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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34年 耶穌基督 
去世後，使徒領導 
新約時代的教會。

300年-1300年 形形色色的 
基督教傳佈到世界許多地區。

1450年 古騰堡改進活字版
印刷術，讓書籍普及化。

1492年 神的靈帶領哥倫布到美洲大陸 
（見尼腓一書13：12）。

1500年-1611年 英文版和其他語文
版本的聖經新譯本普及至廣大群眾
（見尼腓一書13：20-23）。

1517年 馬丁‧路德和歐洲的 
其他宗教改革家開始反抗天主教。

1620年-1750年 神帶領許多歐洲新教徒
到北美洲追求宗教自由（見尼腓一書
13：13-16）。

1775年-1783年 獨立宣言與美國革
命建立了一個致力於自由民主的新
國家（見尼腓一書13：17-19）。

1787年-1791年 美國憲法制定 
宗教自由是一項基本權利。

100年-200年 聖職權鑰喪失。大叛教
開始（見尼腓一書13：1-11）。

欲知歷史背景及教會史出處，
請見教義和聖約各篇前言。

教會歷史上的人物

部份為 
推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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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4-6月 約瑟‧斯密完成摩爾門經 
前116頁手稿的翻譯，由馬丁‧哈里斯 
擔任抄寫員。馬丁遺失這些手稿後， 

摩羅乃從約瑟那裡取走頁片。

1828年2月 馬丁‧哈里斯把從金頁片上抄錄下來
的文字和其譯文帶去給紐約市的學者看（見 

約瑟‧斯密──歷史1：62-65； 
亦見以賽亞書29：11-12）。

1827年12月 約瑟和愛瑪‧斯密搬到 
賓夕法尼亞州哈茂耐躲避迫害（見 
約瑟‧斯密──歷史1：60-62）。

1825年10月 約瑟‧斯密開始為約西亞‧史達爾
工作。他在受雇期間認識愛瑪‧海爾（見 
約瑟‧斯密──歷史1：55-57）。

1827年1月 約瑟‧斯密與愛瑪‧ 
海爾在紐約州賓貝志結婚（見 
約瑟‧斯密──歷史1：57）。

1827年9月 摩羅乃把神聖頁片、烏陵和土明交託給 
約瑟‧斯密（見約瑟‧斯密──歷史1：59）。

1823年9月 天使摩羅乃首次向約瑟‧ 
斯密顯現，告訴他金頁片埋藏在附近
的一個山丘。之後摩羅乃又造訪他 
數次（見約瑟‧斯密──歷史1： 
29-54；亦見教約第2篇）。

1820年春天 第一次異象。在約瑟‧斯密
父親農場附近的一處樹林裡，父神及 

其子耶穌基督與14歲的約瑟‧斯密交談
（見約瑟‧斯密──歷史1：5-20）。

1816年 斯密家庭從 
佛蒙特州遷往紐約州 

拋邁拉地區。

1805年12月 小約瑟‧斯密出生
於佛蒙特州夏隆鎮，父母親為
老約瑟‧斯密和露西‧麥克‧
斯密（見約瑟‧斯密── 
歷史1：3）。

1828年夏天 約瑟‧ 
斯密悔改，並再次得到

頁片和翻譯的恩賜 
（見教約第3篇； 

第10篇）。

哈茂耐
賓夕法尼亞州

拋邁拉／ 
曼徹斯特
紐約州

1. 1831年11月1日 一個委員會被任命，

為集結成冊、準備以「誡命書」為名出

版的啟示草擬一份序言。他們在一次聚

集長老們的大會上提出報告，請求先知

約瑟‧斯密求問主對他們所做的工作的

旨意。先知藉著聖靈口述這項啟示的內

容，由西德尼‧雷格登記錄下來。

2. 1823年9月21日 年輕的約瑟‧斯密有

信心能獲得神聖的顯示，他祈求獲得罪

的赦免並知道他在神面前的地位。

3. 1828年7月 馬丁‧哈里斯遺失116頁摩
爾門經手稿後，約瑟‧斯密藉著烏陵和

土明求問，想知道自己在主面前的地位。

4. 1829年2月 老約瑟‧斯密請他的兒子

求問主，老約瑟要如何協助主的事工。

5. 1829年3月 悔改的馬丁‧哈里斯問約

瑟‧斯密是否仍保有頁片，希望他求問

主馬丁可否有機會看到這些頁片。

6. 1829年4月 約瑟‧斯密的新抄寫員奧

利佛‧考德里渴望獲得進一步的見證，

好知道這翻譯事工是真實的。先知藉由

烏陵和土明求問。

7. 1829年4月 約瑟‧斯密和奧利佛‧考

德里在翻譯頁片時，對於主所愛的約翰

後來到底如何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藉由

烏陵和土明求問。

8. 1829年4月 奧利佛‧考德里蒙應許有

翻譯的恩賜（見教約6：25），他渴望協
助翻譯。

9. 1829年4月 奧利佛‧考德里嘗試翻譯

失敗後，約瑟‧斯密代替奧利佛向主求

問失敗的原因。

10. 1828年夏天 約瑟‧斯密蒙得第3篇的
啟示後，摩羅乃取走頁片及烏陵和土明。

不久之後又再交付這些物件。先知約瑟

求問主如何繼續進行翻譯工作。

11. 1829年5月 海侖‧斯密請弟弟約瑟求

問主對他的旨意。約瑟藉由烏陵和土明

求問。

12. 1829年5月 老約瑟‧耐特熱切地想知

道他在福音復興這項事工上的責任。

13. 1829年5月15日 約瑟‧斯密和奧利

佛‧考德里在翻譯摩爾門經時，渴望進

一步了解赦罪的洗禮。他們走到附近的

河邊祈禱。施洗約翰顯現。

14，15，16. 1829年6月 大衛‧惠特茂、

約翰‧惠特茂和小彼得‧惠特茂熱切地

想知道他們對主的事工的責任。約瑟‧

斯密藉由烏陵和土明為他們求問。

17. 1829年6月 奧利佛‧考德里、大衛‧

惠特茂和馬丁‧哈里斯想知道，他們是

否就是摩爾門經中所說的三位證人。約

瑟‧斯密藉由烏陵和土明求問。

18. 1829年6月 約瑟‧斯密和奧利佛‧考

德里熱切地想知道更多有關聖職的事，

並為此謙卑祈禱。

老約瑟‧斯密 
1771–1840

露西‧麥克‧斯密 
1775–1856

小約瑟‧斯密 
1805–1844

愛瑪‧海爾‧斯密 
1804–1879

馬丁‧哈里斯 
1783–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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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次（亦見上方圈圈內的數字），該篇啟示
賜予的日期，以及賜下該啟示的情況：



