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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爱你，他希望你今日、永远都幸福快乐，而且

他已经透过先知赐予忠告及诫命来帮助你。有一

项诫命对你的平安及幸福而言极为重要，那就是关于性

的纯洁的诫命，称为贞洁律法。主从一开始就制订了这

项律法，并且向先知约瑟·斯密强调它的重要，这是耶

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一部分。服从这项诫命是受洗加入耶

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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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贞洁律法？

在神为他的儿女制订的计划里，夫妻间的亲密行为是

其中美好而神圣的一环。那是婚姻中表达爱意的一种方

式，能让夫妻参与生命的创造。神

已经吩咐我们，这项神圣的能力仅

能在一男一女的合法婚姻中使用。

贞洁律法适用于男人和女人，其中

包括严格禁止婚前性关系，以及婚

后对配偶必须完全忠实与忠诚。

对贞洁律法的服从除了将性的亲密

行为保留在婚姻中使用外，也包括控制自己的思想、言

语及行为。耶稣基督曾教导：“你们听见有话说：‘不

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 5 : 27 - 28）。

贞洁律法要求：•

性关系•

必须保留在•

一男一女的•

婚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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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遵守贞洁律法？

天父赐予贞洁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祝福你。肉体

的亲密行为和所有的神圣事物一样，必须依照神的指引

来运用。遵守贞洁律法的人，会享有幸福、平安以及自

尊。你会在家人关系上赢得信任及

享有自信，也会蒙受更能自制的祝

福；你会透过圣灵的影响享有耶稣

基督福音带来的祝福。

撒但诱使人相信婚姻外的性亲密

行为是可以接受，甚至是令人向

往的。然而，这是一种严重的罪

行；神始终教导他的儿女要恪守

美德与贞洁（见出埃及记 20 : 14

及阿尔玛书 39 : 3 - 5），这项原

则永恒不变。

违反贞洁律法是滥用神所赐予的创造生命的能力，这种

行为无疑是藐视神及神的儿女，不仅麻痹人的灵性，而

且往往导致怨恨、烦恼、离婚、疾病及堕胎。违反这项

律法的人会更容易为撒但所摆布，这种罪也会严重波及

家人及他人。

只要遵行贞洁律法，•

你便能：

•• 邀请圣灵来到•

你的生活中。

•• 因练习自制而•
更能自重。

•• 在人际关系上更有•

自信。

•• 更爱周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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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遵守贞洁律法？

神要求他的儿女要维持崇高的道德标准。若要遵守贞洁

律法，必须用健全良好的思想、言语及行为来取代不良

的言行思想。下列原则会有所帮助：

思想：正面且具建设性的思想可以摒除生活中负面或不

道德的思想。只要你以健康有益的思想及活动来充实生

活，就会更有能力摒除及战胜负面思想。阅读经文、为

家人服务、勤奋工作、参与有益身

心的娱乐活动，都能帮助你控制思

想。

要避开一切形式的色情资料，那些

事物会使人沉迷上瘾，且具有毁灭

人的威力。它将使你失去自尊及欣

赏生命中优美事物的能力。切勿让

心思流连于淫秽或不道德的思想及

画面；切勿观赏、阅读或聆听任何

以不庄重的态度描绘或描写人体及性行为的事物。避免

以淫秽的思想看待他人，避开那些具有性暗示或露骨描

述细节的电影、电视、网站、音乐、书籍、杂志及活

动。

“要不停地•

以美德装饰•

你的思想；•

然后你的自信•

必在神面前•

愈发坚强。”

教约1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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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让你的言语能够造就他人和使人坚强。在你与他

人的言谈中，要去除低俗、粗鄙及在性方面露骨描述细

节的话语、玩笑及主题。

行为：时时以敬意对待他人，衣着要端庄。如果你能谨

记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并且你也尽力去帮助他人遵行

神的计划，那么你遵守贞洁律法的渴望就会增强。

现在就下定决心，不在婚姻外做出任何会挑起那些只能

在婚姻中表达强烈情感的事。切勿在他人或自己身上挑

起那些强烈的情感，切勿参加同性恋的活动或其他不道

德的活动。要用有建设性的活动与嗜好来取代会诱使你

违反贞洁律法的活动。在婚姻中，思想言行都要对配偶

保持绝对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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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遵行贞洁律法会使你与神更加接近，撒但因此会

引诱你违反这项诫命。他知道你在何时会感到孤独、

迷惑或沮丧，因此将趁虚而入来引诱你。要祈求天父

的帮助，他会赐给你抗拒诱惑的力量（见哥林多前书           

10 : 13）。只要你仰赖他，遵从这些原则，就必能战胜

诱惑。

遵行贞洁律法的祝福

只要遵行贞洁律法，你就会越来越常感受到圣灵的影

响。有了圣灵的指引，你会培养出更多智慧，更有勇气

去面对考验，在生活中感受到神的支持与引导，也能为

家人及他人树立榜样。你对配偶及家人的爱会更深、更

丰富、并且更具意义；你的内心会体验到更大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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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经文中学到，真正的幸福

是来自于遵守神的诫命（见摩赛        

亚书 2 : 41），以及“邪恶绝非幸

福” （阿尔玛书 41 : 10）。

如果你已经违反贞洁律法，神也预

备了方法让你能够悔改，再次变得

洁净。现在就悔改以前的种种过

错，并下定决心遵行这项神圣律法。透过耶稣基督的

赎罪以及真诚的悔改，你可以获得宽恕，感受到平安。

不论你过去的行为•

如何，只要从今开始•

遵行贞洁律法，•

就会有美好的祝福•

等待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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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读资料
以下的问题和经文能帮助你进一步了解这本册子谈到的

各项原则。你可以从经文中的注脚和交互参照资料找到

更多关于这些原则的经文章节及资源。

遵守贞洁律法是什么意思？

为何这项律法如此重要？

出埃及记 20 : 14（《圣经》，旧约）

箴言 6 : 27 - 32（《圣经》，旧约）

提多书 2 : 11 - 12（《圣经》，新约）

阿尔玛书 39 : 3 - 5（《摩尔门经》，第 366 - 367 页）

尼腓三书 12 : 27 - 30（《摩尔门经》，第 515 页；亦 

 见新约马太福音 5 : 27 - 30）

“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传教士或教会成员能帮你 

 取得这份资料及下列的《忠于信仰》和《巩固青 

 年》。你也可以在 www.mormon.org 网站上找到。）

“贞洁”《忠于信仰》

我该如何获得遵守贞洁律法所需的力量
哥林多前书 10 : 13（《圣经》，新约）

摩赛亚书 4 : 29 - 30（《摩尔门经》，第 189 页）

阿尔玛书 38 : 12（《摩尔门经》，第 366 页）

《巩固青年》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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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做什么？
 • 继续阅读《摩尔门经》。

建议阅读的章节： 

 

 • 遵行贞洁律法，并祈求神帮助你遵守这项诫命。

 • 参加这个星期日的教会聚会。

 • 继续为洗礼作准备。

洗礼日期： 

 • 造访 www.mormon.org 网站，进一步了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 继续与传教士见面，进一步了解复兴的福音。

下次见面时间：  

传教士姓名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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