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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祝福

我
还记得欧洲第一座圣殿──瑞士圣殿刚
落成的时候，我的父母带着全家人到那
里，让我们成为永恒的家庭。当时我

16 岁，在四个孩子中年纪最小。我们一起跪在
祭坛前，经由圣职力量在世上印证，并且获得
一项美好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永恒地印证在
一起。我永远忘不了这伟大神圣的一刻。

我当时是个孩子，对于越过国境去作家庭
印证一事，印象深刻。对我而言，这象征圣殿
事工跨越各国边境，将永恒祝福带给世上所有
居民。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圣殿确实是为
全人类的福祉而兴建的，无关乎国籍、文化或
政治立场。

圣殿是良善必定得胜的铁证。总会会长团
第一副会长乔治·肯农（1827-1901）曾说：“每
块为圣殿安置的基石、每座落成的圣殿……都
会削弱撒但在世上的力量，增强神的力量与神
性。”1

尽管每座圣殿都能为世上增添正义的影响
力，但最大的祝福当然是赐给确实到圣殿去的
人。我们在圣殿里接受进一步的光和知识，郑
重立下圣约，如果好好遵守，就能帮助我们走
在这条身为门徒的道路上。简言之，圣殿教导

我们有关生命的神圣目的，并帮助我们在属世
和属灵方面真正有力量。

然而我们去圣殿不仅是为了自己。每次我
们进入这些神圣宏伟的建筑，就是在神圣救赎
的救恩事工上尽一份力，这救恩普赐给神所有
的儿女，乃因父的独生子完成赎罪而来。这是
一项无私而神圣的服务，可以让我们世人参与
荣耀的事工，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

对于那些目前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到圣殿来
的人，我鼓励你们尽最大努力持有有效的圣殿
推荐书。圣殿推荐书象征着我们有信心和决心
去事奉主，也象征我们对主的爱，正如耶稣所
教导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
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
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 14：21）。

这个世界的景致因这些奉献给主的神圣建
筑而更加秀丽怡人，而我祈求我们能配称持有
圣殿推荐书并善加利用，借此尽一己之力来拉
近天堂和人间的距离。这么一来，不仅我们的
生活和家里必定增添正义精神，我们的社会及
整个世界也必然如此。■

2010年8月总会会长团信息

迪特 • 邬希铎会长
总会会长团
第二副会长

注：

1. GEORGE Q. CANNON, IN “THE LOGAN TEMPLE,”MILLENNIAL 
STAR, NOV. 12, 1877, 743.

09368_266_AUG10_FP & VTM_v3.indd   1 2010-7-29   16:14:58



2

本篇信息的教导

你在传达观念时，使用视觉教材比单纯用口
头讲述更能帮助大多数人学习和记忆（见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1999〕，第182 
页）。上课时，不妨展示圣殿的图片。读完本文 
后，讨论圣殿为何对邬希铎会长很重要。请家
中年幼的孩子画一张他们全家人在圣殿的图画。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说明：“鼓励你
所教导的人设立一个或一个以上有助他们遵行
你所教导之原则的目标”（第 159 页）。你可
以与家人阅读邬希铎会长的信息，邀请家人写
下个人目标，帮助他们配称持有及使用圣殿推
荐书。

青年园地

居高临下看世界

明蒂·何姆兹

我在青少年时期，有很多机会在加州圣地牙
哥圣殿代替已逝者执行洗礼教仪。虽然我

每次去圣殿都有很好的经验，但是有一次特别
让我印象深刻。

我当时 16岁，我妹妹刚满 12岁，她第一
次代替死者执行洗礼教仪。因为这是她第一次
参加教仪，所以我们决定结束之后在圣殿外面
四处走走。

圣殿广场的一侧有几个观景点，所以我们
走到那里。由于圣地牙哥圣殿紧邻交通繁忙的
高速公路，你站在其中一个观景点，其实就可
以往下看到这条高速公路。

那天我们站在圣殿广场上，居高临下，让
我对人生有了一番崭新的见解。我俯看这个世
界，进入眼帘的是呼啸奔驰的车辆、拥挤的购
物中心，以及满布图文的路标。

那时候我脑海里有个想法：“你并不想成
为其中的一部分；生活不该是这样。”我所得
到的教导一直都是：人生的目的是回去与天父
同住、成为像他一样。我知道我不需要世俗的
事物来完成那项目的。

