享对于接受圣殿教仪并与天父立约这项祝福的感觉。

如果时间许可，也有福音信息介绍录影带，可播放“同享永恒”这

段影片。

可请班员唱“使我更加洁净”。为接受圣殿教仪的祝福及与天父立

约的恩典作见证。

请一个人作闭会祈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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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先知和使徒经常使用象征来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和他的赎罪

牺牲。耶稣基督的赎罪是福音的基础，也是我们一切祝福的基础；

他的赎罪成全了救恩。因此经文中大多数的象征都在教导我们救主

和他的牺牲。

请班员念摩西书	6：63。

	·世上有哪些事为救主作见证？

请班员念阿尔玛书	13：16。

	·圣职教仪在哪些方面为救主作见证？

指出救主在完成赎罪之前，他的约民献祭动物来作为他赎罪牺牲的

象征（见摩西书	5：4-8）。那项仪式随着救主的死亡与复活而告

终。如今主吩咐我们“应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我的祭

品”（尼腓三书	9：20）。而圣职教仪继续帮助我们记得救主的赎

罪牺牲。罗素·纳尔逊长老教导：

“福音中重要的教仪象征赎罪。浸没式的洗礼象征救主的死亡、埋

葬和复活。领用圣餐使我们重温洗礼时的圣约，也再次记得救主受

苦的身体和为我们所流的血。圣殿的教仪象征我们与主和谐，并和

家人永远印证在一起”（“赎罪”《圣徒之声》，1997	年	1	月，

第	39	页）。

如果我们灵性敏锐组象征会教导我们真理

说明救主在世时，他的门徒曾问他为何用比喻教导。比喻乃是一种

故事；其中教导重要的真理，通常使用象征式的语法。请班员念马

太福音	13：10-12，以了解救主所说的话。

	·你认为救主说这些话有何用意？

说明救主将真理透露给灵性上已准备好要了解的人。以信心和服从

来接受真理的人会继续接受更多的真理。灵性上还没有准备好的

人，那些不接受真理或以怀疑的心接受真理的人，会逐渐丧失他们

已拥有的真理。

借由使用象征传达真理的故事，让那些灵性上准备好的人了解象征

的意义，但是尚未准备好的人则不会了解其意义。

指示这些事物都是代表或传达爱国精神的象征。

	·爱与尊敬的象征有哪些？（礼物或戒指、亲吻或拥抱、心形图

样。）

	·象征向人们传达的信息是否都相同？为何相同？为何不同？

	·我们为何要使用象征？

让班员讨论。他们可能提出下列意见：

1.	象征可以帮助我们记住重要的事情。

2.	象征可以教导我们用其他方式难以学到的抽象真理。

3.	象征可代表情感。

4.	象征可以依照个人学习前的准备状况而教导不同的原则。

说明一再重复象征，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它们。

耶稣基督和他的先知使用象征

说明救主教导时一再使用象征。

	·在哪些例子中，主使用象征来教导？

班员可能提到的有：迷路的羊（见马太福音	18：12-14）；芥菜

种（见马太福音	13：31-32）；或是重价的珍珠（见马太福音		

13：45-46）等等。

	·你想救主教导时为何使用象征？

让班员讨论。然后复习下面这段话：

“主是位伟大的教师，他亲自教导门徒时，经常以比喻来教导，也

就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表明难以理解的事物。他教导的内容所谈及的

是门徒生活中所见的一般经验，他提到母鸡和小鸡、小鸟、花朵、

狐狸、树木、窃贼、盗匪、日落、富人与穷人、医生、补衣服、拔

除杂草、清扫房子、喂猪、打榖、存入谷仓、建造房屋、雇用仆

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物。他谈到芥菜种，谈到珍珠。他要教

导他的听众，因此他以象征的方式谈到简单的事物，这些事情没有

一件是神秘或含糊的，全都有象征的意义”（《准备进入圣殿》，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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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门代表神圣的圣约，鼓励人们保持端庄，并且是一面盾牌，保

