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

新約

摩爾門經

教義和聖約及教會歷史

1. 摩西書1：39。神的事工和榮耀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1. 馬太福音5：14-16。你們的光也當照耀，你們應作他人的榜樣。

1. 尼腓一書3：7。主會預備道路，讓我們能遵守祂的誡命。

2. 摩西書7：18。錫安──在正義中一心一意

2. 馬太福音11：28-30。如果我們歸向耶穌基督，他會減輕我們的重
擔，使我們得安息。

2. 尼腓二書2：22-25。亞當墜落，才能有世人。

1. 約瑟‧斯密──歷史1：15-20。神在第一次異象中召喚約瑟‧斯密
為先知。

3. 亞伯拉罕書3：22-23。亞伯拉罕在出生之前就已被揀選。
4. 創世記1：26-27。神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5. 創世記1：28。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6. 創世記2：24。夫妻應該成為一體。
7. 創世記39：9。約瑟抗拒誘惑。
8. 出埃及記19：5-6。遵守我的約，就會成為聖潔的國民。
9. 出埃及記20：3-17。神揭示十誡。
10. 約書亞記24：15。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
11. 詩篇24：3-4。我們必須手潔心清，才能站在主的聖所。
12. 箴言3：5-6。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他必指引你的路。

3. 馬太福音16：15-19。耶穌基督應許要建立他的教會，並且授予國
度的權鑰。
4. 馬太福音22：36-39。愛主；愛鄰人。
5. 路加福音24：36-39。耶穌基督是復活的人物，有骨肉身體。

3. 尼腓二書2：27。我們可自行選擇。
4. 尼腓二書26：33。所有的人對神而言都是一樣的。
5. 尼腓二書28：30。神賜予知識是律上加律的。
6. 尼腓二書32：3。我們若飽享基督的話，就能知道一切當做的事。

2. 教約1：30。唯一真實而活著的教會
3. 教約1：37-38。主的聲音和祂僕人們的聲音是一樣的。
4. 教約6：36。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基督。
5. 教約8：2-3。聖靈會對我們的心思意念說話。

6. 約翰福音3：5。我們必須從水和聖靈而生，才能進神的國。

7. 尼腓二書32：8-9。我們若一直祈禱，神就會聖化我們要做的事，使
其能造福我們的靈魂。

6. 教約13：1。亞倫聖職的權鑰

7. 約翰福音7：17。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他的教訓。

8. 摩賽亞書2：17。為人服務就是在為神服務。

8. 教約18：15-16。帶領靈魂歸向耶穌基督的喜悅

8. 約翰福音14：15。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9. 約翰福音15：16。主會揀選並按立使徒和先知。
10. 約翰福音17：3。永生就是認識神和耶穌基督。

7. 教約18：10-11。靈魂的價值是大的。

9. 摩賽亞書2：41。服從會帶來祝福和快樂。

9. 教約19：16-19。救主為我們的罪受苦，使我們能悔改。

10. 摩賽亞書3：19。藉著贖罪脫離自然人成為聖徒。

10. 教約21：4-6。只要我們用耐心和信心接受先知的話，神就會驅散
黑暗的勢力。

11. 摩賽亞書4：9。相信神有完全的智慧。
12. 摩賽亞書18：8-10。我們透過洗禮與神立約。

11. 教約29：10-11。神會帶著能力和榮耀再次來臨。
12. 教約42：11。主的代表必須由持有權柄的人所召喚。

13. 哥林多前書6：19-20。你們的身子就是聖殿。

13. 阿爾瑪書7：11-13。耶穌基督體驗過我們的痛苦，並且克服了罪
和死亡。

13. 教約49：15-17。一男一女之間的婚姻是神所制定的。

16. 以賽亞書53：3-5。耶穌基督擔當我們的憂患，並為我們的罪受苦。

14. 哥林多前書11：11。一男一女只有在一起，才能實現主的計劃。

14. 阿爾瑪書34：9-10。必須有人完成贖罪。

14. 教約58：42-43。若要悔改就必須認罪並棄絕罪。

17. 以賽亞書58：6-7。禁食幫助我們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
並且供應窮人。

