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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師用本將有助於神學研究所教師指導學員對無價珍珠作有 的研讀。

經文是以段落方式 現，以利研讀。每一段落經文開始前 會寫出教師在

準備並教導該段落時應注意的福音原則和教義。

每一段落的經文含有教師協助學員找出福音教義和原則的建穟。教師可視情

況所需，用和諧的靈，並且根據教 福 教師 指 （1994年

版；34829 265）中所闡明的教 理念，來運用這些建穟和自己的教學方法。

神學研究所宗教課程無價珍珠可在一學期或一 內授 ，由教師依照課堂

數及學期的長 來安排授課（見第4-5頁，教學進度表）。

每位教師都會用到本書（34704 265），教師也應該定期複習教 福

教師 指 。此外，教師和每位學員都要有一 經文和一本

（35852 265）。

教

本教會教 的首要目標是要「教導學生了解標準經典及先知話語中所 示

的耶穌基督的福音」（教 福 教師 指 ，第3頁)。本教師

用本提供有 教導無價珍珠的資料，讓教師達到上述目標。

經文記載著神的話語，由神的權能保存，亦因祂的權能而問世。教導經文

是一項神聖的服務工作，亦是「促請所有的人歸向基督」（教約20：59）最

好的方法之一。

教

聖靈是神組的一員，在耶穌基督的指示下行事。祂的角色是教導、見證、

啟示、引導、啟蒙、安 和聖 人心（教 福 教師 指 ，

第12頁)。當一個人藉著聖靈的力量來教導，而且學員們也都有聖靈時，主

騖他們「彼此 解，兩者都被啟發，並且在一起歡樂」（教約50：22）。

教師必須在靈性上作好準備（教 福 教師 指 ，第18

頁)。在教導時，為了能有聖靈同在，你應當：

1 遵行福音（見約翰福音14：15-17）。

2 祈禱（見尼腓二書32：9；教約42：14）。

3 研讀經文（見教約11：21）。

4 謙卑虛心（見摩賽亞書4：10-11）。

5 對耶穌基督有信心（見摩羅乃書7：33）。

6 愛你的學員（見約翰福音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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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有 的教導取決於你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教 福 教師 指

，第19-23頁)。 在你研讀經文時，找出會讓學員感興 的，以及聖靈

提醒你要教導的原則、教義和事件（這是你的教學 ）。然後，為你決定

要教導的每一個原則、教義或事件，選擇一個教學方法或是學習活動（這

是你的教學 ）。在準備和教導每個課程時，請思考以下的建穟：

教

1 從研讀經文（要教導的經文章節）開始，直到你覺得你已經了解該段落

中的原則、教義和事件為止（教 福 教師 指 ，第32

頁)。列出那些對你的學員最重要的教導，包括那些教導有關耶穌基督，

以及能讓學員歸向祂的經文。

2 讀的時候，問自己一些問題，讓你能了解並應用經文段落，例如：這幾

節經文教導的是什麼原則、教義或事件？我們從這幾節經文中學到哪些

福音教訓？我讀這幾節經文時，有什麼感覺？這幾節經文所講述的事件

與我和學員的經驗有哪些相似之處？

3 挑選你要在課程中教導的概念。這些概念有幾個出處，例如：

你在讀經文時所發現的原則、教義和事件。

在本教師用本的每一課前面所列的原則、教義和事件。

。

仔細挑選你要教導的概念，因為你不會有足夠的時馹教完所有的資料。

教

4 其次，決定你要用什麼方法來教導你所選擇的每個概念（教 福

教師 指 ，第31-43頁)。資源包括：

在你讀該經文段落時所想到的教學方法。

本書裡的教學建穟。

你自己或他人所擁有能闡述福音原則的個人經驗。

5 在你決定教導的方法時，要記住三個要點（教 福 教師 指

，第13-15頁)：

學員可在課程中做什麼？選用一些能鼓勵學員參與課程的方法和活

動。

我如何讓學員的興 不 ？經常改變教學方法，讓學員一直都保持著

興 。

這個課程會讓我們有什麼新的看法和解決之道，甚至會在行為上有什

麼樣的改變？經常協助學員在生活中應用經文的教導。

6 安排授課的各饐份內容。

7 排定教導內容的先後 序，並決定你在各饐分要 的時馹，使你可以

教導學員接受最重要的事。不要 太多的時馹在活動，或是在比較不重

要的事情上，以免犧牲了最重要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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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教導時，請記住以下幾點：

在你所騖的話和所做的事情上，服從聖靈的啟示。讓學員明白他們必

須尋求聖靈，並且按照聖靈的指示去行動和生活，才能在課程中邀請

聖靈與他們同在。

留心 聽學員所騖的話，並予以回應（教 福 教師 指

，第25-27頁)。

提出有助學生探討並建立信心的問題或穟題（見教約38：23；43：

8；88：77-78，122；亦見教 福 教師 指 ，第37-

38頁）。

作你的見證，也邀請學員作他們的見證。

信賴神，相信祂話語的力量可以引發學員的興 ，使他們因而蒙福

（尼腓二書32：3；阿爾瑪書31：5）。要對學員有信心，也要相信主能

夠幫助你成為一個稱職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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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無價珍珠是斯密約瑟先知「啟示、譯文及講述」的選集（見無價珍珠標

題頁）。

● 無價珍珠見證耶穌是基督，見證斯密約瑟是神的先知，也見證耶穌基督

後期聖徒教會是世上唯一真實且有生命力的教會。

● 1880年10月，本教會教友在總會教友大會上一致表決通過，接受無價珍

珠為標準經典之一。

教

給學員看一 珠或一 人工 的珍珠（或一張 珠或人工珍珠的照片

或圖片）。講述珍珠形成及 集的過程。（珍珠是 內饐對外界 激─

─ 一 ──有所反應而產生的。 會分 一種物質，來包 ，經

年 月地就形成了珍珠。只要把 從海裡 來，一一打開，就可以找到

珍珠。）討論珍珠為什麼會被認為是稀世珍品？問學員無價珍珠一書為什

麼也是稀世珍品？

與學員分享以下由七十員 恩斯多馬長老所講的一則故事：

「在古代的東方有一則傳騖，講到有個珠寶 想 一 寶貴的珍珠。為了

把這 珍珠選一個合適的地方放上，他想到一個主意，就是用上等的 材

做一個精 的 子來放這 珍珠。他派人找來 材，帶來給他。做成 子

的這些 材都被 得 發 。然後他用上好的銅 來堅 子的

四角，並在裡面 上一塊 色的天 。他最後一個步驟是在 色天

上 水，然後把這 寶貴的珍珠放在其中。

「這 珍珠後來放在珠寶 的 裡展示，過了一段時馹，有一位富 前

來，一眼看見就深深喜愛，於是 下來和珠寶 談價 。珠寶 很快就發

現富 要的是 子，不是珍珠。你們看，富 對 子的精 之美讚 不

已，卻不見那 無價的珍珠」（1983年1月，聖徒之聲，第82頁)。

告訴學員，這個故事裡的珠寶 代表的是本教會的教堂和各項計畫，而那

「珍珠」就是救主耶穌基督和祂的福音。見證無價珍珠是真實的，它為

耶穌基督作見證，其中記載著神的話。

請學員在他們無價珍珠的標題頁寫上以下這句話： 經 的

主 福 的 。複習馬太福音13：45-46，問：為了 到

這 「好珠子」， 人做了什麼事？討論耶穌基督的福音真理為何就像

珍珠一樣？問：我們如何尋求這些「好珠子」，或是經文中的真理呢？請

學員分享他們在經文中最喜愛的「真理之珠」。

6

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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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並討論尼腓在尼腓一書13：38-40中所預見之事，並注意無價珍珠就是

其中的一本「別的書」。問：這幾節經文講到「別的書」有哪些作用？

討論 這個詞的意義。請學員讀阿爾瑪書37：8-9，12，14；教義和聖約

42：56-60；以及亞伯拉罕書1：31，找出是誰保存了這些經文？為什麼？

你也可以請學員讀無價珍珠緒言的前兩段，找出無價珍珠成為本教會第四

本標準經典的過程。學員在研讀並討論這兩段敘述時，請他們劃記其中的

日期，並請他們用自己的話講述在那些日期中所發生的事。你也可以複習

在學生用本（第2頁），「標題頁。何以稱為『無價珍珠』？」中的資料。

讀出無價珍珠緒言的最後五段以及目錄，向學員介紹無價珍珠的內容。指派

學員 各書，閱讀章前綱要。請他們就所讀的資料發表意見或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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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摩西是神的先知，享年一百二十歲，活在西元前第二個千年後期的某個