我转身回头看着这座美丽的圣殿，很感谢
有福音知识以及福音带给我的见解。我知道在
这混乱、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我已找到更高的
立足点。

那天在圣殿，我向天父保证我会一直站
在他这边，而不是世人的那边。无论这个世界
对着我们投掷什么样的难题，我们都可以借着
遵守订立的圣约以及站在圣地上，（见教约
87:8）一一克服。

儿童园地

让世界更美丽

邬希铎会长说，每兴建一座圣殿，都会增加
神在地面上的力量，让世界变成更美丽的

地方。以下是圣殿带给人们的一些美好祝福。
将来有一天你生活配称、能进入圣殿时，就可
以得到这每一项祝福！

• 爱与美的境地

• 代替生前没有受洗的人接受洗礼

• 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婚姻

• 子女永远印证给父母

• 学习有关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事的地方

• 配称、服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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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出处：

以赛亚书2：2-3； 
教约109：22-23；110：8-10

我们有责任使自己配称进行圣
殿崇拜

“我们透过在圣殿接
受的教仪而立下

相关的圣约，这些圣约就是我
们是否能获准回到神前的证
明。这些圣约能够提升我们，
让我们超越个人有限的能力与
眼界。我们订立圣约，为的是
表明将全力投入建立国度。当
我们与神订立圣约，我们就成
了约民。只要忠于这些圣约，
我们会获得所有应许的祝福。

“教会的妇女可以做哪些
事情，以享有圣殿的诸多祝福
呢？

“主透过他的先知，邀请
所有尚未获得圣殿祝福的人，
去做一切必要的事，让自己有
资格获得这些祝福。他也邀请
已经获得这些祝福的人尽可能
地经常回到圣殿，再次感受那
些经验，让自己提升眼界、更
了解他的永恒计划。

“ 让 我 们 大 家 都 保 持 配
称，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
让我们前往圣殿与家人作永恒
的印证。让我们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尽可能地常回圣殿。

历史回顾

戈登 • 兴格莱会长（1910-
2008）教导，妇女会的成立源
自于姊妹们对圣殿崇拜的渴
望：

“嘉德兰圣殿建造期间，
教会号召妇女把她们的瓷器碾
碎，与圣殿外墙使用的灰泥混
合，这样可以撷捕到照在墙上
的日光和月光，反射之后为圣
殿的外观更添美丽风采。

“在那些日子里，教友身
上钱财拮据，信心却很丰沛，
做工的人奉献劳力和资源来建
造主的殿。妇女则尽心尽力为
他们提供伙食。爱德华 • 杜立
薏表示，约瑟 • 斯密看到妇女
缝制圣殿幔子，说道：‘啊，
姊妹们，你们总是随时待命。
在一切的善事上，姊妹向来不
落人后。马利亚是第一个看
到荣耀复活的人；而现在最先

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
研读这些资料，运用适合的部分与探访对象讨论；善加运用本文
的问题，协助你巩固姊妹，也让妇女会成为你个人生活中一股积
极正面的力量。

我们能做什么？

1. 我可以提供哪些支援，帮助

姊妹为进入圣殿、参与教仪而

作准备？

2. 教会早期这些姊妹付出牺牲

来接受圣殿祝福，我如何具体展

现这项传承？

3. 我要做哪些事，才能享有圣

殿的祝福？

如需更多资讯，请浏览网站

www.reliefsociety.lds.org。

注：

1. 丝薇雅·欧瑞，“神圣圣殿，神圣圣约”， 
2008 年 11 月，《利阿贺拿》，第 113，
114 页。

2. GORDON B. HINCKLEY, “AMBITIOUS 
TO DO GOOD,”ENSIGN, MAR. 19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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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Family·Relief

让我们帮助已逝的亲人有机会
接受超升的教仪。让我们享有
只有经常去圣殿才能获得的灵
性力量及启示。让我们保持忠
信，订立并遵守圣殿圣约，借
此获得赎罪的全部祝福。”1

丝薇雅·欧瑞，总会妇女会会
长团第一副会长。

参与圣殿内部工作的人也是姊
妹。’……

“在纳府亦是如此，圣殿
建造时，有一些妇女合力为工
人制作衬衫。就是在这些因缘
际会之下，其中二十位妇女于
1842年3月17日星期四齐聚在
先知商店楼上的房间。”2妇女
会从此展开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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