菲也特
紐約州

1829年6月 約瑟‧斯密完成了 
摩爾門經的翻譯。

1829年6月 天使摩羅乃把頁片給三位
證人看，並命令他們要為摩爾門經的
真實性作見證（見教約第17篇）。

1829年6月 約瑟‧斯密把頁片給八位
證人看。他們寫下對摩爾門經的 
真實性之見證。

1830年4月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
教會在紐約州菲也特成立 
（見教約第21篇）。

1829年5月 施洗約翰復興亞倫聖職， 
按立了約瑟‧斯密和奧利佛‧考德里。
之後他們相互施洗（見約瑟‧斯密──
歷史1：68-73；亦見教約第13篇）。

1830年3月 五千本英文版的 
摩爾門經在紐約州的拋邁拉出版。

1829年5-6月 彼得、雅各和約翰復興了 
麥基洗德聖職和使徒的權鑰。

19. 1830年3月 馬丁‧哈里斯抵押他的農

場來印刷摩爾門經。他請約瑟‧斯密尋

求主的確證和指示。

20. 1830年4月 主向約瑟‧斯密和奧利

佛‧考德里啟示有關教會的管理和組織

的指示，包括在地面上再次組織祂的教

會的確定日子。

21. 1830年4月 先知約瑟‧斯密在成立教

會的聚會中，藉著聖靈說出這則啟示。

22. 1830年4月 以前曾受洗過的人想知

道，是否需要重新受洗才能加入這教會。

23. 1830年4月 奧利佛‧考德里、海侖‧

斯密、撒母耳‧斯密、約瑟‧斯密和老

約瑟‧耐特熱切地想知道他們在主剛成

立的教會中的職責。

24. 1830年7月 先知約瑟‧斯密和奧利

佛‧考德里在迫害劇烈時期施助紐約州

的成員後，他們抵達賓夕法尼亞州時需

要鼓勵和指示。

25. 1830年7月 愛瑪‧海爾‧斯密和她的

丈夫先知約瑟遭受許多迫害。先知為她

獲得這項啟示。

26. 1830年7月 這些從主而來的指示鼓舞

並教導先知約瑟、奧利佛‧考德里和惠

特茂家庭，教導他們處理教會的一切事

務都要經過一致同意的重要。

27. 1830年8月 先知約瑟、愛瑪‧斯密、

紐奧和莎莉‧耐特渴望領受聖餐。先知

為此教儀去買酒時，一位天上的使者向

他顯現。

28. 1830年9月 先知約瑟擔心亥倫‧裴治

使用先見石一事。

29. 1830年9月 這項啟示是在六位長老面

前賜給的，當時許多人對錫安或新耶路

撒冷的教義深感興趣。

30. 1830年9月 先知約瑟為大衛‧惠特

茂、小彼得‧惠特茂和約翰‧惠特茂在

亥倫‧裴治事件中的行為接受啟示。

31. 1830年9月 多馬‧馬西渴望知道主對

他的旨意。

32. 1830年10月 包括奧利佛‧考德里和

小彼得‧惠特茂在內的幾位長老，想知

道是否能夠增加奉派去教導拉曼人福音

的傳教士人數。

33. 1830年10月 剛被按立為長老的以斯

拉‧泰爾和諾拉‧史維，渴望知道主對

他們的旨意。

34. 1830年11月4日 奧申‧普瑞特跋涉

320公里（200英里）去見先知約瑟‧斯
密，想了解主對他的旨意。

35. 1830年12月 剛受洗的西德尼‧雷格

登請求先知約瑟顯明主對他的旨意。

36. 1830年12月 愛德華‧裴垂治請先知

約瑟替他向主求問。

37. 1830年12月 教會在紐約州不斷受到

騷擾，教會領袖的性命處於危險之中。

先知約瑟和西德尼‧雷格登在翻譯靈感

本聖經時，主賜予這項搬到俄亥俄州的

命令。

38. 1831年1月2日 許多聖徒很貧窮，他

們想知道更多有關搬到俄亥俄州的事。

39. 1831年1月5日 擔任浸信會牧師約40
年的雅各‧柯偉，承諾願意遵從主藉由

先知約瑟‧斯密賜給他的任何命命。先

知為他求問主。

40. 1831年1月 雅各‧柯偉拒絕主的命令

後，主賜給先知約瑟和西德尼‧雷格登

這篇啟示。

41. 1831年2月4日 先知約瑟發現俄亥俄

州的聖徒之間的許多問題。他求問主，

希望知道治理教會的最佳方式。

42. 1831年2月9日 長老們同心祈禱，渴

望得到教約38：32和教約41：2-3中所應
許的主的律法。

43. 1831年2月 一位自稱為女先知的赫勃

爾太太用她的啟示矇騙一些聖徒。先知

約瑟為此事求問主。

44. 1831年2月 先知約瑟和西德尼‧雷格

登獲得主對於下次教會大會的指示。

1829 18302月 3月 3月4月 4月5月 6月

奧利佛‧考德里 
1806–1850

海侖‧斯密 
1800–1844

老約瑟‧耐特 
1772–1847

大衛‧惠特茂 
1805–1888

約翰‧惠特茂 
1802–1878

紐約州，菲也特：1829年6月∼1831年1月教會總部

4 5 6–9

13 17

11–12

14–16, 18

19

20–21

22–23

1830年4-7月 撒母耳‧斯密 
和其他傳教士，用摩爾門經 

努力傳教。



密蘇里州

45. 1831年3月7日 先知約

瑟在許多不實報導流傳期

間，獲得這項關於這時代

各項徵兆的啟示。

46. 1831年3月8日 在討論

是否只有教會成員才能參

加聖餐和證實聚會之後，

先知求問主。

47. 1831年3月8日 大衛‧惠特茂不願接