护穿着者。……加门看得到、摸得到，穿加门提醒着立约者各项的

圣约。对本教会许多成员而言，加门确已成为穿着者面临诱惑时的

一道防卫。而加门也象征着我们对于神的律法的崇高敬意──其中

包括了道德标准”（《准备进入圣殿》，第	20，23	页）。

请指派的班员扼要说明一则故事，关于一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如何

讲述圣殿加门的目的（见《准备进入圣殿》，第	20-21，23	页）。

说明圣殿仪式在每方面几乎都具有象征意义。这表示每个人都应尽

可能作好灵性上的准备，以便能敏锐地感受圣殿恩道门的象征本

质。

	·哪些事情会使人在圣殿中无法保有敏锐的灵性？

班员可能提到下列这些事情：

1.	这个人可能不配称。没有真心悔改，也没有谦卑虔敬地准备进

圣殿的人，会发现那些象征了无生气，其意义亦将隐而不现。

2.	这个人可能缺乏信心。对耶稣基督和圣殿仪式没有信心的人，

无法从圣灵那里获得启发，以了解圣殿恩道门。

3.	这个人可能过于专注仪式的外在动作，而遗漏了这些象征所代

表的有力教导。

	·我们要如何准备自己，以便在圣殿中保有灵性上的敏锐？

结论

指出第一次去圣殿的人预期可学习许多新事物并感受主的灵的力

量。鼓励班员为圣殿经验作好灵性准备。提醒他们，光去一次不可

能了解圣殿中所展现的一切事物。他们应该尽可能常回圣殿，以便

能继续学习并更新灵性的感觉。

请一个人作闭会祈祷。

在救主的时代，有些人了解他比喻中的信息，但是大多数人都不

懂。今天的情形依旧相同。教会正义的成员之中，每个人灵性的理

解程度并不一样。

请班员念尼腓二书	28：30	及教义和圣约	42：49-50。

	·关于我们如何向神学习真理，这些经文有何教导？

说明我们每个人的灵性都能发展到某种程度，而使我们了解福音、

经文，尤其是圣殿里所使用的象征意义。

在圣殿里才能获得最神圣的象征教导

说明我们在圣殿里才能获得世上最神圣的象征教导。圣殿的教导和

仪式运用象征手法带我们踏上通往永生的路程，最后由象征的入口

来到神的面前。圣殿里描述的人物、布置陈设、穿着的服装、给予

的标记，以及所有涵盖的事件都具象征性。明白这些事物会帮助每

个人认识真理并得到灵性上的成长。

有些象征非常直接，其意义也显而易见。圣殿本身就是一个象征：

“如果你曾在夜晚看过一座灯火通明的圣殿，你就会知道那是幅多

么令人难忘的景象。主的殿，浴着光，耸立在黑暗中，成为力量的

象征，而耶稣基督福音的启示有如一座灯塔，照耀着日益沦入灵性

黑暗的世界”（《准备进入圣殿》，第	10	页）。

圣殿服装也具象征性。进入圣殿时，我们把外出服换成象征纯洁的

白色圣殿服装。雅各·傅士德会长说：

“圣殿崇拜之基本原则是‘神不偏待人’〔使徒行传	10：34〕。

在圣殿的神圣屋宇中，没有地位、财富、身份、种族及教育程度

的差别待遇。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色服装；所有的人皆接受相同的教

导，立下相同的圣约及承诺；所有的人如果生活配称都可要求获得

来自天上相同的永恒祝福。在造物者面前，人人平等”（“等待在

前的永恒”，1997	年	7	月，《圣徒之声》，第	23	页）。

说明接受圣殿教仪并与神订立圣约的成员要终身穿着一种特别的加

门（内衣裤）。读下面这段话：

“所有事物都有
他们的样式，所
有事物无论是属
世或属灵的，都
是创造来为我作
见证的”（摩西
书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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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个人都应该谦卑

