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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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救恩计划？
救恩计划*是神为他儿女的幸福所安排的计划，这计划是

以耶稣基督的赎罪为核心。只要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

就会在今生中获得内心长久的平安，并在来生获得永恒

的喜乐。

学习救恩计划时，你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来自

何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今生结束后我会去

哪里？”

我来自何处？
生命不是从出生才开始，也不是死后便结束。你是由灵

体（有时称为灵魂）和身体所构成的。天父创造了你的

灵体，你在诞生到世上之前是

个灵体，与他同住在一起。你

那时认识他，而且爱他；他也

认识你，并且爱你。这段期间

称为前生。

你在前生时接受了教导，学习

到许多能让你获得幸福的原则

和诫命。你的智能不断地增

长，你也学习去喜爱真理。你

接受到关于救恩计划的教导。在前生这段时期，耶稣基

督被拣选为救主；你学习到你可以透过他来克服自己的

错误选择所造成的影响。

家庭是天父计划的核心。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从世界奠基时，

就借基督而为所有

信他名的人

预备好的

〔救恩〕计划。”

阿尔玛书 2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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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让你能够来到世上获得身

体并且学习作正确的选择。你将无法记得曾住在天父身

边的情形，但是他会赐给你

分辨善恶的能力，而且你也

能够察觉出他的爱及真理。

透过各种经验和考验，你能

学会持续不断地作出正确的

选择。经由耶稣基督的帮

助，你能够在今生生命结束

时回去与天父同住。

你在前生学到，唯有选择遵

从神的计划，才能在今生及

全永恒获得长久的平安和满

足。天父爱你，所以他赐给

你选择权，也就是作选择的能力。他让你自行选择是否

要遵从他的计划和跟随主耶稣基督。

撒但是神灵体儿女中的一位，他背叛天父，不接受他的

计划。他想要强迫我们大家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令人

遗憾的是，天父的许多儿女选择了跟随撒但，撒但和他

的跟随者都在那时被逐出神面前，而且无法诞生到世

上。他们以灵体的形式继续存在，境况悲惨，而他们要

你和他们一样悲惨。他们会引诱你和神所有的儿女去做

那些会带来不幸和令神感到不悦的事。

我们在今生有许多事情要学习和体验。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虽然你无法记得前生的事，

但你在来到世上之前， 

是与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住在一起的。 

当你知道自己有机会 

来到这世上获得身体和 

遵从神为你的幸福 

所安排的计划时， 

那时你为此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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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前生选择了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和遵从神的计划。由

于你所作的选择，你诞生到世上。唯有继续对耶稣基督

有信心，并遵从神的计划，才能在今生获得平安，并在

今生结束时回去与天父同住。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创造与坠落

地球是让天父的儿女得以居住和获得经验而创造的一个

地方。亚当和夏娃是第一对来到世上的神的儿女。他们

住在一个称为伊甸园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仍然可以亲自

见到神。

天父赐给亚当和夏娃选择权，也就是选择的自由。他吩

咐他们不可吃那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如果遵守这项诫

命，他们就可以继续留在伊甸园里，但那也表示他们无

法从各种经验和挑战中学习而有所进步。撒但诱惑亚当

和夏娃去吃禁果，他们选择了照着去做。这是神计划中

的一环。由于他们所作的决定，他们在身体和灵性上都

与神隔绝了。他们成了世人，意即他们会犯罪和遭受死

亡。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们便无法回到神面前。在身

体和灵性方面与神隔绝的状态称为坠落。

天父差遣天使和圣灵去教导亚当和夏娃救恩计划，耶稣

基督的赎罪是这计划的核心，这种赎罪使神的儿女能够

克服坠落的影响，在今生及永恒中得到喜乐。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如果亚当没有违诫，他就不会坠落，

必仍留在伊甸园中。……

“〔亚当和夏娃〕不会有子女；因此他们 

仍处在天真的状态中，没有欢乐， 

因为他们不知悲惨；不做善事， 

因为他们不知罪恶。

“但是看啊，万事都已照着那通晓 

万事者的智慧完成了。

“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 

才能有快乐。”

尼腓二书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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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