受記寫教會歷史的職責，但如果那是主

的旨意，他便願意去做。先知約瑟求問

主。

48. 1831年3月 教會領袖關心該如何安置

抵達俄亥俄州的紐約聖徒。先知約瑟求

問主。

49. 1831年3月 由於以前是震教會成員的

里曼‧柯普雷剛加入教會，先知約瑟求

問主關於該宗教的某些教導。

50. 1831年5月 幾位長老請先知約瑟求問

主，關於發生在聖徒之間怪異的屬靈顯

示。先知與這些長老一起祈禱後，口述

主的回答。

1830年6月 先知約瑟‧斯密開始翻譯
（藉靈感修改）聖經（摩西書 
第1∼5章）。

1830年9-10月 奧利佛‧考德里
和其他傳教士蒙召喚去教導 
拉曼人（見教約28：8； 

第32篇）。

1830年10-11月 傳教士到俄亥俄州的 
東北部，為127個人施洗。

1830年11-12月 先知約瑟‧斯密藉由啟示獲得 
古代以諾書的部分內容（見摩西書第6∼7章）。

1831年2月 先知約瑟‧斯密和他的
家庭抵達俄亥俄州嘉德蘭。愛德
華‧裴垂治蒙召喚為本教會的第
一位主教，主開始揭示獻納律法

（見教約第41∼42篇）。

1831年8月 先知約瑟‧ 
斯密從密蘇里州返回 
嘉德蘭。對立和叛教 
仍持續發生。

1831年9月 先知約瑟‧
斯密和愛瑪‧斯密 

遷往俄亥俄州海蘭。

1831年2-5月 紐約州各分會的聖徒啟程
前往俄亥俄州嘉德蘭地區。嘉德蘭 
附近城鎮的居民加入教會。

1831年7-8月 先知約瑟‧斯密和 
西德尼‧雷格登拜訪密蘇里州， 
奉獻該地為聚集之地及建造聖殿的
地點（見教約第57∼59篇）。

51. 1831年5月 愛德華‧裴垂治主教為抵

達俄亥俄州的聖徒，尋求有關實行獻納

律法的指示。

52. 1831年6月7日 第一批大祭司在一次

總會大會被按立後，先知約瑟求問主，

這些弟兄在下次大會召開前應做的事。

53. 1831年6月 西德尼‧吉伯特請先知約

瑟求問主關於他在教會中的召喚。

54. 1831年6月 里曼‧柯普雷違背約定，

不願獻納他在俄亥俄州湯普生的土地，

先知約瑟求問該怎麼做。

55. 1831年6月 威廉‧斐普是一名報社編

輯，他請先知約瑟求問主關於他的事。

56. 1831年6月 以斯拉‧泰爾不打算去密

蘇里州，他的旅途同伴多馬‧馬西問先

知該怎麼辦。

57. 1831年7月20日 先知約瑟抵達密蘇里

州獨立城後，尋求主關於在末世建立錫

安和在何處興建聖殿的答案。

58. 1831年8月1日 許多聖徒抵達密蘇里

州傑克森郡，熱切地想知道主對他們的

旨意。

59. 1831年8月7日 先知約瑟在波麗‧耐

特的葬禮之後，向主尋求對密蘇里州聖

徒的保證。

60. 1831年8月8日 傳教士們準備返回俄

亥俄州的家園時，先知約瑟求問主關於

該趟旅程的事。

61. 1831年8月12日 先知約瑟和十位長老

在密蘇里河上航行時，經歷危險，被迫

紮營。威廉‧斐普看到毀滅者有力地在

水面上運行。先知在禱告中尋求主。

62. 1831年8月13日 先知約瑟遇見四位落

後行程、前往密蘇里州的傳教士，並再

次肯定他們應該繼續他們的旅程。

63. 1831年8月 俄亥俄州的聖徒渴望知道

更多關於錫安地的事。先知約瑟求問主

關於購買土地及其他事宜。

1831 2月 3月 5月 6月6月 8月 7月7月 8月9月 9月10月 11月 12月

小彼得‧惠特茂 
1809–1836

撒母耳‧斯密 
1808–1844

紐奧‧耐特 
1800–1847

西德尼‧雷格登 
1793–1876

愛德華‧裴垂治 
1793–1840

俄亥俄州

嘉德蘭

海蘭

湯普生

拋邁拉

曼徹斯特 菲也特

哈茂耐

南賓貝志考斯威爾

夏隆鎮

佛蒙特州

紐約州

賓夕法尼亞州

俄亥俄州，嘉德蘭，第一段時期：1831年2月-9月

嘉德蘭／湯普生
俄亥俄州

3427 28–3124–26 32–33 35–37 38–40

6341–44 45–49 50–51 52–56

57 58–62

64



日期（主後） 2月2月 3月 4月 6月 8月 9月 10月10月 11月11月 12月12月 1832 1833

1832年1月 約瑟‧斯密被按立為 
高級聖職的會長（見教約第75篇）。

1832年3月 一群暴徒在先知約瑟和
西德尼‧雷格登的身上塗焦油、
灑羽毛。先知一家人返回嘉德蘭
一段短時期，之後又回到海蘭。

1832年4月 先知約瑟‧斯密 
短暫拜訪密蘇里州。

1832年6月 先知回到俄亥俄州， 
繼續聖經的翻譯工作。

1832年9月 先知將家人 
從海蘭遷回嘉德蘭。 1832年10-11月 先知約瑟和 

紐奧‧惠尼主教前往東部的 
某些城市處理教會事務 
（見教約84：114-115）。

1833年1月 先知學校開始在 
嘉德蘭聚會（見教約第88篇）。

1831年11月 為出版先知所獲得的啟示
作準備，將其命名為誡命書。

1831年12月 紐奧‧惠尼 
蒙召喚在俄亥俄州擔任 
主教（見教約第72篇）。

1832年11月 新歸信者 
百翰‧楊和禧伯‧甘 
抵達俄亥俄州嘉德蘭，