15. 哥林多前書15：20-22。在基督裡眾人都要復活。

15. 阿爾瑪書39：9。不要再追求眼睛的欲望。

15. 教約64：9-11。我們必須寬恕所有的人。

16. 哥林多前書15：40-42。復活時，有三種等級的榮耀。

16. 阿爾瑪書41：10。邪惡絕非幸福。

16. 教約76：22-24。耶穌基督活著，祂是世界的創造主。

18. 以賽亞書58：13-14。安息日是主的聖日。

17. 以弗所書2：19-20。主的教會建造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

17. 希拉曼書5：12。要把根基建立在基督上。

17. 教約82：10。我們若做主所說的，主就是受約束的。

18. 以弗所書4：11-14。使徒和先知會幫助聖徒成為完全。

18. 尼腓三書11：10-11。耶穌基督在一切事上順從父對萬事的旨意。

18. 教約84：20-22。神的大能在聖職教儀中彰顯出來

19. 帖撒羅尼迦後書2：1-3。已預言會有叛教。

19. 尼腓三書12：48。耶穌基督邀請我們成為完全。

19. 教約88：118。藉著研讀也藉著信心尋求學識。

20. 提摩太後書3：15-17。經文會使你有智慧，並獲得救恩。

20. 尼腓三書18：15，20-21。一直奉耶穌基督的名警醒禱告。

20. 教約89：18-21。智慧語的祝福

21. 希伯來書12：9。神是我們靈體的父親。

21. 尼腓三書27：20。藉著接受聖靈來受洗並被聖化。

21. 教約107：8。麥基洗德聖職的權柄

22. 雅各書1：5-6。你們若缺少智慧，應當求問神。

22. 以帖書12：6。信心受到考驗之後，見證就來到。

22. 教約121：36，41-42。聖職的能力取決於一個人的正義程度。

23. 雅各書2：17-18。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23. 以帖書12：27。救主可使軟弱成為堅強。

23. 教約130：22-23。父與子有骨肉的身體。

24. 彼得前書4：6。福音會傳給死者。

24. 摩羅乃書7：45，47-48。仁愛是基督純正的愛。

24. 教約131：1-4。婚姻的新永約

25. 啟示錄20：12。每個人都會站在神前受審判。

25. 摩羅乃書10：4-5。聖靈會向那些真心誠意求問神的人顯明事物的
真實性。

25. 教約135：3。約瑟‧斯密為了我們的救恩辛勤努力。

13. 以賽亞書1：18。我們若悔改，我們的罪必變成雪白。
14. 以賽亞書5：20。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的人。
15. 以賽亞書29：13-14。福音的復興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19. 耶利米書1：4-5。耶利米被預立為先知。
20. 以西結書3：16-17。主的守望人替主警戒人。
21. 以西結書37：15-17。聖經和摩爾門經接連在一起。
22. 但以理書2：44。神國必存到永遠。
23. 阿摩司書3：7。神向先知顯明祂的奧祕。
24. 瑪拉基書3：8-10。繳付什一奉獻帶來祝福。
25. 瑪拉基書4：5-6。以來加會使父親和兒女的心轉向。

11. 使徒行傳3：19-21。彼得預言福音會復興。
12. 哥林多前書2：5，9-11。我們唯有透過聖靈才能明白屬神的事。

精通教義
經文出處指南

詩篇24：3-4 。我們必須手潔心清，才能站在主的聖所。

救恩計劃

復興

摩西書1：39。神的事工和榮耀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摩西書7：18。錫安──在正義中一心一意

亞伯拉罕書3：22-2 3。亞伯拉罕在出生之前就已被揀選。

以賽亞書29：13-1 4。福音的復興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創世記1：26-2 7。神照著祂自己的形像造人。

以西結書37：15-1 7。聖經和摩爾門經接連在一起。

約書亞記24：15。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

但以理書2：44。神國必存到永遠。

約翰福音17：3。永生就是認識神和耶穌基督。

使徒行傳3：19-2 1。彼得預言福音會復興。

哥林多前書6：19-2 0。你們的身子就是聖殿。

帖撒羅尼迦後書2：1-3 。已預言會有叛教。

婚姻及家庭

哥林多前書15：20-2 2。在基督裡眾人都要復活。
哥林多前書15：40-4 2。復活時，有三種等級的榮耀。

約瑟‧斯密──歷史1：15-2 0。神在第一次異象中召喚約瑟‧斯密
為先知。

創世記1：28。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彼得前書4：6。福音會傳給死者。

教約1：30。唯一真實而活著的教會

尼腓二書32：8-9 。我們若一直祈禱，神就會聖化我們要做的事，使
其能造福我們的靈魂。

啟示錄20：12。每個人都會站在神前受審判。

教約135：3。約瑟‧斯密為了我們的救恩辛勤努力。

尼腓二書2：22-2 5。亞當墜落，才能有世人。

哥林多前書11：11。一男一女只有在一起，才能實現主的計劃。

摩賽亞書4：9。相信神有完全的智慧。

尼腓二書2：27。我們可自行選擇。

先知和啟示

阿爾瑪書39：9。不要再追求眼睛的欲望。

獲得屬靈的知識
箴言3：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他必指引你的路。
以賽亞書5：20。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的人。
約翰福音7：17。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他的教訓。
哥林多前書2：5，9-1 1。我們唯有透過聖靈才能明白屬神的事。
提摩太後書3：15-1 7。經文會使你有智慧，並獲得救恩。
聖經雅各書1：5-6 。你們若缺少智慧，應當求問神。
尼腓二書28：30。神賜予知識是律上加律的。
尼腓二書32：3。我們若飽享基督的話，就能知道一切當做的事。