每个人都应该谦卑地进入圣殿，渴望接受来自高天的教导。

	·我们在圣殿中服务、学习时，谦卑为何如此重要？

请班员念教义和圣约	136：32-33。

	·有关谦卑的重要，这段经文有何教导？初次进入圣殿时如何运

用这项忠告？

3.	每个人都应了解，接受圣殿教仪和订立圣约是获得永生所不可

或缺的。

海乐·李会长说：“睿智的天父制定了圣殿教仪，在这末世时代启

示给我们，作为我们终生的指引和保护，使你、我可以得到超升，

与神和基督同住在高荣国度。”（参阅“准备接受你个人的恩道

门”，1988	年	8	月，《圣徒之声》，第	14	页）。

约瑟·斐亭·斯密会长说：“这些祝福保证，借着我们的忠信，主

已为我们提供了无价珍珠，因为这些是我们在今生所能接受的最伟

大的祝福。加入本教会是一件美妙的事，但是除非你已在主的屋宇

中与主立约，并获得在其中所授予而不能在今日世上任何其他地方

授予的钥权，你是不能获得超升的”（《救恩的教义》，第二卷，

第	237	页）。

4.	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穿着圣殿加门的重要。

说明参与过圣殿仪式的人有权穿着神圣圣职的加门。总会会长团在

一篇声明中对全体成员说：

“在圣殿内穿上加门的教会成员，都立约终身穿着圣殿加门，意思

就是说从早到晚都要当内衣穿着……

“穿着加门的基本原则是经常穿着，不要找机会脱掉。……，碰

到……必须脱下加门的场合……，应该……尽快穿上。

“衣着端庄，不暴露身体的原则，是这个圣约的重点，也是我们平

日穿衣的准则。接受恩道门的教会成员穿着加门以记念与主订立的

圣约，并且保护自己不受诱惑和邪恶侵扰。个人如何穿着加门是其

内心承诺跟随救主的外在表现”（总会会长团信函，1988	年	10	月

10	日）。

“把你们自己组
织起来；准备好
一切必需事物，
建立一所家宅，
即祈祷之家，禁
食之家，信心之
家，学习之家，
荣耀之家，秩序
之家，神之家”
（教约 88：119）。

“只要我的人民
奉主的名为我建
造一座殿，并且
不让任何不洁净
的 事 物 进 入 ，
使它不被玷污，
我 的 荣 耀 将 停
在其上”（教约  
97：15）。

目标

让班员准备好配称进入圣殿。

课程讲介

请一个人作开会祈祷。

问班员是否有任何问题。依循主的灵的指引，运用充分的时间尽可

能回答问题。切记圣殿事工的某些部分不可在圣殿以外的地方讨

论。

每个人都应为圣殿作准备

说明每个人都有责任采取一些步骤，使他们充分获得圣殿的祝福。

扼要讨论下列五项概念。每项概念都代表着我们应准备好某一方面

以进入圣殿。讨论时可以把各项要点写在黑板上。

1.	每个人都应配称。

请班员念教义和圣约	97：15-17。

	·有关配称进入圣殿的重要，这段经文有何教导？

豪惠·洪德会长邀请我们思索“主借着先知约瑟·斯密赐予正在准

备建造圣殿的嘉德兰圣徒的告诫，主在其中所指示的态度及正义行

为”。

这项忠告载于教义和圣约	88：119。请班员念这段经文。

也请班员想想洪德会长提出的问题：“这些态度和行为是否真正显

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愿及所求？”（“成员身分的美好象征”，	

1994	年	11	月，《圣徒之声》，第	3	页）。

准备
进入圣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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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安排交通、住宿和用餐。可能的话组团前往是比较好的。