時期。他蒙神召喚，帶領以色列人 離 及的 ， 過荒 ，進入以

色列的應許地。

● 從1830年6月到1831年2月，斯密約瑟先知從事創世記前六章的修訂工

作，作為聖經的靈感修訂及 遺版本，也就是現在所稱的斯密約瑟譯本

約譯)。創世記的前六章 增為八章，成為無價珍珠裡的摩西書。先知

在進行這項工作時，主向他啟示了許多失傳已久，與耶穌基督的福音有

關的教義、預言和事件。要知道主對這本聖經的靈感版本有什麼看法，

請讀教義和聖約35：20。

● 耶穌基督向摩西顯現，讓他在異象中看到世界的創造，以及從亞當到摩

西當時（甚至到以後）的世界歷史。摩西寫了一本書，將他所看到的異

象內容寫下來。

教

展示一張摩西的圖片，問學員對他有哪些了解。學員如果想知道更多，就

請他們研讀以下各段經文：出 及記第2-3，14，19-20章； 命記第34

章；馬太福音17：1-3；使徒行傳7：15-44；尼腓一書17：23-30；教義和

聖約84：6-25，110：11。請學員分享他們從這些經文中學到的教訓。

請學員提出以下各先知（例如：亞當、挪亞、以諾、施洗約翰、使徒約翰

或斯密約瑟）為人所知的頭銜。請他們讀尼腓三書20：23；教義和聖約

107：91-92及138：41，並討論摩西有哪些為人所知的頭銜。告訴學員，

即使是將近3 500年後的今天，摩西仍舊被猶太人、基督徒和回教徒等許多

不同信仰的人民認為是神最偉大的先知之一。

告訴學員，1831年12月1日，斯密約瑟先知在日記裡寫道：「我重新開始翻

譯經文 聖經 ，繼續從事我召喚中的這一饐份工作」（History of the
Church, 1:238）。請一位學員 信條第8條。提醒學員，主吩咐斯密約瑟先

知「翻譯」聖經（修訂與 遺；見教約35：20；37：1；45：60-61；

124：89）。請學員在摩西書第一章的 白處寫下：斯密約瑟

的

用

舊約錄影帶 影片2，「許多明白而寶貴的東西」（6：20），可以用來幫助

學員複習斯密約瑟翻譯聖經的緣由和性質，藉此讓他們由這個角度來看摩

西書（見舊約錄影帶指南 1991年版；32318 265 的教學建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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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學生用本，第3頁，在「標題頁。聖經譯文摘錄」一 下的資料。告訴

學員，他們在研讀摩西書時，會學到在聖經中所沒有的許多概念。和學員

一起讀摩西書時，可以請他們將創世記第1-6章和摩西書第1-8章中相對應

的經文作比較，看斯密約瑟的翻譯如何 復了明白且寶貴的真理。

指派學員作下列作業：

1 列出摩西書各章前綱要的日期（這些日期是斯密約瑟先知翻譯摩西書各

章的時馹）。

2 參考教義和聖約前面的「按年代排列的目錄」，列出摩西書各章在寫成的

期馹內，所接受的是教義和聖約的哪幾章。

3 閱讀上述教義和聖約那幾章的章前綱要，列出從1830年6月到1831年2

月，在教會裡和斯密約瑟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

學員作完這些作業以後，應當能夠回答以下問題：

1 從1830年6月到1831年2月，接受了教義和聖約多少章的啟示？

2 在這段期馹內，斯密約瑟住過哪些地方？ 過幾次家？

3 在這段期馹內，有哪些人來見斯密約瑟，尋求忠告和啟示？

4 斯密約瑟和教會其他教友在這段期馹內面臨哪些問題？

5 在這段期馹內，斯密約瑟從主那裡得到了哪些教義、律法及誡命？

你可以作見證，騖明斯密約瑟先知藉神聖靈感翻譯聖經的這件事證明了他

真的是神的一位先知。

教

● 摩西面對面地看見神。這發生於他在 的 中與耶和華騖話及從

中解救以色列出 及之前的某個時期（見摩西書1：1-2，17，25-

26，42；亦見出 及記3：1-10）。

● 除非有神的榮耀在人身上，否則沒有人能在神面前承受得住。（見摩西

書1：2，11；亦見教約67：11；84：21-22）。

● 摩西是神的一個兒子，與耶穌基督「相像」（摩西書1：4，6-7；亦見教

約25：1）。在摩西的召喚與使命中，他也是耶穌基督的一個「表徵」或

樣式（見摩西書1：25-26；亦見 命記18：15；尼腓三書20：23；亦比

照出 及記2：1-10和馬太福音2：11-23）。

● 生活中凡被 於神之上的信念、物品或人物都是假神（見摩西書1：6；

亦見出 及記20：1-6；羅馬書1：25；教約93：19）。

● 神知道萬事萬物（見摩西書1：6；亦見尼腓二書9：20；摩門經雅各書

2：5；教約38：2）。

● 人和人的成就無法與神的尊榮與偉大相比（見摩西書1：9-10；亦見摩賽

亞書2：23-25；希拉曼書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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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討論從明處 向 處，或從 處 向明處的感覺。人的眼睛會有什麼反

應？比較摩西在和神騖話（見摩西書1：1-9，25-31）以及和撒但對話（見

第12-24節）之馹的反應。

用

舊約錄影帶，影片3，「神的事工和榮耀」（8：28），可以用來幫助學員了

解我們身為神之兒女的價值（見舊約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

請學員讀摩西書1：1-2，並就其他先知，如以西結（見以西結書40：1-

4）、至愛的約翰（見啟示錄21：10）和尼腓（見尼腓一書11：1）等，被帶

到高山上的類似經驗進行討論。眾先知「面對面地」看見神的經驗記錄在

創世記32：30；出 及記33：11；以太書12：38-39；摩西書7：2-4；亞

伯拉罕書3：11；以及斯密約瑟的寫作（二）：15-17。討論今日的先知和

古代的先知有何相似之處。

請學員認真讀摩西書1：2，9-11，看看摩西發生了什麼事。參考學生用本

（第4頁），摩西書1：2，9-11的注釋，討論摩西發生了什麼事。摩西學到哪

些關於神和自己的事？摩西騖：「我知道人 不了什麼，我從來沒想像到

這事」，他的意思是什麼？（亦見尼腓二書4：16-23；摩賽亞書4：5，

11；阿爾瑪書26：12；希拉曼書12：7-8。）

請學員在摩西書1：3-6找出神用來描述祂自己的詞句。討論這些詞句的意義：

1 「主神全能者」（第3節；見尼腓一書7：12；摩賽亞書4：9；以太書3：

4；教約93：17）。

2 「無 就是我的名」（第3節；見教約19：9-12；20：17；摩西書7：35）。

3 「一切事物與我並存」（第6節；見教約38：1-2；130：4-7）。也複習學

生用本（第5頁），摩西書1：6的注釋中，麥士 尼爾長老所講的話。

4 「我知道一切事物」（第6節；見尼腓二書9：20；阿爾瑪書26：35；摩

羅乃書7：22）。也複習學生用本（第5頁），摩西書1：6的注釋中，斯密

約瑟先知和陶美芝雅各長老所講的話。

問學員：曾否有人告訴你，如果你是他們的兒子或女兒，他們會覺得很光

榮？請學員把摩西書1：4，6-7，「我兒」這兩個字畫起來。複習學生用本

（第4頁），摩西書1：4-6的注釋。請學員就被稱為「神的兒子和女兒」的重

要意義，提出他們的看法。

讀摩西書1：6，告訴學員「相像」的意思是「和另外一個類似」，或是「和

另外一個在形式或形 上相同」。摩西的生平在哪些方面與耶穌基督的相

像？身為教友的我們被要求去做的事有哪些與耶穌基督所做的事相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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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知道了我們與神相像，因此我們可以在今生或來生成就哪些事情？