會見先知約瑟‧斯密。

教會歷史上的人物

教會總部 俄亥俄州，海蘭：1831年9月∼1832年9月

65–66 71–72 73–75 76
1, 67–70, 133 77–81

82–83

8499

85 86–88 89



2月3月 3月 4月5月 5月6月 6月8月 10月 11月 11月12月 18347月

1834年6月 為了回應主的
命令和避免流血，解散
了錫安營（見教約 
第105篇）。

1834年2-5月 先知和其他人召募
志願者加入他們救贖錫安的 
行列（見教約第103篇}）。

1834年2月17日 本教會的第一個
高級議會在嘉德蘭成立。

1832年10-12月 在密蘇里州爆發 
武裝衝突，聖徒被逐出傑克森郡 
（見教約100：13，15；第101篇）。

1833年12月18日 先知約瑟‧斯密 
按立父親老約瑟‧斯密為本教會的 
第一位教長。

1833年7月2日 先知約瑟
和西德尼‧雷格登完成
聖經的主要翻譯工作。

1833年夏天  

長老學校在密蘇里州成立。

1833年7月 一群暴徒
破壞教會在密蘇里州
的印刷所。教會領袖
被迫簽下一份撤離 
傑克森郡的同意書。

1834年2月22日 帕雷‧普瑞特和 
列曼‧魏特抵達嘉德蘭，報告 
密蘇里州的狀況並請求幫助。

1834年5月 一支稱為錫安營的隊伍
啟程西行到密蘇里州。他們抵達
密蘇里州時，人數超過200人。

1833年6月5日  

開始興建嘉德蘭聖殿。

俄亥俄州

紐約州

密蘇里州

64. 1831年9月11日 先知約瑟遭受某些同

工和報紙的批評後，主對吹毛求疵的行

為提出警告。

65. 1831年10月 先知約瑟‧斯密稱第65
篇為祈禱文，這是在先知準備重新開始

翻譯聖經期間賜予的。

66. 1831年10月25日 新歸信者威廉‧麥

勒林，祈求主向他顯明祂的旨意。

67. 1831年11月 在討論出版先知約瑟‧

斯密所接受的啟示的會議上，有些弟兄

認為啟示裡的文筆拙劣。主經由先知予

以答覆。

68. 1831年11月 奧申‧海德、路加‧詹

森、列曼‧詹森和威廉‧麥勒林渴望知

道主對他們的旨意。

69. 1831年11月 奧利佛‧考德里奉派攜

帶誡命書的手稿和一些教會款項去密蘇

里州獨立城。由於在曠野行走相當危險，

約翰‧惠特茂被召喚與他結伴同行。

70. 1831年11月12日 在大會結束時，主

把管理教會所有正式文獻和將其出版的

管家職務交給先知約瑟‧斯密、奧利佛‧

考德里、西德尼‧雷格登、威廉‧斐普、

約翰‧惠特茂和馬丁‧哈里斯。

71. 1831年12月1日 以斯拉‧布司叛教，

並寫了九封毀謗教會的信刊登在俄亥俄

星晨報（Ohio Star）。先知約瑟和西德
尼‧雷格登受到命令要出去傳教，以緩

和外界對教會產生的不友好情緒。

72. 1831年12月4日 幾位長老和成員聚在

一起學習自身的職責並接受教導。

73. 1832年1月10日 教會的長老渴望知道

在等待下次大會於1832年1月25日在俄亥
俄州安荷斯特召開之前，他們應該做什

麼。

74. 1832年1月 這篇啟示是在翻譯聖經時

獲得的，用來解釋哥林多前書7：14。
75. 1832年1月25日 在安荷斯特的大會

中，長老們殷切地想知道他們要如何讓

人們知道本身的情況。有些傳教士蒙召

喚去服務，大部分被派往美國東部。

76. 1832年2月16日 先知約瑟和西德尼‧

雷格登在翻譯聖經。當他們翻譯到約翰

福音5：29時，諸天開啟，他們獲得了這
篇被稱為「異象」的啟示。

77. 1832年3月 在翻譯啟示錄時，弟兄們

對約翰的寫作有許多疑問。

78. 1832年3月 先知約瑟教導聖職領袖關

於獻納律法，以及要為貧困者建立一座

倉庫。

79,80. 1832年3月 雅列‧卡特來到俄亥

俄州海蘭，想經由先知求問主的旨意。

他蒙召喚到東部地區傳教。相反的，司

提反‧班尼和伊甸‧斯密則蒙召喚可到

他們選擇的任何地方去傳教。

禧伯‧甘 
1801–1868

奧申‧海德 
1805–1878

威廉‧斐普 
1792–1872

伊莉莎‧舒 
1804–1887

瑪麗‧斐亭‧斯密 
1801–1852

1833年11月-1836年6月 

密蘇里州的聖徒在密蘇里州 
克雷郡過著較平靜的生活。

俄亥俄州，嘉德蘭，第二段時期：1832年9月∼1838年1月

90–92 93–94 95–96

97–98

102–103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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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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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2月 成立十二使徒
定額組和七十員定額組 
（見教約第107篇）。