由于坠落的缘故，你在身体和灵性方面都与神隔绝了，

这种隔绝的状态是神为他儿女所

安排的计划里的一部分。你离开

神的面前来到世上，其中的目的

包括得到身体、获取经验和学习

作正确的选择。

人生中有许多事物会带来幸福，

而有些则会带来忧伤。这些经验

会帮助你学习分辨善恶，作正确

的选择。神会影响你去行善及跟

随他，而撒但会引诱你忽视神及

犯罪。（罪是指故意犯错或不做

对的事情。）当你选择跟随神并

遵守他的诫命时，你的智慧及品

格都会增长。即使在你面临考验的时候，你也会体验到

喜乐，而且能够以平静的心去面对生活上的挑战。

你在一生中作过许多良好的选择，但也作过一些错误的

选择。当你作出错误的选择和犯罪时，你在某种程度上

与神隔绝了。经文将这种隔绝的情形称为属灵的死亡。

罪不仅会使人与神隔绝，也会使人有罪恶感和并且感到

羞耻。你无法单凭自己来克服罪和罪的影响。

我们应仔细思考自己所作的选择。

“我是神的孩子，

他差我来此地，

赐我一个世上家庭，

有亲爱的双亲。

领我，导我，与我同在，

助我行正路。

教我所有应做事，

他日与神同住。”

《圣诗选辑》，第187首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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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赎罪

天父爱你，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偿付罪的

代价。偿付罪的代价是耶稣基督赎罪的一部分。耶稣基

督自愿为你的罪、痛苦、疾病和忧伤而受苦。透过他的

恩典和慈悲，他能在你遇到考验时帮助你，解除你因个

人的罪所产生的罪疚和羞耻。

虽然耶稣为我们的罪偿付代价，但

是他并没有免除我们的选择权或个

人的责任──他不会违反你个人的

意愿来使你洁净。若要获得他的帮

助和力量，就必须运用对他的信

心、悔改、受洗、接受圣灵，并选

择终身遵从他的教导。只要信靠这

赎罪，你就会感受到神的爱，而他会帮助你忍受考验。

你会体验到喜乐、平安与安慰。人生中一切看似不公平

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及天父的慈悲与爱而得

到平复。赎罪是救恩计划的核心。

今生结束后我会去哪里？
从尘世的观点来看，身体的死亡似乎就是终了，但事实

上那是一个开端，是在天父的计划中又向前迈进一步。

死亡的时候，你的灵体会离开身体到灵的世界去，那是

一个学习和准备的地方。在灵的世界里，你会保留今生

的记忆。

救主在客西馬尼園為我們的罪受苦。

“神愛世人，甚至 

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3 : 16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12

死亡并不会使你的性格或行善作恶

的渴望有所改变。如果你在今生选

择跟随基督，你在灵的世界会感受

到平安，从一切忧虑中得到安息。

而选择不跟随耶稣基督和不悔改的

人将不会感到快乐。

天父知道他的儿女中许多人终其一

生都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他也明白有些人会选择不

要跟随基督。由于神爱他的儿女，因此他提供一个方法

让灵的世界的人也能认识他的计划，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及悔改。凡接受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获得平安，得

到安息。

复活与审判

复活是神赐给所有来到世上之人的一项伟大恩赐，这恩

赐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来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时，他的灵体去了灵的世界。三天后，他的灵体与他永

远不死的荣耀完美身体重新结合。身体和灵体的重新结

合称为复活。每一位诞生到世上的人都会复活。

复活后，你会回到神的面前，根据自己的行为和内心的

渴望来接受审判。

复活的救主向马利亚显现。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人死了之后， 

灵体会离开身体到灵的 

世界去，那是一个准

备、学习，和摆脱烦恼

而得到安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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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级的荣耀

在接受审判后，你会住在一种荣耀的状态中。由于每个

人的行为和内心的渴望都不尽相同，因此天堂里有不同

的国度，即不同等级的荣耀。

高荣国度。天父和耶稣基督住在高荣国度。如果你遵行

耶稣基督的福音，并经由赎罪洁净自己的罪，你会在这

最高等级的国度获得一席之地。你将与神同住，体验到

完全的喜乐。

中荣国度。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但行为高尚的人

会到中荣国度。

低荣国度。继续留在罪恶中，不肯悔改的人会到低荣国

度。

耶稣基督的赎罪为人类带来救恩。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悔改
洗礼

圣灵的恩赐
持守到底

创造与 
坠落

身体的 
死亡

今 生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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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计划对我而言有何意义？
当你了解神是你的父亲，他爱你，并且让你能够来到世