為我們出身的神聖家 和潛能作見證。

讀摩西書1：6，請學員舉出在生活中有哪些想法、東西或人物是我們常常

在神之前的。讀學生用本（第4-5頁），摩西書1：6的注釋。

教

● 撒但是神的靈體兒子，他背 神，一心只想摧毀人的選擇權和神永恆

福的計畫（見摩西書4：1-3；亦見教約29：36-37，76：25-28）。

● 撒但要我們 他（見摩西書1：12，19；亦見尼腓三書18：18；教約

76：26-29）。

● 有關撒但的一些資料已從聖經中取 （見摩西書1：23，41；亦見尼腓一

書13：25-29）。

● 撒但沒有榮耀。他所在之處盡是黑 ，他的能力也有 （見摩西書1：

13-15，21-22；亦見尼腓二書22：26；以太書8：26；教約101：28；斯

密約瑟先知的教訓，第208頁）。

● 我們被吩咐只能 並 神（見摩西書1：15；亦見 命記6：13-15；

路加福音4：8；教約20：19）。

教

不要討論和撒但或邪靈有關的個人經驗。這樣的討論通常只有壞

處，沒有好處。

讀摩西書1：12並問學員，當他們聽到撒但這個名字時，心裡想到的是什

麼。騖明撒但或路西弗是神的靈體兒子，他背 神，一心只想摧毀人的選擇

權和神永恆 福的計畫。他因為反叛的緣故，被逐出神的面前，來到世上，

但是沒有 肉之 。他和那些與他一起反叛的人永遠都不會有身體，也不能

變得像神一樣，因此下場是很悲 的。請學員讀以下經文，並討論撒但有什

麼目的：尼腓二書2：18；教義和聖約10：20-24；29：36-37；76：25-29；

摩西書4：1-4。（這些經文教導我們，撒但處心積 地想欺笉世人， 壞神

的事工，在神的聖徒當中挑起戰爭，以及讓世人悲 。）撒但如何小心

地誘使摩西偏離他的使命，就像他 力要使所有人都離 神而歸向他一樣？

請學員讀摩西書1：23，41。告訴他們，摩西書1：12-22中摩西與撒但對

並且駁 撒但的事在創世記中並沒有記載。其他有關撒但的事，包括撒但的

出身（見摩西書4：1-4）、亞當和夏娃受誘惑（見摩西書4：5-12）、亞當和

夏娃的子女受誘惑（見摩西書5：12-13）、該 和撒但立約（見摩西書5：

18-31）等，創世記也都沒有記載。另外也請騖明，由於舊約對撒但的記載

甚少，因此今日許多人並不相信他的存在。但是，在摩西書這八章裡，撒但

被提及的次數不下三十次。問：為什麼聖經很少談到撒但，無價珍珠卻談到

很多次？討論為什麼知道撒但存在是很重要的？（見尼腓二書28：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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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摩西書1：4，6-7，40，複習神是如何稱 摩西的，並和撒但在第12節中

稱 摩西的方式作一比較。提醒學員注意，由於所有的 人和女人都是天父

的靈體子女，因此我們有能力成為像祂一樣。此外，摩西是神的一個兒子，

原因是他在屬靈上重生，成了耶穌基督教會的教友，因此他有和基督同作後

的條件（見摩西書6：68；教約25：1）而撒但卻稱摩西為「人的兒子」（摩

西書1：12）。問學員，認為自己是人的兒女或神的兒女有什麼不同的意義？

撒但所用的「人的兒子」一詞不應與耶穌基督在經文中「人子」（見馬

太福音8：20； 9：6；教約45：39；49：6；摩西書7：24，27）的用法

。我們在摩西書6：57讀到天父，「神聖之人是祂的名，祂的獨生子的名

是人之子，即耶穌基督」。

請學員讀摩西書1：12-24，騖明摩西如何分辨與神和與撒但相處的差別。

摩西發生了什麼事，才使他得以看見神？（見第14節。）學員們也可以討

論如何在今日生活中應用這些原則來分辨善與惡的影響力。問：你們在選

擇所聽的音樂、所去的地方和所交往的朋友時，如何應用這些原則？（亦

見摩羅乃書7：11-18。）

請三位學員分別擔任旁白、摩西和撒但，大聲 出這三個角色在摩西書1：12-

22中所講的話。請學員們談一談為什麼這些經驗會被記載下來， 傳到今日？

讀摩西書1：19，然後討論下列幾則引言。斯密約瑟先知騖過：「人越是接

近神，撒但所施展的力量也越大，他要阻撓人達成神的目的」（in Orson F.
Whitney, Life of Heber C. Kimball, 3rd ed. [1967], 132）。 伍惠福長老還是

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時，指出：「世界有史以來，撒但 無時不刻在每一

位先知身旁 機而動」（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13:163）。

請學員列出摩西書1：12-22中摩西抗拒撒但誘惑的方法，並加以討論。與

學員分享 賓 長老在學生用本（第5-6頁），摩西書1：12-22注釋中所講

的一段話。請學員讀聖經雅各書4：6-10，阿爾瑪書13：27-29，和希拉曼

書5：12，討論這幾節經文的教導如何幫助我們克服撒但的誘惑。

教

● 父神藉著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創造了無數的世界（見摩西書1：32-33；

亦見希伯來書1：1-2；教約76：22-24；亞伯拉罕書3：11-12）。

● 天父和耶穌基督認識祂們所創造的每一樣東西，包括天父的每個子女在

內（見摩西書1：35-37；亦見馬太福音10：29-31；教約88：41）。

● 神的事工和榮耀是促成祂子女的不死和永生（見摩西書1：39；亦見尼腓

二書9：13；教約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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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請學員讀摩西書1：18，24-25，找出摩西做了什麼事？為什麼？讀第26-

29節，問學員，他們認為這項準備如何幫助他達成使命。請學員談談他們

如何在靈性上作好準備，以完成他們的召喚。

「站在神的面前」是什麼意思？（見摩西書1：31。）第31節所提到的「這

些事物」是指什麼？神在第31節的最後一句話是回答摩西的哪一個問題？

祂有沒有給過更完 的答案？（比照第39節。）你們認為，天父為什麼這

樣回答摩西的問題？你們認為，就神造物的數量來騖，「無數的世界」（第

33節）是什麼意思？你們認為天父想藉這些詞句來讓摩西了解些什麼？你

們認為摩西明白天父要教導他的事嗎？為什麼？

討論摩西在摩西書1：30問主的問題。請學員讀第31-39節，列出摩西對自

己和對神認識多少。讀羅慕義 林長老在學生用本（第6頁），摩西書1：

35-39注釋中所講的話。讀摩西書1：37，並作見證： 管神創造無數事

物，祂都認識祂所創造的一切。

請學員騖出 和 的定義。討論經文對「不死」（見哥林多前書15：

51-54；摩門書6：21）和「永生」（見約翰一書5：11；摩賽亞書15：22-

25）的定義。 賓 會長騖：「不死是指永遠活在被指定的國度裡。永生

是指在最高的一 天裡獲得 升，並以家庭為 位住在一起」（ i n
Conference Report, Sept.--Oct. 1978, 109; or Ensign, Nov. 1978, 72）。另

外也請讀學生用本（第6頁），「摩西書1：39。不死和永生」的注釋。

問學員以下的問題：天父的事工是什麼？（見摩西書1：4-5，39。）祂要

摩西做什麼工作？（見第6，25-26節。）祂如何準備摩西來完成這件工

作？（見第2節；亦見教約84：6。）我們對神的事工的了解如何讓我們更

有 率地協助祂？讀羅慕義 林會長在學生用本（第6頁），「摩西書1：

39。神的無 」注釋中所講的話。

教

● 耶穌基督創造諸天和大地，也創造地面上的一切活物（見摩西書2：1；

亦見以弗所書3：9；希拉曼書14：12；教約45：1。）

● 諸天和大地是在六個創造的階段或時期所完成的，我們稱之為「天」（見

摩西書2：1-31；亦見創世記1：3-31；亞伯拉罕書4：1-31）。主並未啟

示一「天」是多久的時馹（見教約101：32-34）。

● 神吩咐一切生物要生 眾多， 自己的後代（見摩西書2：11-12，

21，25；亦見亞伯拉罕書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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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用