1835年7月 教會購買了一些
埃及木乃伊和卷軸（見 

亞伯拉罕書第1∼5章）。

1836年3月27日 奉獻嘉德蘭
聖殿時出現偉大的屬靈顯現

（見教約第109篇）。

1835年尾-1836年初 出版教會 
第一本聖詩集。

1836年夏天 聖徒開始
定居在密蘇里州 
遠西城。

1838年4月 教會中多位極具聲望的 
領袖叛教而被開除教籍， 
其中有些人與先知為敵。

1838年3月 先知約瑟和家人 
定居密蘇里州遠西城。

1838年8-10月 教會成員與 
密蘇里州居民爆發武裝衝突。 

許多教會成員聚集到 
遠西城尋求保護。

1835年8月17日 

聖徒在一場莊嚴集會中
同意將啟示出版成冊，

稱為教義和聖約。

1836年4月3日 耶穌基督在嘉德蘭 
聖殿顯現，接納此座聖殿。之後 
摩西、以利亞和以來加顯現，復興
聖職權鑰（見教約第110篇）。

1838年7月8日 主指示十
二使徒到海外宣講福音
（見教約第118篇）。

1838年1月 先知約瑟和一些 
教會領袖被迫逃離嘉德蘭。

1837年7月-1838年4月
第一批在大不列顛的
傳教士為大約1,500位

歸信者施洗。

81. 1832年3月 第81篇是為準備正式成立
總會會長團而賜予的。這篇啟示的對象

原本是耶西‧高斯，但是因為他叛教，

而由菲德克‧威廉取代。

82. 1832年4月26日 先知約瑟在第78篇中
受到吩咐要前往錫安教導領袖們了解獻

納律法。他旅行到錫安，並在一個聚會

中獲支持為高級聖職的會長，如同先前

在俄亥俄州一樣。

83. 1832年4月30日 先知在短暫造訪錫安

期間，教導要按照獻納律法照顧寡婦和

孩童。

84. 1832年9月22-23日 長老們返鄉並報

告他們在東部諸州的傳道工作時，先知

獲得這篇關於聖職的啟示（見教約第75
篇）。

85. 1832年11月27日 第85篇摘錄自先知
寫給威廉‧斐普的一封信，威廉‧斐普

被指派協助愛德華‧裴垂治主教執行獻

納律法。

86. 1832年12月6日 在翻譯聖經和修訂聖

經譯文期間，先知約瑟獲得這項啟示，

解釋麥子和稗子的比喻。

87. 1832年12月25日 聖徒們因各國之間

及美國境內的紛擾感到憂心時，先知約

瑟獲得這篇有關戰爭的預言。

88. 1832年12月27-28日 在一次大祭司

的會議中，先知約瑟教導如何獲得啟示。

在場的每位弟兄輪流向主祈求，希望他

們能一心一意並得知祂的旨意。隨後即

獲得這項稱為「橄欖樹葉」的啟示。第

127-141節是在1833年1月3日接受到的。

89. 1833年2月27日 由於參加先知學校的

弟兄們普遍使用菸草，髒亂的情況促使

先知為此事求問主。這篇啟示被稱為「

智慧語」。

90. 1833年3月8日 這篇啟示是為答覆先

知和弟兄們的禱告而賜予的，也是設立

總會會長團的後續步驟。

91. 1833年3月9日 先知翻譯靈感本所用

的那本聖經包含了旁經──當時的詹姆

士欽定版聖經未收錄這些寫作。先知為

此事求問，主啟示沒有必要翻譯旁經。

92. 1833年3月15日 菲德克‧威廉蒙召喚

擔任總會會長團成員。主指示威廉弟兄

要加入合一體制。

威拉‧理查 
1804–1854

琪娜‧楊 
1821–1901

喬治A.‧斯密 
1817–1875

拔示巴‧斯密 
1822–1910

菲德克‧威廉 
1787–1842

俄亥俄州，嘉德蘭，第二段時期：1832年9月∼1838年1月 密蘇里州，遠西城：1838年3月∼

1835 1836 1837 1838

嘉德蘭

納府

獨立城

遠西城
利伯地

海蘭

印第安那州伊利諾州

密蘇里州

俄亥俄州

134

137108

109 110 111

112

107
113

114–115
116

117–120

錫安營路徑



1841年1月 總會會長團 
發出一份公告敦促 
所有聖徒到納府聚集。1838年11月-1839年2月 百翰‧楊 

和禧伯‧甘帶領數千名聖徒到 
伊利諾州避難。

1839年11月 先知會見美國總統， 
他拒絕關於聖徒在密蘇里州所受的 
傷害之賠償請求。

1839年8-9月 使徒們前往 
大不列顛宣講福音。

1841年4-7月 大部分的使徒 
回到納府，他們在大不列顛 
為數千人施洗。

1842年3-5月 

出版溫華滋函（包含 
信條）和亞伯拉罕書。

1842年5月4日 

先知開始為某些
聖徒執行聖殿 
恩道門。

1839年7月 許多成員感染瘧疾 
病倒，先知約瑟‧斯密藉著 
聖職能力治癒許多人。

1842年3月17日 

納府女性慈助會成立，
愛瑪‧斯密為會長。

1839年4月 先知在利伯地監獄被囚禁 
數個月後，抵達伊利諾州，並開始 
為聖徒們交涉購買土地事宜。 1840年6月 英國聖徒 

開始移民到納府。

1838年10月 密蘇里州州長下令採取軍
事行動對付聖徒。軍隊圍攻遠西城。
先知和教會的其他領袖被出賣， 
落入政府官員手中。

1841年4月6日 主命令聖徒蓋一座
聖殿（見教約第124篇），聖徒
為納府聖殿放置房角石。

1841年10月24日 奧申‧
海德奉獻聖地為猶太人
重返之地。

1840年8月 先知開始教導
代替死者的洗禮這項 
教義。

納府
伊利諾州

93. 1833年5月6日 主賜予第93篇幫助聖
徒了解如何崇拜及該崇拜什麼。

94. 1833年5月6日 為建造印刷所和先知

學校的聚會場地，在一次會議中任命了

一個委員會來籌募款項。不久之後，便

賜予這篇啟示。

95. 1833年6月1日 海侖‧斯密、雅列‧

卡特和瑞諾‧柯洪被指派到委員會，為

教會建築工程籌募基金。他們發出一份

通告，鼓勵聖徒們建造主的屋宇，以履

行主在六個月前的神聖命令。第95篇是
在發出通告的同一天賜予的。

96. 1833年6月4日 在一次大祭司的會議

中，弟兄們無法決定該由誰來負責管理

教會所購買的土地。他們決定求問主該

怎麼做。主啟示，應當由紐奧‧惠尼主

教處理聖徒之間土地的分配事宜。

97. 1833年8月2日 奧利佛‧考德里以及

錫安其他弟兄來信詢問有關長老學校的

事宜，這篇啟示即為答覆。

