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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天父为了他儿女的幸福和救恩*所安

排的计划。这计划被称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

督的赎罪是这项计划的核心。天父根据这计划，差遣他

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向我们显明如何过有意义且

快乐的生活，以及在来生体验永恒的喜乐。透过耶稣基

督的恩典与慈悲，你可以涤净罪恶，享有内心的平安，

并且在来生配称与天父同住。

要获得这样的平安与力量，就必

须学习并遵从福音的原则及教

仪。原则是指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的真理；教仪则是指透过圣职权

柄所执行的一种神圣、正式的仪

式，这通常也是与天父订立圣约

的一种方式。福音的首要原则是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悔改；福音

的首要教仪是洗礼和接受圣灵。

在学习和遵从福音的首要原则及教仪后，你会终身努力

去效法基督的榜样。这种持续不断地保持忠信称为“持

守到底”。

遵行耶稣基督福音•

的方法：
•• 培养对耶稣基督•
的信心。

•• 悔改。

•• 受洗并接受圣灵。

•• 持守到底。

耶稣基督的教导与赎罪是他福音的核心。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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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信心是一种坚强的信念，这种信念会激励人去采取行

动。能引领人获得罪的赦免的信心，是以耶稣基督为

中心，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赎罪才能使人得到宽恕。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非只是消极地相信他，它意谓着

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

信他曾为你的罪、苦难及软弱

而受苦；并且也表示你会去实

践信仰。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会

使你爱他、信赖他，并且遵守

他的诫命。

悔改

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会让你想改

进自己的生活。在你学习福音之后，你会了解到自己曾

经犯罪，做过与神的旨意及教导相违背的事情。透过悔

改，你会改变与神的教导不相符的思想、愿望、习惯

和行为。他应许，只要你悔改，他必会赦免你的罪。

悔改时，你会：

认清 自己曾经犯过罪，并真心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忧

伤。

停止 做错误的事情，并且努力不再犯。

向主认罪，并祈求宽恕。这么做会减轻你内心的重担。

如果曾犯罪伤害他人，你也要恳求那人的宽恕。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 : 5 - 6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福音的首要原则。







7

作补偿。你会竭尽所能去改正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问

题。

遵守诫命。遵守神的诫命会将福音的力量带进你的生

活中。福音会让你有力量弃绝你

的罪。遵守诫命包括为人服务、

宽恕他人，及参加教会聚会。

承认救主。悔改最重要的部分是

明了宽恕会因耶稣基督而来到。

有时候你可能觉得神不会赦免严

重的罪，但是救主已为我们的罪

受苦，使我们能够克服罪，甚

至是严重的罪。真正悔改所带来

的结果是宽恕、平安、安慰与喜

乐。

悔改不一定表示要作出很大的改

变，它往往只是要求人们用更大

的决心和毅力去遵照神的旨意生

活。真正的悔改通常不是一蹴可

几的；在你努力去做对的事情并

改正自己的错误时，要对自己有耐心。悔改时，你会

体验到内心的改变，不再想要犯罪，也会知道自己是

神的孩子，不需要一再犯同样的错误。你想要跟随神

的渴望会越来越坚定。

我们都会犯错。•

有时候我们会伤害

自己，并对他人造成•

严重的伤害，其结果是

我们自己所无法弥补

的。我们无法消弭自己

所犯的过错，因而我们

会有罪恶感、感到•

羞耻、内心受折磨，•

那是我们单靠自己•

所无法治愈的。赎罪•

的医治力量可以弥补•

我们个人所无法

补救的地方。

耶稣为所有悔改之人带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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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与圣灵

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和悔改会帮助你准备好受洗和接受圣

灵。耶稣基督曾经教导，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水和圣灵的

洗礼，才能获得罪的赦免或宽恕。经由持有圣职权柄

之人所执行的洗礼和接受圣灵，你会在属灵上重生。

为什么需要受洗？

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榜样，接受了洗礼，来“尽诸般的

义”（马太福音 3 : 15）。当你受洗时，你的罪便得到

赦免（见使徒行传 2 : 38）。

你与神立约，即承诺：愿意接

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并且

会跟随他和遵守他的诫命。如

果你做到自己的部分，天父则

应许会赦免你的罪。当你透过

适当的权柄接受洗礼，你的罪

便被洗净。

受洗时会短暂地浸没在水中，这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方

式。浸没的洗礼是一种神圣象征，代表耶稣基督的死

亡、埋葬和复活；它也代表你旧有的生活已经结束，

要开始过着跟随耶稣基督的新生活。

为什么需要接受圣灵？

洗礼会洗净你的罪，而圣灵会使你成为圣化和洁净。只

要你一直忠于洗礼圣约，就会常有圣灵同在。所有的好

人都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影响，但是唯有受洗并接受圣灵

的人才有权利在一生中常有圣灵为伴。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

生的，就不能进

神的国。’”

约翰福音 3 : 5

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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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会帮助你分辨和了解真理。他会提供你灵性力量