舊約錄影帶，影片5，「創造」（6：47），可以用來教導創造和救恩計畫的

重要（見舊約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在討論亞伯拉罕書第4-5章（見第

40-41頁）有關創造的記事時，也可以考 播放這卷錄影帶。

大多數的人對大地的實體創造都有疑問。讀教義和聖約101：32-34，主答

應將來會回答所有的問題。不過，有三處提到關於創造的經文已經給了我

們許多答案：創世記第1-2章，摩西書第2-3章和亞伯拉罕書第4-5章。每一

段經文的記載都有所不同，也都只是 個故事的一饐份。

比較摩西書2：3-4的「光」和第14-19節的「光體」。亦見教義和聖約88：7-

13。讀泰來約翰長老在學生用本（第7頁），摩西書2：3-4注釋中所講的話。

請學員在摩西書2：3-26中找出 這兩個字並劃記起來，問他們，知道天

地的形成並不是 然的為什麼很重要？你可以讀出十二使徒定額組 特蘇

約翰長老在學生用本，「摩西書2：1。地球不是 然形成的」（第7頁；亦

見阿爾瑪書30：17，37-46）中所騖的一段話。

請學員在摩西書2：5-23把第 天、第二天、第 天、第 天、第 天這幾

個字找出並畫下來。讓學員明白我們並不知道創造的每一「天」究 有多

長。讀學生用本（第7頁），摩西書2：5的注釋，並加以討論。

請學員讀摩西書2：11-12，21-22，24-25，27-28，找出神給每一種生物

的兩項誡命。討論 這句話的意義，並讀出潘培道長老在學生用本

（第8頁），摩西書2：11-12，21，24-25注釋中所講的話。

教

● 神最偉大的創造就是 人和女人。他們是唯一按照天父和祂獨生子的形

像所造的（見摩西書2：26-27；亦見詩篇8：4-6；摩西書6：9）。

● 亞當和夏娃所有的後 都是神的兒女，都繼承了天上父母所 予的神聖

潛能（見摩西書2：26-27；亦見詩篇82：6；使徒行傳17：29；教約

93：19-20）。

● 人和女人都獲得權力，管理神在地面上所造的其他一切生物（見摩西

書2：26-28）。



● 人和女人都被吩咐要多產、要 並遍滿大地（見摩西書2：28；亦見

詩篇127：3）。

教

在黑板上畫六個階 （就像 的階 一樣），在前五個階 上寫出創造的

那一「天」所發生的事，例如：

請學員解釋為什麼前面每一天的創造對第六天的創造來騖都是必要的。請

學員讀摩西書2：26-31，騖出他們會在第六個階 或第六天上面寫什麼。

請學員複習摩西書2：26-27。問：照著天父和耶穌基督的形像和樣子造人

是什麼意思？讀出以下由總會會長團──斯密 約瑟、 因達約翰和倫德

安東所發表的一篇聲明：

「有些人堅信亞當並非世上的第一個人類，原始的人類是由 等動物進 而

來的。但是，這些是人的理論。主的話語宣稱亞當是『所有人中的第一人』

（摩西書1：34），因而我們理當尊他為我們種族的始 。耶 特的兄弟被顯

示所有的人 是在 照著神的形像而被創造的；……人以人的形體，即

我們天父的樣式，開始其生命」（”The Origin of Man,”Improvement Era,
Nov. 1909, 80）。

請學員講述他們從生身父母那裡遺傳的特徵。讀摩西書2：27，請他們騖出

他們從天父那裡遺傳了哪些特徵。我們是天父的兒女，我們有什麼樣的潛

能？（見教約132：20；摩西書1：39。）問：知道了我們的潛能，對我們

今生的生活有什麼幫助？

讀摩西書2：26，28-30，問學員，擁有 治其他一切生物的權力附帶有何

種責任？問學員，他們認為他們如何才能盡到這項責任？問，如果會對大

地有不義地 用權力的 ，我們應該如何 免這樣的問題？（見教約

121：39。）討論希爾史特林長老在學生用本「摩西書2：28。人有 治權」

注釋中所講的話（第8頁；亦見教約49：19-21；59：17-20；104：13-

18；121：39-41）。

「 的 是 有人

的 一人 ，

我們 他為

我們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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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第五天： 類和 類

第四天：太陽、月 、星星

第三天： 地、 、 本植物、果子、

第二天： （天或天 ）

第一天：光和 ； 與



給學員看一個水果（例如，一個 果），切開讓他們看到裡面的種子。讀摩西

書2：12，28，討論各樣植物有何其 的能力。你可以討論在學生用本

（第8頁），「摩西書2：28。何謂 滿？」的資料。問學員，我們在努力履行

要多產要 的這項責任時，應當謹記什麼福音原則？（見哥林多前書6：

15-19；亦見「家庭──致全世界文告」，1998年10月，聖徒之聲，第24頁。）

教

● 神結 祂創造天地的工作，於第七日 息（見摩西書3：2）。祂賜福並聖

第七日（見摩西書3：3；亦見出 及記20：8-11）。

● 神在一切事物自然地來到地面上以前，就已屬靈地創造了它們（見摩西

書第3章的章前綱要；摩西書3：5-7；亦見教約29：31-32；亞伯拉罕書

3：22-23）。

● 被「屬靈地」創造看來至少有兩個意思：事先已被 植，以及被造成一

種生物的 ，有個別的特性，也有一個靈體（見摩西書3：5-7：亦見

摩西書3：19；6：51）。

● 亞當是神第一個來到世上獲得骨肉身體的靈體 子（見摩西書3：7；亦

見哥林多前書15：45；尼腓一書5：11；教約27：11；摩西書1：34）。

教

告訴學員，主教導摩西有關創造的一些細節。將學員分組，指派他們先研

讀，然後向全班報告在摩西書第3章以下各節所教導的事。請各組寫下可以用

他們所讀經文來回答的三個問題，並提出他們所寫的問題，讓全班一起討論：

1 第4-7節（一切事物在自然地來到地面上以前，就已被屬靈地創造了）。

2 第8-9節（創造亞當）。

3 第9-20節（在創造夏娃以前，亞當在伊 裡的生活）。

4 第21-23節（創造夏娃）。

5 第24-25節（神為亞當和夏娃 婚）。

請學員讀摩西書3：1-3，騖騖他們認為在這幾節中談到的 息一詞是什麼

意思（亦見學生用本，第9頁，摩西書3：2-3的注釋）。我們如何應用這一

意義來遵守安息日？

與學員一同複習斯密 約瑟會長及總會會長團在學生用本（第9頁），摩

西書3：5注釋中所講的話。請學員談談這節經文讓他們對世界形成的年代

有什麼了解。問他們，這節經文讓他們對動植物的生命有什麼了解？問他

們是否可以就摩西書3：5提出其他看法。讓學員了解這節經文如何增 他

們對神永恆計畫的觀點（例如，今生不過是我們實際生命的一小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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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神將祂所造的人（亞當）安 在伊 裡（見摩西書3：8），並且告訴亞

當要「修 」和「看守」 子（見摩西書3：15；亦見亞伯拉罕書5：11）。

● 神給人道德選擇權（選擇善惡的自由），也告訴他，他在伊 裡所作的

擇會有何種後果（見摩西書3：16-17；亦見尼腓二書2：14-16）。

教

請學員讀尼腓二書2：22-23和摩西書3：9-20，把這幾節經文對伊 所

教導的實情列舉出來。問學員，他們認為「修 」和「看守」 子是什麼

意思？注意，從太初起，人就需要靠「他額上的 」來供 自己和家人

（摩西書5：1）。問學員，住在伊 裡會是怎樣的情形？討論過伊 樂

般的生活可能會 失哪些祝福和學習經驗。

請學員讀摩西書3：9和尼腓二書2：15-16，騖騖他們認為神為什麼要在伊

中馹 植善惡知識 。請學員用自己的話解釋為什麼 果是有必要

的。討論對立和選擇權。問學員，他們認為道德選擇權，或選擇的自由，

為何是救恩計畫的一饐分（亦見尼腓二書2：24）。

教

● 人獨居不好，因此神創造女人，作他的 （見摩西書3：18，20-25；

亦見以弗所書5：22-25；教約49：15）。

● 經由天父，亞當和夏娃結為今世及永恆的 （見摩西書3：24-25；傳

道書3：14）。

● 與 子要離開父母，結為一體（見摩西書3：24；亦見馬可福音10：

9；哥林多前書7：10-11；11：11；教約42：22）。

教

給學員看一個切成兩半的球，問他們這兩個半球有什麼用處。然後給他們

看一個完 的球，問：完 的球要比半個球多了哪些用處？讀摩西書3：

18-23，告訴學員，球的一半代表 人，另一半代表女人。你可以讀學生用

本（第11頁），摩西書3：18的注釋。討論 沒有女，女沒有 都不完

（亦見哥林多前書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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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摩西書3：21-23，請學員 對夏娃是由亞當的 骨所造的這個概念提出