上获得经验与知识，使你能在来生成为像他一样时，你

就会知道自己在今生所作的决定是多么重要。你会了解

到必须跟随耶稣基督，才能获得天父计划中的所有祝

福。 

中 荣

高 荣

复活与审判

低 荣灵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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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由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由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使

得人们对救恩计划有更多的了解。

你可以透过祈祷向天父求问，亲身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

的。天父会透过圣灵回答你。圣灵又称为神的灵，他的

任务之一是为真理作见证；圣灵

会透过人的感觉、思想和感应来

启示及证实真理。来自圣灵的感

觉强而有力地触动人心，但是那

些感觉通常也是柔和平静的。如   

《圣经》所教导的：“圣灵所结

的 果 子 ， 就 是 仁 爱 、 喜 乐 、 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 柔 、 节 制 ” （ 加 拉 太 书                          

5 : 22 ‑ 23）。这些感觉是圣灵在

向你证实这项信息是真实的。接

著你就必须选择是否要遵行约瑟·斯密所复兴的耶稣基

督福音。

如何祈祷？

 • 称呼我们的天父。

 • 表 达 内 心 的 感 受         
（感激、疑问、请求
证实《摩尔门经》和
传教士所教之事的真
实性）。

 • 结束（“奉耶稣基督
的名，阿们”）。

你能透过真诚的祈祷而知道真理。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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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选择权 神所赐予的恩赐，让人能在善恶与是非之间作选

择。

赎罪 使我们得以与神和谐的一个事件。赎罪就是为罪受

刑罚，好从悔改的罪人身上除去罪的影响。耶稣基督是唯

一有能力为全人类作成完全赎罪的人。他的赎罪包括他为

我们的罪受苦、流血，以及他的死亡和复活。由于赎罪，

每一位曾活在世上的人都会复活。赎罪也为我们提供了道

路，使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得以永远与神同住。

坠落 使全人类成为必死之身的一个事件，坠落使人类在

身体及灵性方面都与神隔绝了。由于人类第一对祖先亚当

和夏娃不服从神的诫命，他们从神的面前被隔绝（这种隔

绝的状态又称为灵性的死亡），变成必死之身（会遭受身

体的死亡）。因为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我们也与神

隔绝了，并且会遭受身体的死亡。耶稣基督的赎罪则克服

了身体及灵性的死亡。

恩典 透过耶稣基督的爱与慈悲而赐予的神圣帮助与力

量。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并靠着他的赎罪，全人类都会

复活。经由耶稣基督的恩典，凡是不断地悔改并且遵行他

福音的人，都能在今生中时常感觉与天父接近，并在来生

与他同住。

教仪 透过圣职权柄所执行的一种神圣、正式的仪式，如

洗礼，接受圣灵和圣餐等。教仪通常是与神立约的一种方

式。

身体的死亡 灵体与必死的身体分开的状态。身体死亡

时，灵体继续住在灵的世界。我们经由复活克服身体的死

亡，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而作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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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计划 天父的计划，目的在使我们能成为像他一样，

并获得完全的快乐。这计划是以耶稣基督的赎罪为其核

心，并且涵盖所有的诫命、教仪和福音教导。

前生 我们来到这世上之前的生活。在前生，我们与我们

的天父住在一起，是天父的灵体儿女。我们那时候没有身

体。

复活 身体死亡后，灵体与完美的骨肉身体之再度结合。

耶稣基督是第一位复活的人。复活之后，灵体和身体就永

远不再分开，并且会永远活着。由于赎罪，每一位曾活在

世上的人都会复活。

救恩 从罪和死亡中获得拯救。耶稣基督的赎罪为人类带

来救恩。经由耶稣基督的复活，每个人都能克服死亡的影

响。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也可以获得拯救，摆脱

罪的影响。这种信心能从生活中的悔改，服从福音律法和

教仪及事奉基督中彰显出来。

灵体 人在出生之前与天父同住的那个部分。在今生，灵

体与身体结合在一起。死亡之后，灵体仍继续活着。

灵的世界 灵体在死亡后到复活前那段期间所去的地方。

对于生前正义的人而言，灵的世界是一个平安喜乐的地

方。

灵性的死亡 由于不服从神的诫命而导致与神隔绝的状

态。只要我们悔改并遵守诫命，便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

罪获得拯救，脱离灵性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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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读资料
以下问题和经文会帮助你更了解这本册子中所提的各项原则，