98. 1833年8月6日 密蘇里州的聖徒遭受

嚴厲的迫害。此篇啟示是他們祈禱的答

覆。

99. 1832年8月 賜給約翰‧莫達的啟示。

100. 1833年10月12日 先知和西德尼‧

雷格登在傳教時，掛念他們的家人。

101. 1833年12月16日 先知得知聖徒被

逐出密蘇里州傑克森郡的消息，他求問

主該怎麼做。

102. 1834年2月17日 第102篇是組織第
一個高級議會的會議記錄。先知在異象

中蒙得啟示，要根據古代的模式設立教

會議會。

103. 1834年2月24日 密蘇里州聖徒請帕

雷‧普瑞特和列曼‧魏特找出可以幫助

聖徒收復他們在錫安的土地的方法。此

篇啟示授權先知組織錫安營。

104. 1834年4月23日 為了穩定教會的財

務狀況，合一體制被劃分為個人的管家

職務。

105. 1834年6月22日 錫安營快抵達密蘇

里州克雷郡時，密蘇里州長取銷了他先

前承諾的援助。因此，幫助聖徒收復土

地的目標未能達成。

106. 1834年11月25日 這篇有關華倫‧

考德里的啟示是先知在籌設長老學校時

得到的。

107. 1835年3月28日 十二使徒準備前往

東部各州傳教時，請求主賜予書面的啟

示來引導他們的工作。

108. 1835年12月26日 在靈的啟發下，

七十員七位會長之一的列曼‧施曼，前

來向先知表達他的感受，並獲得一項教

導他有關其職責的啟示。

109. 1836年3月27日 這篇奉獻嘉德蘭聖

殿的祈禱文是藉由啟示而賜給先知約瑟。

110. 1836年4月3日 嘉德蘭聖殿奉獻一週

後，在一個會議中，先知和奧利佛‧考

德里在講壇上獻上靜默的祈禱，隔著幔

子與會眾分開。他們禱告完後，獲得此

榮耀的異象。

瑞諾‧柯洪 
1790–1861

瑪麗‧安恩‧楊 
1803–1882

帕雷‧普瑞特 
1807–1857

撒拉‧甘 
1818–1898

伊利莎白‧惠尼 
1800–1882

∼1839年3月 伊利諾州，納府：1839年5月∼1846年2月

1839 1840 1841 1842

121–23

124 125

126

127–128



紐奧‧惠尼 
1795–1850

百翰‧楊 
1801–1877

約翰‧泰來 
1808–1887

惠福‧伍 
1807–1898

朗卓‧舒 
1814–1901

111. 1836年8月6日 先知約瑟、西德尼‧

雷格登、海侖‧斯密和奧利佛‧考德里

聽說在麻薩諸塞州撒冷有可能獲得一大

筆錢，他們前往該地，希望能減輕教會

沉重的債務問題。

112. 1837年7月23日 第112篇是經由先
知約瑟‧斯密賜予的，以幫助十二使徒

定額組的會長多馬‧馬西帶領十二使徒

定額組。

113. 1838年3月 先知抵達密蘇里州遠西

城後不久，以利亞‧西比和教會其他成

員詢問有關以賽亞書的某些經文章節。

114. 1838年4月17日 大衛‧裴坦獲得忠

告要和十二使徒的其他成員為傳教作好

準備。

115. 1838年4月26日 這篇啟示是在遠西

城賜予的，顯示神對建立那地、在那裡

建造聖殿，以及教會全名的旨意。

116. 1838年5月19日 第116篇摘錄自先
知約瑟的日記，關於他拜訪亞當安帶阿

曼的事。

117. 1838年7月8日 威廉‧馬可斯和紐

奧‧惠尼沒有離開嘉德蘭。奧利佛‧格

蘭受指派帶著這項啟示去指示他們該怎

麼做。

118. 1838年7月8日 這篇啟示是在密蘇里

州遠西城經由先知約瑟賜予的，以答覆

「主啊，向我們顯示您對十二使徒的旨

意」的祈求（見 History of the Church，3
：46）。
119. 1838年7月8日 由於教會和領袖們所

遭遇的財務問題，以及聖徒們未能遵守

獻納律法，而得到這篇啟示，什一奉獻

律法擴及至全體教會成員。

120. 1838年7月8日 弟兄們想知道該如何

分配經由什一奉獻所獲得的財產。

121，122，123. 1839年3月 由於聖徒們

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難，當時被囚禁在利

伯地監獄的先知約瑟‧斯密為他們向主

懇求。

124. 1841年1月19日 聖徒聚集到納府

後，先知約瑟尋求主的指引，並得到許

多指示，包括要建造一座聖殿。 
125. 1841年3月 在納府建造一座聖殿的

計畫宣布後，有關住在密西西比河對岸

的聖徒是否該搬到納府的問題因而產生。

126. 1841年7月9日 百翰‧楊曾經在國外

傳教，這篇啟示免除了他將來到國外巡

迴的工作。

127，128. 1842年9月1，6日 代替死者

執行的教儀沒有任何組織或保存記錄，

促使先知在這兩封信裡寫下代替死者洗

禮的相關指示。

1845年冬天-1846年 聖徒擬訂計畫 
準備遷移到落磯山脈，應驗了 

先知約瑟的預言。

1845年12月10日 在納府聖殿 
已奉獻的部份開始執行 

聖殿恩道門。

1843-1844年 傳道事工 
開始在太平洋島嶼展開。

1844年6月27日 一群暴徒在 
伊利諾州卡太基殺害先知 

約瑟‧斯密和他哥哥海侖。

1844年8月8日 教會成員支持十二使徒定額組 
為教會的管理主體，百翰‧楊 
為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會長。

1845年9月 對聖徒的敵視 
再度在伊利諾州燃起。

1846年2月 前幾批西遷的 
聖徒隊伍離開納府。

1846年5月 公開奉獻 
納府聖殿。

1846年6月 首批先驅者隊伍 
抵達密蘇里河。

伊利諾州，納府：1839年5月∼1846年2月

1843 1844 18461845

129 130 13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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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1843年2月9日 撒但持續不斷矇騙聖