	·若有需要，安排兑换圣殿所在地之国家的钱币。

	·携带足够的旅费以支付所有的开销。你可能需要再买几件加

门、租用圣殿服装，并支付住宿费及旅费。（注意：许多圣殿

并不提供服装的租用。总会会长团鼓励所有成员购买自己的圣

殿服装。）

4. 衣着：你应穿着出席安息日聚会的服装。女性不应穿着裤装到

圣殿去。

5. 伴随者︰所有第一次去圣殿的人可以有一位伴随者陪同。可以

找已去过圣殿的同性亲友，圣殿工作人员也可以提供协助。圣

殿工作人员随时都会提供亲切的指引。

6. 印证工作︰如果你计划为已逝的祖先进行印证，应该携带填写

好的家庭资料表到圣殿。要印证的家庭，必须先填妥家庭资料

表；如果你与配偶要举行印证，或着是有孩子要印证给你，你

必须备妥自己的家庭资料表。如果要结婚，则需遵从当地一切

民法，并携带有效的结婚证书。请仔细阅读《圣殿和家谱事工

成员指南》（34697），以进一步了解如何为活人与死者提供圣

殿教仪。你也可以联络即将前往之圣殿的圣殿纪录员。

7. 照顾儿童︰如果儿童要到圣殿参与印证仪式，在进印证室和你

一同印证之前，他们会在圣殿青少年中心接受照顾。圣殿会提

供儿童参与仪式所穿的白色服装。印证仪式完毕以后，他们会

回青少年中心等候。除了印证的儿童以外，圣殿不提供儿童看

护。

8. 圣殿加门︰进圣殿以前要买一、两套圣殿加门。进圣殿之前不

要穿着加门。等你接受了恩道门教仪并且知道了你想要的尺寸

和质料之后，再多买几套加门。有些人喜欢将最初购买的加门

先洗过确定合身后才会续购。圣殿加门由教会制作，可在教会

的发行部门购得。

5.	每个人都应该为个人的神圣崇拜作好准备。

我们在圣殿中的仪式进行前后及进行中，有许多机会沉思，以便与

天父及耶稣基督更加亲近。每个人都有需要解答的疑问、需要减轻

的重担；以及需要解决的难题。许多人已将圣殿视作远离俗世，与

天父沟通的处所。许多人已在圣殿中找到答案、平安，和喜乐。

泰福·彭荪会长说：“圣殿是接受个人启示的地方，当我为某一问

题或困难所苦时，就带着内心的祈祷到主的殿去祈求解答，这些解

答会以清楚而不被误解的方式出现”（“我希望你们教导子孙这些

关乎圣殿的事”，《圣徒之声》，1986	年	4/5	月，第	4	页）。

说明我们在圣殿中可以提交有特殊困难者的名单，使那些去圣殿的

人可以为这些人共同献出信心、祈祷。

第一次进圣殿之特别准备事项

下面的资料将有助于每位第一次进圣殿的人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确使这次圣殿之行能提升灵性。与班员讨论适用于他们情况的资

料。

1. 圣殿推荐书︰取得一张圣殿推荐书。去圣殿务必携带圣殿推

荐书，因为只有持有效推荐书的人可进入圣殿。只要你生活配

称，该推荐书将容许你在未来两年内自由进出教会的每座圣

殿。更新圣殿推荐书时，你必须和主教团一员（或分会会长）

及支联会会长团一员（或传道部会长）面谈。

2. 计划及安排此行︰去圣殿接受恩道门教仪或印证教仪前，先打

电话至圣殿安排时间。查明何时必须抵达圣殿，停留的时间应

有多长，以及需要携带的物品。必要时请求翻译协助。

3. 旅行计划︰如果你家离圣殿很远，应该考虑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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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为 看 啊 ，
我 已 接 受 这 家
宅 ， 我 的 名 将
在这里；我必仁
慈地在这家宅中
向我人民显示我
自 己 ” （ 教 约  
110：7）。