幾個象徵的意義。讀學生用本（第11頁），摩西書3：21-23的注釋。討論

如何並 同行。

請學員讀摩西書3：24-25，提出他們對婚 的一些期望。問學員，他們認

為「離開他的父母」是什麼意思？（組織自己的家庭，不 賴父母。）告

訴他們，天父印證亞當和夏娃，使他們在永恆的婚 中結合，因而制定了

世上的婚 制度（見斯密 約瑟， 的教義，1：111；2：71；傳道書

3：14）。舉幾個例子，騖明當兩個人合而為一時，永恆的婚 關 所帶來

的極大喜 （亦見傳道書4：9-10；馬可福音10：6-9）。

教

● 我們的天父為了祂兒女的救恩制定了一項計畫。該計畫的一饐份是耶穌

基督要成為全人類的救主（見摩西書4：1-2；亦見尼腓二書2：25-26；

阿爾瑪書12：32-33；22：13-14；摩西書6：62）。

● 耶穌基督要協助完成父的計畫，卻不想 有父的榮耀。路西弗則叛離天

父的計畫（見摩西書4：1-3；亦見尼腓三書11：11；教約76：25-26；

亞伯拉罕書3：27-28）。

● 前生發生了一場戰爭，為的是保 人的選擇權，這選擇權正是路西弗處

心積 想摧毀的（見摩西書4：3；亦見啟示錄12：7-9）。

● 路西弗成為撒但，或魔鬼。撒但欺笉、 並俘虜那些不聽從主聲音的

人（見摩西書4：4；亦見尼腓三書6：16；教約50：3）。

● 撒但不 解神的心意（見摩西書4：6；亦見彼得前書1：6-7；尼腓二書

2：11；教約29：39）。

教

用

舊約錄影帶，影片6，「墜落」（4：40），可以用來介紹摩西書第4章。

請學員讀尼腓二書2：15，把必須有一種對立這句話畫下來。然後，請五位

學員分別擔任旁白、撒但、夏娃、亞當和主神的角色，讀出摩西書4：5-31

有關墜落的故事。讀摩西書1：39，討論撒但的舉動在哪些方面反而有助耶

和華達成其目的。

請學員讀摩西書4：1-2，找出救主和撒但對天父救恩計畫的反應。複習十

二使徒定額組麥士 尼爾長老在學生用本（第12頁），摩西書4：1-2注釋中

所講的話。請學員騖明為了使我們得救，我們必須做什麼事？而天父和耶

穌基督已經做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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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學員，耶穌基督有一個名字，叫做 。騖明耶穌是我們天父在前

生頭生的靈體子女，後來成為我們的長兄。從太初起，祂在父面前 具有

特 的地位（見 羅西書1：13-15；教約93：21）。

用

摩門經錄影帶，影片6，「 」（9：45），可以用來介紹撒但的特性（見

摩門經錄影帶指南 1997年版；34810 265 的教學建穟）。

請學員將摩西書4：1-2中撒但和耶穌基督（「我的愛子」）不同的髹望做個

比較。撒但為什麼叛離父神、耶穌基督和父的救恩計畫？讀學生用本（第

12頁），摩西書4：4的注釋。問：了解撒但和耶穌基督的髹望如何讓我們明

白我們與神的關 ？

請學員讀下列經文，列出這幾節經文對撒但有何教導：以賽亞書14：12-

15；尼腓二書2：17-18；阿爾瑪書30：53，60；教義和聖約10：22-27；

29：36-40；76：25-29；摩西書4：1-6。知道有關撒但的這些實情對我們

有什麼幫助？

用

摩門經錄影帶，影片5，「靈性的 」（8：24），可以用來騖明撒但的一

些技倆（見摩門經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

請學員複習摩西書4：1-3，騖明撒但對天父兒女的救恩有什麼計謀。問學

員，他們認為撒但為什麼要摧毀我們選擇行動的權力或自由？有時候，人

在企圖控制別人的時候，有哪些方式就像撒但一樣？複習教義和聖約121：

34-46，列出聖職有哪些原則有助於鬌 人的選擇權（亦見馬太福音20：

26；約翰福音13：15；摩賽亞書18：24-26；阿爾瑪書 13：10-11）。

用

舊約錄影帶，影片4，「救恩計畫」（7：17），介紹救恩計畫的要義（見舊

約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

讀摩西書4：4，問：被欺笉和被 之馹的差異是什麼？使我們「隨他的

意志」成為俘虜如何使撒但達到 取天父尊榮和權力的主要目的？（見教

約29：29，36。）唯一不受撒但欺笉或 的人是誰？「 聽我聲音」是

什麼意思？問：今日有多少人知道神已經騖話，而且正在我們這個時代講

話？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在聽？這些人當中，又有多少人在認真地

聽？傳道事工和服從近代先知何以如此重要？

讀摩西書4：6及教義和聖約10：43，問學員，他們認為撒但不知道神的意

念為什麼是很重要的。討論我們能知道神意念的方法（見尼腓一書10：17-

19，1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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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撒但對夏娃騖霩， 哄她（見摩西書4：6-12，19；亦見尼腓二書2：17-

18；摩賽亞書16：3；以太書8：25）。

● 亞當情髹 果，也不髹與夏娃分離。亞當和夏娃墜落了，我們因而能

出生來到塵世凡馹（見摩西書4：12，18；亦見提摩太前書2：14-15；

尼腓二書2：19-20）。

● 亞當和夏娃向神坦承他們違誡（見摩西書4：18-19）。

教

請學員列出在亞當知道夏娃已經 了 果以後，他有哪些選擇？亞當為什

麼選擇 呢？（見摩西書4：12，18。）他要是選擇不 ，情形會有什麼變

？亞當如何作正確的決定？

請學員讀摩西書4：13-17，討論亞當和夏娃在 了 果以後所產生的變

（亦見阿爾瑪書42：2-10）。這些變 在哪些方面是好的？（見尼腓二書2：

25；摩西書5：10-11。）墜落對亞當、夏娃和全人類來騖，為何是榮耀前

進的一大步，而不是後 的一步？

複習摩西書3：17；4：15-19，讓學員 解，神給亞當和夏娃選擇自由的同

時，也要他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神在摩西書4：15，17，19中問亞當和夏

娃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如何讓亞當和夏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天父為什麼

要祂的兒女都了解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教

● 神 撒但（見摩西書4：20-21）。

● 亞當和夏娃的墜落帶來了許多後果，其中包括今生、工作、生 子女的

機會等（見摩西書4：22-26，29；亦見約翰福音16：21；以弗所書5：

22-24；亦見提摩太前書2：14-15；教約75：28；83：2）。

● 在墜落發生後，神用 為亞當和夏娃做 服， 蓋他們 的身體。祂

也派 天使和發 的 把守生命 的道（見摩西書4：27，31），以免亞

當和夏娃 了那 上的果子而永遠活在自己的罪中（見阿爾瑪書12：21-

26；42：2-4）。

教

請學員讀摩西書4：20-21，找出撒但及其徒眾承受墜落的哪些後果。參考

學生用本（第14頁），在「摩西書4：21。敵意」和「摩西書4：21。『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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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 』是指救主耶穌基督」下的注釋。問，誰是「女人的子 」？討論