徒，因此有必要教導如何明辨一位人物

是從神或魔鬼來的。

130. 1843年4月2日 先知約瑟糾正奧申‧

海德在某篇演講中的一些論述。第18-23
節是先知在某個講道中的論述。

131. 1843年5月16-17日 先知在訪問一

些聖徒時，提出多項教義上的論述。在

有關聖職方面的指示，他宣告第1-4節。
132. 1843年7月12日 第132篇是應海侖‧
斯密希望獲得一篇書面啟示的要求，以

說服愛瑪‧斯密相信永恆婚姻各項原則

的真實性。

133. 1831年11月3日 在計畫出版誡命書

的同時，主賜予這篇啟示作為誡命書的

附錄。

134. 1835年8月17日 第134篇是對世上
法律的宣言，特別收錄在首版的教義和

聖約中，以免他人曲解教會的立場。

135. 1844年6月27日 約翰‧泰來記寫先

知約瑟‧斯密殉教的情況。

136. 1847年1月14日 百翰‧楊會長需要

知道該如何把聖徒組織起來進行西遷。

137. 1836年1月21日 嘉德蘭聖殿接近完

工時，教會領袖在聖殿裡的某次會議中，

執行了恩道門的先行禮教儀。與會者獲

得了許多異象和啟示，包括這篇賜給先

知約瑟‧斯密的啟示。





1846年7月 摩爾門兵團代表 
美國政府，展開其歷史性的 
行軍前往加州。

1846年9月 教會領袖設立冬季營，
作為聖徒西遷的中途站。

1849-1850年 傳道事工在歐洲 
大幅擴展，並開始在夏威夷展開。

1847年12月27日 總會會長團在愛阿華州 
坎斯威爾鎮的教會大會中受到支持， 
百翰‧楊獲支持為教會第二任總會會長。

1850年9月9日 猶他州及其鄰近
某些地區成為美國領土。

1856年10-11月 威利與馬丁手推車隊 
在懷俄明州受困於嚴寒凜冽的暴風雪中。 

鹽湖谷派出英勇的救援隊， 
許多人因此獲救。

1849年9月 設立永久移民基金， 
以協助聖徒前往鹽湖谷。

1847年7月21-24日 

首批先驅者隊伍 
抵達鹽湖谷。

1847年4月 百翰‧楊率領首批
先驅者隊伍，開始從冬季營 
出發，展開西遷的旅程。

1847-1857年 聖徒在美國
西部建立了大約100個 
屯墾區。

教會歷史上的人物

日期（主後）

內布拉斯加奧瑪哈州，冬季營：1846年7月∼1848年5月 猶他州，鹽湖城：1848年9月∼教會總部

1847 1848 1849 1850 1860

136



1866-1867年 重新組織慈助會， 
伊莉莎‧舒為會長。

1880年10月10日 總會會長團 
重組，約翰‧泰來獲支持為 
教會第三任總會會長。

1898年9月 朗卓‧舒獲支持為 
教會第五任總會會長。

1899年5月 舒會長在祈求智慧 
以解決教會的財務問題時，獲得了
強調什一奉獻律法的啟示。

1901年8月 在日本成立
傳道部。

1901年10月 約瑟F.‧斯密 
成為教會第六任總會會長。

1887年7月25日 惠福‧
伍以十二使徒定額組 
會長的身分帶領教會。

1884年5月17日 泰來會長 
奉獻猶他州洛干聖殿。

1875年6月10日 現今男青年
組織的前身成立。

1875年10月16日 百翰‧楊專校 
（如今為大學）在猶他州的 
普柔浮成立。

1869年5月10日 

橫貫大陸的鐵路 
竣工，使聖徒能 

更快速、更容易地 
聚集到美國西部。

1869年11月28日 

現今女青年組織的 
前身成立。

1877年4月6日 奉獻猶他州 
聖喬治聖殿。

1877年8月29日 十二使徒定額組 
帶領教會，約翰‧泰來為會長。

1878年8月25日 舉行第一次的 
初級會聚會。

1888年5月17日 伍會長奉獻 
猶他州曼泰聖殿。

1889年4月7日 惠福‧伍獲支持
為教會第四任總會會長。

1906年 約瑟F.‧斯密會長
成為第一位到歐洲 
訪問的總會會長。

1908-1909年 開始舉行 
每週支會聖職聚會， 

並為配稱的男青年之按立
設立年齡條件。

1893年4月6日伍會長奉獻鹽湖聖殿。

1896年1月4日猶他成為美國的一州。

1898年按手選派首批全部時間 
傳教士姊妹。

約瑟F.‧斯密 
1838–1918

禧伯‧郭 
1856–1945

喬治‧斯密 
1870–1951

大衛奧‧麥基 
1873–1970

約瑟‧斐亭‧斯密 
1876–1972

138. 1918年10月3日 約瑟F.‧斯密會長
那時在沉思經文，以了解人死後的情況。

正式宣言一. 1890年9月24日 惠福‧伍會

長對於實行多重婚姻者所遭受的迫害，

向主尋求解決之道。
正式宣言二. 1978年6月1日 賓塞‧甘會長

渴望知道，對於將聖職的祝福擴及至所

有配稱的男性成員一事，主的旨意為何。

鹽湖城

納府

冬季營

堪薩斯州

愛阿華州

密蘇里州

內布拉斯加州

懷俄明州

科羅拉多州
猶他州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05年12月23日 約瑟‧斯密 
的百歲誕辰。在他的出生地 
佛蒙特州夏隆鎮的紀念館 