“ 睿 智 的 天 父
制 定 了 圣 殿 教
仪 … … 使 你 、
我 可 以 得 到 超
升，……住在高
荣 国 度 ” （ 海
乐·李会长）。 目标

追踪班员第一次去圣殿的情形，协助他们准备好一生都享有圣殿的

祝福。

准备

1.	准备好使这次课程成为分享的时间。大多数班员会想要讨论他

们第一次去圣殿的情形。

2.	指派一位班员准备念教义和圣约	110：1-10并分享他（她）对这

几节经文的感受。

3.	指派一位班员扼要说明《准备进入圣殿》第	23-24	页，有关以

来加这部分的内容。

4.	准备回答第一次去圣殿可能会产生的问题，但不要讨论只能在

圣殿中讨论的问题或资料。如果有这种问题，鼓励班员个人计

划再去一次圣殿。

课程讲介

请一个人作开会祈祷。

问班员是否有任何问题。依循主的灵的指引，运用充分的时间尽可

能回答问题。切记圣殿事工的某些部分不可在圣殿以外的地方讨

论。

热爱去圣殿服务

	·你在圣殿时有何感觉？

说明圣殿服务会使那些常去圣殿的人生活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祝福。

告诉班员，趁着他们对圣殿经验记忆犹新，可将他们对圣殿的感觉

写在日记里。提醒班员，他们虽然可以写下感受，但不应将不可在

圣殿以外讨论的圣殿事工的一些细节写下。

持续享有去圣殿
9. 圣殿服装︰总会会长团鼓励成员购买、穿着自己的圣殿服装。

在一些圣殿里，可以少许的费用租用圣殿服装，但是成员最好

自备圣殿服装并自行保管。主教（分会会长）可提供购买圣殿

服装的地点资讯。

姐妹可以着结婚礼服执行圣殿婚姻，但礼服应该是白色、长袖

的，款式及质料都应得体。礼服不要有拖纱，也不要过分装饰。

结论

为圣殿事工的神圣性作见证。表达你很高兴看见班员准备进入圣

殿。

请一个人作闭会祈祷。

上完这一课，班员及教师应尽可能一起去圣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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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圣殿中永恒印证在一起？

请班员念玛拉基书	4：5-6。

请指派的班员扼要说明《准备进入圣殿》第	23-24	页有关以来加

的内容。

说明以来加已回到世上复兴了圣职权钥，使得家庭可以在圣殿中永

恒印证在一起。

请班员复习教义和圣约	110：13-16。然后请一位班员念出以下	

《准备进入圣殿》第	28	页的一段话：

“从	1836	年	4	月	3	日那一天起，子孙的心开始转向他们的祖先。

教仪不再为暂时的，而是永恒的。我们有了印证的权力。没有其他

权柄比印证权力更有价值。该项权力使得一切以适当权柄为生者和

死者所施行的教仪，具有意义和永久性。”

在马太福音	16：19	中，记载了救主和使徒彼得谈话时，叙述了印

证的力量。请班员读这节经文。

说明今日教会先知暨总会会长亦持有同一权钥。“现在本教会持有

这项神圣的印证权力。凡知道此一权柄的重要性者，莫不将之视为

极神圣，极珍惜所持有的此一权柄。有史以来，世上只有极少数人

持有印证权力，而在每座圣殿中，仅有极少数持有印证权力的圣职

弟兄。这权力仅能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先知、先见、启示

者和总会会长而来，或是经由他委派去授与此权力的人而获得”	

（《准备进入圣殿》，第	24，26	页）。

说明印证教仪包括夫妻印证和父母子女的印证。父母在圣殿中印证

后，所生的子女就是出生在父母印证的圣约中，不需要再次印证给

他们的父母。

	·你认为在圣殿中印证在一起，对一个家庭日常的思想行为有何

影响？

	·你认为圣殿印证会使一个家庭蒙受哪些祝福？

	·你要如何在一生中一直热爱去圣殿服务？

将班员的意见写在黑板上。你也可提出下列意见：

1.	每天沉思圣殿里的经验

说明有些人比别人更有机会去圣殿。但是一旦我们去过圣殿并在那

里感受到圣灵，就应该每天利用机会沉思圣殿仪式，并思考我们所

立的圣约。这么做会使我们每天都受到鼓励，因而有更正义的思想

及行为。

我们无法记得圣殿的每件事，但是每次去圣殿之后，我们应尽量试

着记得一切。我们还应该研读与圣殿有关的经文以及先知的话语，

其中有些部分已在本课程中提及。

可以请一位班员扼要说明以下《准备进入圣殿》第	10	页的一段

话：

“你无法在初次进入圣殿时就完全了解圣殿仪式，你只能了解其中

一部分。你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圣殿学习，你将逐渐明白那些

使你烦恼、使你困惑，或使你觉得神秘之事……

“你若有机会到圣殿参与恩道门教仪，或目睹印证，要沉思你所见

到的事。由圣殿回来后，要在心中思索这些事；安静地、虔敬地回

想，你将发现你的知识增加了。

“圣殿经验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把神创世的目的，全盘展示出

来。我们去过圣殿后（并且能一再回去恢复我们的记忆）就会明白

生命诸事都符合神的救恩计划。我们能以正确的眼光看清我们身在

何方，一旦偏离正道，亦能很快察觉。”

2.	记住，圣殿崇拜的核心是救主耶稣基督

经文教导着，建造圣殿的重要理由是“让人子有地方向他人民显现”