「他要 你的頭，你要 他的腳跟」這項預言後來是如何應驗的。

告訴學員，亞當和夏娃雖然沒有因為違誡而受「 」，但是耶和華還是宣

告了他們將承受的後果。請學員讀摩西書4：22-26，29，找出亞當和夏娃

違誡的後果。把學員的答案寫在黑板上，並加以討論。複習學生用本（第

14-15頁），在「摩西書4：22。『我必大量增多你的 』」、「摩西書4：

22。『他要管 你』」、「摩西書4：23-25。『地必為你的緣故受 』」、

「摩西書4：23。『在你一生的日子中，你必在勞苦中從地裡得 物 』」，

和「摩西書4：25。死亡進入世界」的注釋。問學員，第24節所談到的

和 如何比作我們今生所經歷的遭遇？問學員，他們認為主為什麼給我

們（或讓我們有）生活的 練（亦見哥林多後書12：7-10；教約122：

7）。見證所有這一切的後果都可以視為祝福。

請學員找出神在把亞當和夏娃 出伊 之前為他們所做的事，並加以畫

記。討論這每一件事情對亞當和夏娃，以及對今日的我們，如何是一項祝

福（見阿爾瑪書12：21-26；42：2-4）。

教

教

● 亞當和夏娃以 的身分一起勞動（見摩西書5：1-2；亦見教約25：5-9）。

● 亞當、夏娃和他們的後 蒙受耶穌基督福音的教導（見摩西書5：4-9，

14-15，58-59；亦見阿爾瑪書12：26-33）。

● 亞當和夏娃以歡樂喜 的心接受福音，也了解墜落的必要及祝福（見摩

西書5：10-11；亦見尼腓二書2：22-25；摩門書9：12）。

● 亞當和夏娃有了子女，並且教導他們耶穌基督的福音（見摩西書5：12；

亦見詩篇127：3；摩賽亞書4：14-15；教約68：25-28）。撒但騖服亞當

和夏娃的一些子女愛他甚於愛神（見摩西書5：13；亦見阿爾瑪書10：

25；尼腓三書7：5）。

● 由於墜落，也由於所有人都犯罪的緣故，所有的人都變成 的、肉

的和魔鬼似的（見摩西書5：13；亦見摩賽亞書3：19；16：2-4；以太

書3：2）。

教

用

舊約錄影帶，影片7，「贖罪」（3：25），可以用來騖明亞當和夏娃在

上所 的供物在哪些方面象徵贖罪（見舊約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

請學員讀摩西書5：1-2，描述亞當和夏娃在離開伊 以後必須面對的新

挑戰。耶和華讓亞當和夏娃遭受的這些挑戰、誘惑和試 與我們今日所面

對的挑戰有何相似之處？（見尼腓二書2：11；亞伯拉罕書3：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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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人服從誡命的幾個理由。根據摩西書5：6，亞當為什麼服從？你可以

讀學生用本（第16頁），摩西書5：5-6的注釋，並加以討論。服從誡命有哪

些好理由？

在黑板上寫出下面這句話： 和 是第 徒。請學員在摩西書5：

7-11中找出可以證明這句話的句子。告訴學員，大多數的人認為基督教是

在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以後才有的。列出在基督之前就已經是基督徒的人

（例如，見尼腓二書25：26；阿爾瑪書46：13-15；教約138：12-16，38-46），

並加以討論。問學員，他們認為為何從太初起就開始教導耶穌基督的福音？

問學員，在摩西書5：10-12中，有哪些句子指出亞當和夏娃在了解救恩計

畫以後，對神及對生命的感受。請學員讀第10-11節，把「亞當」和「他的

子夏娃」 換成自己的名字。討論了解救恩計畫如何影響我們對神和對

今生經驗的看法。

讀摩賽亞書2：36-37，討論人如何變成神的「敵人」。請學員讀摩西書5：

13，談一談亞當和夏娃的兒女變成神的敵人的過程和原因（亦見摩賽亞書

16：3-5）。請學員讀摩賽亞書3：19；27：25-26，騖明我們要如何成為神

的「朋友」（亦見約翰福音15：12-17；教約84：63）。

教

● 該 蒙受福音的教導，卻叛離福音（見摩西書5：12，16，18，25-31；

亦見希拉曼書6：26-27）。

● 該 是在撒但命令他之後，才向神 。他所 的 不是神所吩咐的

（見摩西書5：5），而神也不接納（見摩西書5：18-21；亦見希伯來書

11：4；教約124：75）。

● 神警告罪人，給他們許多悔改的機會（見摩西書5：22-25，34-35；亦見

摩賽亞書26：30；教約138：30-35）。

● 我們的罪是 笉不了神的（見摩西書5：35；亦見箴言15：3；尼腓二書

9：20；27：27；阿爾瑪書39：8；教約1：3）。

● 該 和他的一些子 選擇拒絕福音，因此無法享有福音的祝福（見摩西

書5：26-54；7：22；亦見阿爾瑪書3：19；32：19；教約82：3）。

教

請學員在摩西書5：16-28找出描述該 及其 的句子。問：該 對主的

感覺為何？該 為何 ？他 的供物為何？討論神不接納其供物的理

由（見學生用本，第17頁，摩西書5：18-21的注釋）。問：撒但為什麼高

興？該 又為什麼生氣？

22



請學員讀摩西書5：22-26，找出選擇權在該 背叛的決定中所扮演的角

色。問學員，該 為什麼會對施於他的懲罰大 ？該 如何 來這樣的懲

罰？與學員一同複習學生用本（第17-18頁），摩西書5：23-26的注釋。見

證就像我們所有的人一樣，該 也要為他運用選擇權的方式負責。

請學員讀摩西書5：29-33，討論該 殺害亞伯之前發生了什麼事。讀第

33節，問學員，他們認為該 騖他「自由」了是什麼意思？（亦見學生用

本，第18頁，摩西書5：33的注釋。）讀第34-35節，問：我們的罪為什麼

笉不了主？（亦見箴言15：3；尼腓二書9：20；27：27；阿爾瑪書39：8；

教約1：3。）討論凡 解他們的罪是 笉不了神的那些人會得到哪些祝福。

列出摩西書5：36-37，41，主降在該 身上的 罰。請對第38-39節中，

該 在主 罰他的時候所騖的話加以討論。把該 的反應和亞當與夏娃

了 果後的反應（見摩西書4：18-29；5：10-11）作一比較。惡人和義人

在面對自己的罪時為什麼有不同的反應？（亦見尼腓一書16：1-3。）

請學員讀摩西書5：42-54，並列出該 後 邪惡的作為。拉麥和以 是什

麼關 ？拉麥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提醒學員注意，邪惡的父母要為子

女的罪與他們一起負責（見以西結書18：20；尼腓二書4：3-7；教約68：

25）。請學員讀尼腓一書17：33-41，討論主為什麼 或懲罰惡人，而賜

福給義人與他們立約？

教

● 世上陰 的行為始於愛撒但甚於愛神的該 及其後 （見摩西書5：55-

57；亦見摩西書5：13，15，28，51；亦見希拉曼書6：26-30；以太書

8：15-16）。

● 耶穌基督福音在世上的傳講工作始於愛神的亞當和夏娃及其後 （見摩

西書5：58；亦見摩西書5：4-12，14-15；尼腓一書12：18；尼腓二書

11：4）。

● 福音是由天使、由神自己的聲音、由聖靈的恩賜和由亞當自己來傳講

（見摩西書5：58；6：1；亦見阿爾瑪書12：26-33）。

● 世上的福音教儀始於亞當和夏娃。這些教儀都是神聖的，目的是要證實

人與神之馹所立的聖約關 （見摩西書5：59；亦見摩賽亞書13：30；阿

爾瑪書13：16；教約84：19-21；124：39-40）。

教

告訴學員，在摩西書5：55，58中，有幾句結論的話講到「陰 的行為」和

福音是如何開始在世馹 傳。請學員在摩西書第5章找出詳述這些事情開始

的句子。問學員，他們認為摩西書為什麼要記載亞當和夏娃、該 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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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麥和以 的故事。讀摩西書5：51，55-59和尼腓二書26：20-33，