和灵感，也会在你遭遇困难时刻安慰你，在你作决定

时指引你。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经由圣灵感受到神的

爱及影响。

你能否享有这项神圣的恩赐，端赖你是否遵从神的诫

命。圣灵无法与未遵行神的教导的人同在。这样的人会

丧失权利，无法获得圣灵的指

引和启发。要时时努力使自己

配称拥有圣灵的陪伴及指引。

你在受洗后会接受圣灵。在一

项称为证实的仪式中，一位或

多位获得授权的圣职持有人会

按手在你头上，证实你为耶稣

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并

祝福你得以接受圣灵。这项教

仪通常是洗礼后不久在教会的

聚会中举行。接受了洗礼和证

实后，你便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你可以接受•

圣灵的教导和指引。•
“但保惠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

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

一切话。”

约翰福音 14 : 26

圣灵是借由按手而赐予。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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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

在你受洗后，每星期都可以借由

领受圣餐来更新你的洗礼圣约。

在圣餐仪式中，会把祝福过的面

包和水传递给会众，以记得耶稣

基督的赎罪。面包代表他的身

体，水则代表他的血。当你更新

自己的洗礼圣约时，你获得应

许，会常有圣灵与你同在。

圣餐帮助我们怀着•

感恩之心记得耶稣基督•

的一生、他的传道•

和赎罪。

圣餐帮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

*以红色表示的词汇，其定义请见第 18 和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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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到底

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接受洗礼和证实的教

仪，你便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在你成

为成员之后，你的理解力会不断增长，你会继续运用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借着领受圣餐来更新洗礼

圣约，和听从圣灵的指引。福音的这些首要原则及教

仪是需要终身加以遵循的一种模式。这种终身的承诺

通常称为“持守到底”。

持守到底会为生活带来指引、平安与幸福。当你为周遭

的人服务、帮助他们，借此努力变得更像耶稣基督时，

你会感受到喜乐。你会更了解自己与天父的关系，并且

感受到他对你的大爱。在这时常令人感到不快乐和纷扰

的世界中，你会觉得人生有希望，也有目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

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你們必須對基督堅定不移，•

懷著完全光明的希望，•

以及對神和對所有的人的愛心，•

努力前進。•

因此，如果你們努力前進，•

飽享基督的話，並持守到底，•

看啊，父這樣說：•

你們必得永生。”

尼腓二书 3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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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由神赐给先知约瑟·斯密和其他先

知的启示而复兴了。

你可以借由祈祷求问天父而知道

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天父他会透

过圣灵回答你。圣灵又称为神的

灵，他会为天父和耶稣基督作见

证，圣灵也会透过人的感觉、思

想和感应来证实真理。从圣灵而

来的感觉强而有力地触动人心，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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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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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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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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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礼 使罪得到赦免的一个必要步骤。我们经由持有圣职权

柄者所执行的洗礼和证实，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

员。洗礼是以浸没方式举行，意即受洗者要短暂地没入水

中。洗礼表示我们愿意效法基督的榜样并与神立约。

证实 一个人接受圣灵的方式。这项教仪通常是洗礼后不久

在圣餐聚会中举行。在举行证实的教仪后，受证实者便成为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圣约 神与他儿女之间的一种约定。神提出圣约的条件，而

我们同意服从他。神应许，他会根据我们的服从，赐给我们

某些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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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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餐 帮助教会成员记得耶稣基督之赎罪的一项教仪。我们

借由领受圣餐，更新洗礼时所立的圣约。面包和水在祝福后

传递给会众。面包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水则代表他的血。

这项教仪每周在称为圣餐聚会的崇拜仪式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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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

奉基督中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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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读资料

以下的问题和经文会帮助你更了解这本册子中所谈到的各项原

则，并加以思考。其中的内容并未涵盖所有资料，你可以从经

文中的注脚和交互参考中找到更多的经文章节和资源。

何谓耶稣基督的福音？

尼腓三书 27 : 13 ‑ 22（《摩尔门经》，第 547 ‑ 548 页）
 
 
 

有信心是指什么意思？
信心如何带给你力量？

希伯来书 11 : 1, 6（《圣经》，新约）
阿尔玛书 32 : 21, 26 ‑ 28（《摩尔门经》，第 346 ‑ 347页）
以帖书 12 : 6（《摩尔门经》，第 608 页）
  
 

 

悔改的意义为何？
为何每个人都需要悔改？

路加福音 15 : 3 ‑ 10（《圣经》，新约）
使徒行传 3 : 19（《圣经》，新约）
阿尔玛书 12 : 33 ‑ 34（《摩尔门经》，第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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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受洗？

使徒行传 2 : 38（《圣经》，新约）
尼腓二书第 31 ‑ 32 章（《摩尔门经》，第 136 ‑ 139 页）
  
 

 

何谓圣灵？

圣灵如何为你的生活带来祝福？

尼腓二书 32 : 5（《摩尔门经》，第 139 页）
尼腓三书 27 : 20（《摩尔门经》，第 547 页） 
  
 

 

圣餐的目的是什么？

尼腓三书 18 : 1 ‑ 12（《摩尔门经》，第 526 ‑ 527 页）
摩罗乃书第 4～5 章（《摩尔门经》，第 621 ‑ 622 页）
  
 

 

持守到底的意义为何？

尼腓二书 31 : 15–20（《摩尔门经》，第 137 ‑ 138 页）
尼腓三书 15 : 9（《摩尔门经》，第 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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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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祈祷以明白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 悔改并祈求神赦免你的罪。努力遵守神的诫命。

 • 参加教会聚会。

 • 准备受洗的日期：

 

 • 造访 www.mormon.org 网站，以了解更多关于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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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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