（教约	109：5）。圣殿里的象征和仪式帮助我们一心专注于救主。

说明救主的确在嘉德兰圣殿亲自显现。当时他向约瑟·斯密和奥利

佛·考德里显现，接纳这座圣殿为他的屋宇。这次的造访记载在教

义和圣约	110：1-10。请受到指派的班员念这段经文并表达对这段

经文的看法。

	·救主应许给建造圣殿及前去圣殿的人什么样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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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孟荪会长说：

“了解圣殿恩道门与印证教仪会使我们家庭成员更亲近，也会使我

们更有渴望让已逝的亲人获得同样的祝福。……

“圣殿中替代教仪的执行，必须具有夫子在世时那样无私奉献和牺

牲的精神。我们记念他时，就更容易在这件重要事工上尽我们的本

分。每当我们凝视这些神圣的屋宇，愿我们都会想到圣殿中所蕴

涵的永恒机会；这机会不仅是给我们的，也给我们已逝的亲人”

（Pathways	to	Perfection	[1973]﹐206-7）。

结论

强调去圣殿既能让我们为别人服务，也能让我们继续获得更伟大的

灵性知识。分享下列这段话：

“没有任何工作会比圣殿事工和支持这事工的家谱研究更能保护本

教会的了。没有任何工作比圣殿事工更能涤净我们的灵性。没有任

何工作比圣殿事工更能给我们力量。没有任何工作会要求我们更高

的正义标准……

“如果我们接受了有关圣殿教仪工作的启示，如果我们毫无隐瞒或

问心无愧地订下我们的圣约，主就会保护我们。我们会得到足以应

付生命中各种挑战的灵感……

“因此，要去圣殿──来获取你的祝福。这是神圣的事工”（《准

备进入圣殿》，第	37	页）。

最后以分享见证结束课程。鼓励班员经常回到圣殿，好使他们获得

主的灵的教导。

你可提到，班员可在教会的发行中心购买《主的山》（Mountain	of	

the	 Lord）(53300）录影带回家观赏。这部片长	73	分钟的影片谈到

盐湖圣殿建造的故事。

请一个人作闭会祈祷。

戈登·兴格莱会长说：“有哪对相爱的男女不渴望能永远在一起？

曾经失去子女的父母，有谁不渴望将来能再拥有这孩子？真正相信

永生的人会怀疑天上的神不赐给他的儿女最宝贵的恩典：家人之间

所感受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吗？绝不会的。有谁不希望家庭关系

死后还能继续存在？此乃人之常情，而神已经启示了一条道路，以

成全世人的愿望。主的屋宇中所执行的神圣教仪，其目的就在此”

（“为什么要有这些圣殿？”，《圣殿，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	17	页）。

圣殿让我们有机会为已逝的人服务

请班员念俄巴底亚书	1：21。

先知约瑟·斯密说明了教会的成员如何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

“〔圣徒〕怎样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呢？借着兴建圣殿，建造洗

礼池，并前去为他们所有已逝的祖先接受所有的教仪、洗礼、证

实、洗濯、膏抹、按立及加诸于他们头上的印证权力，救赎他们，

使他们得以在第一次复活中起来，获得超升而登上荣耀的宝座；这

就是使祖先的心转向子孙，子孙的心转向祖先的链条，如此便完成

了以来加的使命”（参阅《约瑟·斯密先知的教训》，第	330	页）。

说明天父已准备了一个方法，让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救恩教仪便死

去的人接受这些教仪，这是他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在灵的世界的人

有机会聆听福音。他们可以在那里接受福音，但是无法亲自接受福

音教仪。主吩咐我们在神圣的圣殿里为他们执行这些教仪。我们应

特别努力从事家谱工作，才能代替自己的祖先接受教仪。

在圣殿里为死者执行的教仪包括洗礼、证实、圣职按立、恩道门，

以及夫妻和父母子女的印证。

我们应视情况许可经常回去圣殿，以便为已逝的人执行教仪，为他

们服务。我们会让我们服务对象的生活蒙福，也会使我们自己的生

活蒙福。《圣殿和家谱事工成员指南》（34697）提供了如何从事

家谱工作，并为祖先执行教仪的资料。

“圣殿中替代教
仪的执行，必须
具有夫子在世时
那样无私奉献和
牺 牲 的 精 神 ”
（多马·孟荪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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