約翰福音3：5。我們必須從水和聖靈而生，才能進神的國。
摩賽亞書18：8-1 0。我們透過洗禮與神立約。
尼腓三書27：20。藉著接受聖靈來受洗並被聖化。
教約82：10。我們若做主所說的，主就是受約束的。
教約84：20-2 2。神的大能在聖職教儀中彰顯出來

創世記2：24。夫妻應該成為一體。
創世記39：9。約瑟抗拒誘惑。
瑪拉基書4：5-6 。以來加會使父親和兒女的心轉向。

以帖書12：6。信心受到考驗之後，見證就來到。

教約76：22-2 4。耶穌基督活著，祂是世界的創造主。

耶利米書1：4-5 。耶利米被預立為先知。

摩羅乃書10：4-5 。聖靈會向那些真心誠意求問神的人顯明事物的
真實性。

耶穌基督的贖罪

阿摩司書3：7。神向先知顯明祂的奧秘。

教約131：1-4 。婚姻的新永約

教約6：36。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基督。

以賽亞書1：18。我們若悔改，我們的罪必變成雪白。

約翰福音15：16。主會揀選並按立使徒和先知。

誡命

以賽亞書53：3-5 。耶穌基督擔當我們的憂患，並為我們的罪受苦。

以弗所書2：19-2 0。主的教會建造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

馬太福音11：28-3 0。如果我們歸向耶穌基督，他會減輕我們的重
擔，使我們得安息。

以弗所書4：11-1 4。使徒和先知會幫助聖徒成為完全。
教約1：37-3 8。主的聲音和祂僕人們的聲音是一樣的。

路加福音24：36-3 9。耶穌基督是復活的人物，有骨肉身體。

教約21：4-6 。只要我們用耐心和信心接受先知的話，神就會驅散
黑暗的勢力。

教約8：2-3 。聖靈會對我們的心思意念說話。
教約88：118。藉著研讀也藉著信心尋求學識。

教義主題
神組
希伯來書12：9。神是我們靈體的父親。
尼腓二書26：33。所有的人對神而言都是一樣的。
尼腓三書11：10-1 1。耶穌基督順從父對萬事的旨意。
尼腓三書12：48。耶穌基督邀請我們成為完全。
尼腓三書18：15，20-2 1。一直奉耶穌基督的名警醒和禱告。
教約29：10-1 1。神會帶著能力和榮耀再次來臨。
教約130：22-2 3。父與子有骨肉的身體。

聖經雅各書2：17-1 8。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摩賽亞書3：19。藉著贖罪脫離自然人成為聖徒。
阿爾瑪書7：11-1 3。耶穌基督體驗過我們的痛苦，並且克服了罪和
死亡。
阿爾瑪書34：9-1 0。必須有人完成贖罪。

以西結書3：16-1 7。主的守望人替主警戒人。

聖職和聖職權鑰
馬太福音16：15-1 9。耶穌基督應許要建立他的教會，並且授予國
度的權鑰。

教約49：15-1 7。一男一女之間的婚姻是神所制定的。

出埃及記20：3-1 7。神啟示賜予十誡。
以賽亞書58：6-7。禁食幫助我們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
並且供應窮人。
以賽亞書58：13-1 4。安息日是主的聖日。
瑪拉基書3：8-1 0。繳付什一奉獻帶來祝福。
馬太福音5：14-1 6。你們的光也當照耀，你們應作他人的榜樣。
馬太福音22：36-3 9。愛主；愛鄰人。
約翰福音14：15。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希拉曼書5：12。要把根基建立在基督上。

教約13：1。亞倫聖職的權鑰

尼腓一書3：7。主會為我們預備道路，使我們能遵守祂的誡命。

以帖書12：27。救主可使軟弱成為堅強。

教約42：11。主的代表必須要由持有權柄之人所召喚。

摩賽亞書2：17。為人服務就是在為神服務。

教約18：10-1 1。靈魂的價值是大的。

教約107：8。麥基洗德聖職的權柄

參閱摩賽亞書2：41。服從會帶來祝福和快樂。

教約19：16-1 9。救主為我們的罪受苦，使我們能悔改。

教約121：36，41-4 2。聖職的能力取決於一個人的正義程度。

阿爾瑪書41：10。邪惡絕非幸福。

教約58：42-4 3。悔改就必須認罪並棄絕罪。

教儀和聖約

教約18：15-1 6。帶領靈魂歸向耶穌基督的喜悅

出埃及記19：5-6 。遵守我的約，就會成為聖潔的國民。

摩羅乃書7：45，47-4 8。仁愛是基督純正的愛。
教約64：9-1 1。我們必須寬恕所有的人。
教約89：18-2 1。智慧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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