把陰 的行為和神的事工作一比較。

讀摩西書5：58，請學員為「福音」下定義。請學員讀尼腓三書27：9-22和

教義和聖約76：40-42，列出耶穌基督的福音所包含的要素。問：根據摩西

書5：58和6：1，福音是用何種方式傳講的？請學員列出並分享經文中講到

福音由神聖天使、由神的聲音、由聖靈、由先知和其他方式宣講的例子。

教

請學員列出他們接受過的福音教儀。福音教儀以象徵的方式教導或「證實」

些什麼？（見羅馬書6：3-9；摩門經雅各書4：5；阿爾瑪書13：16；教約

20：68-79；76：50-60）。告訴學員，潘培道長老還是十二使徒定額組成

員時，騖過：「光有好行為而沒有福音的教儀，既無法救贖人，也無法使

人高升；聖約和教儀都是必要的」（1986年1月，聖徒之聲，第69頁）。

教

● 聖職以族長體制的方式由亞當傳給他的兒子 特（見摩西書6：2-3，7；

教約107：40-42）。

● 從亞當和夏娃的時代起，人就開始記寫、學習並教導靈感著作（經文）。

這些著作記載了族 家 、發人省思的作為和家庭成員所騖的話（見摩

西書6：5-23，46；亦見路加福音24：32；摩門經雅各書4：1-6；阿爾

瑪書18：38-39；教約20：8-13，17-26，35；亞伯拉罕書1：28，31）。

● 接受福音的人通常稱為「神的兒子」或「神的子女」。尚未接受福音或拒

絕福音的人就稱為「人之眾子」、「人之眾女」或「人之兒女」（見摩西

書5：52-56；6：8，15，23，68；亦見尼腓二書2：27；希拉曼書14：

28-31；摩西書7：1；8：13-15，19-21）。

教

把學員分成兩人一組，指派他們將摩西書6：10-25所提到的族長 名及年

成表格（見摩西書8：1-12；創世記7：1-6；9：28-29）。問學員，他

們從這張表格上學到哪些有關早期族長的事情。以諾用什麼書來傳道？

（見摩西書6：46）以諾為什麼要傳教？（見第27-30，42，68節）

請學員讀摩西書5：16-21；6：1-3，10-16，並把該 、亞伯和 特三人

作一比較（亦見教約107：42-43，53；138：40）。

請學員讀教義和聖約68：2-4，談一談這幾節對「經文」有什麼教導。讀摩

西書6：5並問學員，他們認為教義和聖約68：2-4和亞當所保存的紀念 有

什麼關 ？讀十二使徒定額組麥康基布司長老在學生用本（第19頁），摩西

書6：5-6注釋中所騖的話，並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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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學員摩西書裡提到兩種人：一是「神的兒女」、「神的兒子」，這些是

義人（見摩西書6：8，68），一是「人之兒女」或「人之眾子」，是那些尚未

接受福音或已經拒絕福音的人（見摩西書5：52；6：15，23）。指派一些

學員講述他們在摩西書5：52-56；6：15中學到有關人之兒女的事，並指派

另外一些學員講述他們在摩西書6：8-14，16-25中學到有關神的兒女的事。

讀摩西書6：15，問學員 和 這兩個詞是什麼意思。在 特的時代，

撒但的權勢和 帶來了什麼後果？討論尼腓二書28：20-22講到撒但在末

日會有哪些技倆？撒但如何進入人們心中？

教

請學員講述他們在摩西書6：23和阿爾瑪書4：19；17：9-17；31：5中學到哪些

有關正義傳教者的事。指出在摩西書第6-7章的經文裡就有幾個真正的正義傳

教者的好例子。請學員提出今日教會中有哪些人可以稱為「正義的傳教者」？

教

● 凡謙卑且樂意的人 管自覺能力不足，都可以為神服務（見摩西書6：

26-32；亦見耶利米書1：4-10，17-19；教約112：3-5，7-11）。

● 我們應當聽從神的忠告而不是其他人的勸告（見摩西書6：27-28，43-

44；亦見摩門經雅各書4：8-14；教約3：6-8）。

● 「先見」是一位受靈祝福的先知，他能看見一般肉眼所看不到的事物

（見摩西書6：35-36；亦見摩賽亞書8：13-18）。

● 惡人通常都會違抗先知的話（見摩西書6：37-47；亦見尼腓一書16：1-3）。

教

讀摩西書6：26-36。問：以諾蒙召喚做什麼事？他為什麼有些猶 ？請學

員讀第32-36節，列出有哪些因素讓以諾得以完成主所吩咐的事（亦見尼腓

一書3：7）。請學員分享他們響應服務召喚時的感覺，以及主協助他們完成

召喚的方式。

請學員讀摩西書6：26-36，把以諾的心、 、眼睛和人民的心、 、

眼睛作一比較。問：以諾蒙福可以感覺、聽聞並看見人民所無法感覺、聽

聞並看見的哪些事？為什麼？請學員指出以諾洗眼睛這件事所要闡述的是

什麼真理？（見第35-36節。）請學員找出並分享教導我們如何向主打開

心、 和眼睛的經文。

請學員讀摩西書6：37-38，談一談他們認為人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複習第32-35節，主的應許；以及第36-39，47節，應許實現的情形（亦見

摩西書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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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員找出以諾在摩西書6：43問人民的問題，然後要他們用自己的話重述

一次。把摩西書6：27-28，43以諾時代的人民和摩門經雅各書4：8，10，

14雅各所教導的原則作一比較。問學員，他們認為為什麼有些人喜歡自己

的意見而不愛神的意見？討論我們在尋求並 行主的忠告方面能夠做得更

好的一些方法。

用

教義和聖約礄教會歷史錄影帶，影片1，「救恩計畫」（10：13），可以用來

複習 個救恩計畫，讓學員明白這計畫如何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

教

● 由於墜落和我們自己犯罪的緣故，使我們從神的面前「被 離」（見摩西

書6：48-49；亦見摩賽亞書16：3-4；以太書3：2）。

● 凡悔改並受洗的人都將得到聖靈的恩賜。他們若在信心中持守到底，就

必藉由基督的救贖而獲得救恩（見摩西書6：50-52；亦見尼腓二書31：

10-20；信條第3，4條）。

● 由於基督贖罪的緣故，所有的小 子出生時都是無罪的（見摩西書6：

53-54；摩賽亞書3：16；亦見摩羅乃書8：8；教約29：46；93：38；信

條第2條）。

● 神容許祂的兒女有犯罪的自由，這樣我們才能體驗由誘惑而來的對立，

也才能學到罪的 苦及其後果（見摩西書6：55；亦見尼腓二書2：10，

15-16；教約29：39）。

● 道德選擇權（行善或為惡的自由）是神賜給全人類的一份禮物（見摩西

書6：56；亦見尼腓二書2：27；希拉曼書14：30；教約101：78）。

教

用 教

舊約錄影帶，影片8，「首要原則和教儀」（11：41），可以用來騖明適用於

我們救恩的首要原則和教儀（見舊約錄影帶的教學建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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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請學員列出（或邀請一位傳教士或 傳教士講述）傳教士們教導慕道友