奉獻了一座花崗岩紀念碑。

OD 1

鹽湖城
猶他州



1912年 開辦第一批 
福音進修班。

1961年 制定聖職協調 
統合計畫。

1985年 人道救濟計畫 
開始大幅擴展，為世界 

各地的貧困者提供 
食物、衣物和醫療用品。

1915年4月27日 總會會長團 
敦促教會成員定期舉行 
家人家庭晚會。

1967年9月 召喚第一批 
地區代表。

1986年 教會成員人數
達到六百萬。

1999年5月24日 
FamilySearch 
網站啟用。

1918年11月 禧伯‧郭成為 
教會第七任總會會長。

1970年1月 約瑟‧斐亭‧斯密獲支持 
為教會第十任總會會長。

1971年 教會成員人數
突破三百萬。

1986-1987年 彭蓀會長
強調研讀摩爾門經 

的重要性。

1929年 第一個為 
大專生設立的福音
研究所宗教課程 

開辦。

1972年7月 海樂‧李 
獲支持為教會的 

第十一任總會會長。

1988年5月15日 

在西非成立 
第一個支聯會。

1988-1991年 傳道事工
擴展到東歐。1973年12月 賓塞‧甘 

成為教會第十二任 
總會會長。

1926年7月15日 

摩爾門大會堂唱詩班 
首次在電台廣播。

1930年 教會慶祝 
成立100週年。

1936年4月7日 

推行福利計畫。

1974年 甘會長呼籲教會成員在
世界各地的傳道事工上要 

「跨大腳步」和「擴大視野」。

1989年5月16日 

奉獻百翰‧楊大學 
耶路撒冷中心。

1975-1976年 重組七十員 
第一定額組成為總會持有

權柄人員的定額組。

1994年6月 豪惠‧洪德 
成為教會第十四任 

總會會長。

1995年3月 

戈登‧興格萊成為教會
第十五任總會會長。

1979-1981年 發行新版的英文經文，
內含改良的研讀輔助資料。

1945年5月 喬治‧斯密 
成為教會第八任總會會長。

1980年 制定三個小時時段的
星期日聚會時間。

1939-1940年 由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傳教士開始撤離歐洲、

太平洋和其他地區。

1995年4月1日 召喚第一
批區域持有權柄人員。

1995年9月23日 

發表「家庭： 
致全世界文告」。

1982年 教會成員人數
突破五百萬。

1947年 教會成員人數 
突破一百萬。

1951年4月 大衛奧‧麥基獲支持 
為教會第九任總會會長。

1984年6月24日 成立區域會長團， 
以加強教會在地方層級的管理。

1952-1961年 傳道事工在世界許多地區擴展， 
麥基會長教導：「每位教會成員都是傳教士。」

1955-1958年 在北美和夏威夷以外地區，
成立第一批支聯會和奉獻第一批聖殿。

1985年8月 發行新版的英文 
聖詩選輯，並作為許多語言 

新版聖詩選輯的依據。

1997年4月4日 召喚
第一批區域持有 
權柄七十員。

1955年9月 創辦教會 
夏威夷學院。

1985年11月 泰福‧彭蓀成為 
教會第十三任總會會長。

1997年 教會成員 
人數突破一千萬。

海樂‧李 
1899–1973

賓塞‧甘 
1895–1985

泰福‧彭蓀 
1899–1994

豪惠‧洪德 
1907–1995

1978年6月8日 賓塞‧甘會長宣布一項 
啟示，將聖職和聖殿祝福擴及於 

所有配稱的男性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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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2008 2009

2000年10月 興格萊會長 
奉獻有21,000張座位的
會議中心。

2001年3月31日 興格萊會長宣布成立 
永久教育基金，以幫助年輕的後期聖徒 
接受教育和訓練。

2002年6月27日 奉獻重建的
伊利諾州納府聖殿。

2000年1月1日 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定額組 
出版見證「活著的基督」。

戈登‧興格萊 
1910–2008

多馬‧孟蓀 
1927–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10

2000年2-3月 摩爾門經印行達一億本， 
在2000年同時印行第100種語文版本。

2000年4月6日 奉獻紐約州
拋邁拉聖殿。

2000年9月 教會成員人數 
達一千一百萬，非英語系的成員人數 
多於英語系的成員人數。

2000年10月1日 興格萊會長 
奉獻第100座運作中的聖殿，
麻薩諸塞州波士頓聖殿。

2001年4月22日 奉獻內布拉斯加
冬季營聖殿。

2002年2月8-24日 鹽湖城主辦冬季奧運， 
摩爾門大會堂唱詩班在開幕典禮上表演。 
每天大約有10,000-20,000名來自各國的 
奧運訪客參觀聖殿廣場。

2003年1月11日 教會首次透過衛星轉播 
舉行全球領導人訓練會議，以56種 
語言傳送，超過百分之97的聖職領袖
收看本場轉播。

2005年12月23日 舉行衛星轉播，慶祝先知 
約瑟‧斯密200歲誕辰紀念日；以81種語言
轉播到161個國家。

2007年6月24日 教會成員人數達到 
一千三百萬，估計約有一百萬名 
傳教士曾在世界各地服務過。

2007年6月 某些地區的教會成員可以開始 
使用New.FamilySearch.org，使用的人數
在接下來的數年內不斷增加，到了2010年
10月世界各地的教會成員都可以使用New.
FamilySearch.org。其優點為它是個經過 
整合的網際網路資料庫，有助於簡化紀錄 
和消除重複的紀錄。

2008年2月3日 多馬‧孟蓀 
成為教會第十六任總會會長。

2009年9月13日 出版後期聖徒版本
的西班牙文聖經Santa Biblia。

2000

2008年11月 發表約瑟‧ 
斯密文獻專案的第一冊。

2009年6月 

奉獻新落成且最先進
的教會歷史圖書館。

2010年6月 摩爾門大會堂唱詩班 
慶祝錄製音樂100年。



奧申‧海德奉獻巴勒斯坦作為猶太人重返之地，克拉克‧普萊斯繪，©1996 IRI（第8頁）； 
泰福‧彭蓀，© Busath.com（第13頁）；Mountain High Maps  
繪製之美國專題地圖，©1993 Digital Wisdom, Inc.（第4，7，12頁）

©2011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 版權所有。美國印行。英語核准日期：3/10。 
翻譯核准日期：10/10。Doctrine and Covenants and Church History Times at a Glance 譯文。 
Chinese。 09235 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