并能帮助你加以思考。其中的内容尚未涵盖所有资料；你可在

经文中的注脚和交互参考中找到更多的经文章节和资源。

你在出生之前与神有何关系？

耶利米书 1 : 5（《圣经》，旧约）
希伯来书 12 : 9（《圣经》，新约）
 
 
 

何谓坠落？为何坠落是必要的？

尼腓二书 2 : 14 ‑ 26（《摩尔门经》，第 69 ‑ 71 页）
阿尔玛书 42 : 2 ‑ 9（《摩尔门经》，第 373 ‑ 374 页）
  
 

 

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为何？明白这一点对你每天所作的决
定有何影响？

尼腓二书 2 : 25 ‑ 27（《摩尔门经》，第 71 页）
阿尔玛书 34 : 32（《摩尔门经》，第 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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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赎罪？赎罪对你的日常生活有何帮助？

约翰福音 3 : 16 ‑ 17（《圣经》，新约）
罗马书 3 : 23 ‑ 25（《圣经》，新约）
尼腓二书 2 : 6 ‑ 8（《摩尔门经》，第 68 ‑ 69页）
阿尔玛书 7 : 11 ‑ 12（《摩尔门经》，第 268 ‑ 269 页）
阿尔玛书 42 : 22 ‑ 23（《摩尔门经》，第 375 页）
  
 

 

何谓灵的世界？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彼得前书 4 : 6（《圣经》，新约）
阿尔玛书 40 : 11 ‑ 14（《摩尔门经》，第 369 页） 
  
 

 

复活是指什么意思？谁会复活？复活为什么很重要？

尼腓二书 9 : 13 ‑ 15（《摩尔门经》，第 88 页）
阿尔玛书 11 : 42 ‑ 45（《摩尔门经》，第 283 页）
  
 

 

何谓天堂？为什么有不同等级的荣耀？

哥林多前书 15 : 40 ‑ 43（《圣经》，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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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一同崇拜

来看看复兴的福音如何为你的生活 
带来祝福

圣餐聚会是主要的崇拜仪式，通常持续一小时又多一点

的时间，一般而言包含以下内容：

圣诗：由会众唱诗。（备有诗歌本）

祈祷：由当地教会成员献上祈祷。

圣餐：面包和水在祝福之后传递给会众领用，以记念耶

稣基督的赎罪。

演讲者：通常是从会众中事先指派一、两位成员，针对

福音主题发表演讲。

衣着：男性一般穿着西装，或是西装裤配上衬衫和领

带。女性穿着洋装或裙子。

参加崇拜仪式时不会被要求缴纳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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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邀请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年龄层，来参加其他的

聚会。这些聚会举行的顺序及是否举行，在各地可能都

不尽相同。

主日学：为研究经文和福音教义所开的课程。

圣职聚会：为 12 岁以上男性所开的课程。

慈助会：为 18 岁以上女性所开的课程。

女青年：为 12 到 18 岁女孩所开的课程。

初级会：为 3 到 11 岁儿童所举行的聚会和课程。通常也

有 18 个月到 3 岁儿童的托儿班 。

圣餐聚会时间： 

教堂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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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做什么？
 • 阅读《摩尔门经》。

建议阅读的章节： 

 

  

  

 • 祈祷以明白传教士所教导的是真实的。

 • 参加教会聚会。

 • 准备受洗的日期：

 

 • 造访 www.mormon.org 网站，以了解更多关于天父对他儿女的计
划。

 • 继续与传教士见面，以了解更多关于神透过近代先知所复兴的真
理。

下次见面时间：  

传教士姓名及电话：

  
  

www.morm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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