了解的救恩計畫的教義和原則。把我們今日所教導的原則和以諾在摩西書

6：43-52中教導的原則作一比較。問：哪些原則是相似的？為什麼？哪些

是不同的？為什麼？

分享彭蓀泰福會長所講的這一段話：「除非一個人能了解並接受墜落的教

義，以及墜落對全人類造成的影響，否則他就不能充分且正確地知道為什

麼需要基督」（1987年7月，聖徒之聲，第68頁）。把下面這句話寫在黑板

上，並請學員根據摩西書6：48-50，55-56，完成這個句子： ，

。請學員騖明墜落在救恩計畫中的重要意義。問學員，他們會

如何回答以諾在第53節所引用的亞當的問題？

展示一張小 兒的照片，或是邀請一位父母親帶小 兒到班上來。在黑板

上寫出下列幾句話，並問句子是對或錯？為什麼？（第二、三句是錯的。）

1 小 子降生到這墜落的世上時，都是天真無邪的。

2 小 子必須悔改並且受洗。

3 小 子到八歲就開始犯罪。

4 若無贖罪，小 子就會從神的面前被 除。

5 死去小 子都在高榮國度中得救。

請學員從摩西書6：54-55；摩羅乃書8：8-10，19-20；教義和聖約137：

10找出可以證明以上陳述是對或錯的句子。為贖罪的偉大力量作見證。

請學員想一想他們從錯誤中得到教訓的經驗。讀摩西書6：55與教義和聖約

105：9-10，並且討論：我們若是不能體驗罪及其後果的 苦，生命會有什

麼不同？

一定要讓學員知道，人 要犯罪才能知道罪的後果。救主是因

承擔全世人的罪才知道罪的後果（見阿爾瑪書7：11-13）。就像救主一樣，

我們必須抗拒誘惑，努力服從神所有的誡命。

請一位學員從你藏在兩個小 子或小 子裡面的東西當中選一個來 ，一

個很好 ，一個很難 。對這兩個東西，一次給一個提示，直到該學員作

了選擇為止。看過這兩個東西以後，問該學員對自己的選擇有什麼感覺。

請學員讀摩西書6：56，並且解釋知識和負責能力之馹的關 。

用

摩門經錄影帶，影片4，「為自己 取行動」（18：39），可以用來騖明選擇

權這個重要的原則運作的方式（見摩門經錄影帶的教學建穟）。



教

● 主吩咐父母要教導子女悔改（見摩西書6：57-58；亦見教約68：25）。

● 水、 和靈這三個要素是每個 子出生時都必須具有的東西。同樣地，

凡在靈性上「重生」的人，也必須經由水（浸沒的洗禮）、靈（聖靈的

恩賜）和耶穌基督 的 （見摩西書6：59-60；亦見約翰福音3：3-

5；摩賽亞書27：25；阿爾瑪書36：17-24；教約5：16），才能進入天上

的國度。

● 聖靈安 、教導、活 並見證真理（見摩西書6：61；亦見約翰福音

14：26；以太書12：41；教約11：12-13）。

● 屬世與屬靈一切事物的創造，都是用象徵的方式來教導耶穌基督及其福

音，並為之作見證（見摩西書6：63；亦見尼腓二書11：4）。

● 亞當受水的洗禮，並接受了聖靈的恩賜。他是被主的靈帶進水中，然後

再從水中被帶出來（見摩西書6：64-66）。

● 凡跟隨救恩計畫的人都可以成為神高升的兒女（見摩西書6：68；亦見

摩賽亞書5：7；27：24-27；摩羅乃書7：48；教約25：1；39：4；76：

50-59）。

教

教

請學員讀摩西書6：15，57，談一談他們會用什麼方法教 子女。討論家

庭教 的各種情況，包括當 子不髹受教或違背所受的教導時，學員認為

父母該怎麼辦。

用

教義和聖約 教會歷史錄影帶，影片21和22，「家庭的重要」（11：00；

10：25），可以用來教導在「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中 福家庭的原則

（見1998年10月，聖徒之聲，第24頁）。

在黑板上寫兩個標題： 和 天 。請學員在摩西書

6：59找出分別屬於這兩個標題的三要素，並且騖明各要素在出生的過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讀麥康基布司長老在學生用本（第21頁），摩西書6：59

注釋中所講的話，並加以討論。

讀摩西書6：63，請學員舉出幾個「在諸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

內的」、「在地下的」的例子，談一談他們認為這些事物如何象徵式地為

基督「作見證」。例如，眾行星就是神手工創造的證據（見阿爾瑪書30：

44），播種在地下的種子能發 生長就是在為基督的復活作見證（見約翰

福音12：23-24；哥林多前書15：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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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學員，摩西書6：48-62詳述救恩計畫的細節，第63-66節教導我們如

何得知救恩計畫，以及如何參與救恩計畫；第67-68節告訴我們，那些服從

該計畫的人最後得到的報 。請學員讀第48-68節，並且根據他們所讀到的

來解釋救恩計畫。

教

● 以諾看見主，並與祂面對面講話（見摩西書7：3-4；亦見出 及記33：

11；尼腓二書11：2-3；摩西書1：2，11，31；斯密約瑟的寫作

（二）：17）。

● 主 惡人及他們的 地，賜福給義人及他們的 地（見摩西書7：7-

20；亦見利未記18：25-30；尼腓一書17：35-38；尼腓二書1：7）。

● 主會保全義人，保鬌他們，領他們到安全之地（見摩西書7：13-20；亦

見以賽亞書54：17；尼腓一書22：16-17）。

● 主讓惡人自相 殺（見摩西書7：15-16；亦見摩門書4：5；教約3：18）。

● 以諾建了一座城，稱之為「錫安」。錫安的人民一心一德，生活正義，沒有

（見摩西書7：17-20；亦見尼腓四書1：2-3，15-16；教約97：21）。

教

請學員複習摩西書7：2-11，20-67找出以諾問主的問題。討論主的回答。

請學員談一談要是他們像以諾一樣有機會與主談話，他們會問些什麼問題

或騖什麼話。

向學員讀出摩西書7：3-4，然後把全班分成四組，每組指派一饐經文（聖

經、摩門經、教義和聖約、無價珍珠），要他們從經文中把那些看見神的人

的名字寫下來（學員可以參考經文指南）。請各組向全班讀出他們所列的名

字。問：為什麼這些人把他們親眼所見的紀錄留下來是很重要的？

請學員找出主在摩西書7：7-8中對 地做了什麼事？祂在第17節中對 地

做了什麼事？問：根據第7-20節，主為這些 地上的人民做了什麼事？ 討

論人民如何為自己帶來 罰？又我們應如何使我們的 地「蒙得祝福」？

告訴學員，「錫安」可以是指一個地方、一 人民或一種生活方式。請學

員找出並分享談到這三種情況的經文。把以諾的錫安（見摩西書7：13-

20）、摩門經所描述的錫安（見尼腓四書1：1-18），和將在末世時代建立的

錫安（見教約45：63-71）作一比較。問學員，他們認為住在錫安會是怎樣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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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摩西書7：18-20，請學員講述他們在幾 像錫安的支會或分會裡的經

驗。請學員讀教義和聖約6：6；35：24-25；97：12-21，討論我們如何在

這個世代協助建立錫安。讀 賓 會長以下這段話，並加以討論：

「如果我們要把錫安帶來的話，請容我建穟三項我們必須做的基本工作，這

是我們這些為錫安工作的人必須承諾去做的三件事。

「第一，我們必須去除那使靈 受笉、心意 、理智蒙 的個人自

向。……

「第二，我們彼此馹必須完全和諧，合作無馹。……

「第三，我們必須在 上 上主所要求的一切。我們先從 上『 的心

和 悔的靈』開始，再在我們被指派的工作與召喚的範 內 上我們最大

的努力。我們學習我們的職分，切實地執行。最後，我們在直屬領袖要求

時和聽到聖靈的 語時， 上我們的時馹、才能和金 」（in Conference
Report, Apr. 1978, 122-24; or Ensign, May 1978, 81）。

教

● 以諾、該城的人民及其他義人由於正義的緣故，在以諾的日子之後，沒

有經過身體的死亡，就直接被提取進入天上（體質改變）（見摩西書7：

21，27；約譯，創世記14：26-34；亦見創世記5：24；希伯來書11：

5；教約107：48-49；摩西書7：67-69）。

● 撒但及其徒眾因神子民的邪惡而嘲笑歡欣（見摩西書7：26；亦見尼腓三

書9：2；摩西書5：19-21）。

● 神也有情緒；當祂的兒女不服從祂時，祂會因 而 ，祂的 氣也

會被 起（見摩西書7：28-37；亦見士師記2：12；以賽亞書53：3；

63：7-10；教約63：32-33）。

● 神的「寶座」（祂所居之處）是一個和平、公義、真理和慈悲的地方（見

摩西書7：31）。

● 惡人死後會到靈的世界裡的一個 獄，在 中等待。基督死後曾去到

靈的世界，為惡人的悔改和接受福音預備道路（見摩西書7：37-40；亦

見彼得前書3：18-20；教約138：36-37）。

教

大聲讀出7：21，27，69。告訴學員在第69節中，以諾和他的人民全都是

「體質改變」。這事也發生在麥基洗德（見約譯，創世記14：26-34）、摩西

（見 命記34：6；阿爾瑪書45：18-19）、以來加（見列王紀下2：11）、至

愛的約翰（見教約7：1-3）、阿爾瑪（見阿爾瑪書45：19），以及三位尼腓

人門徒（見尼腓三書28：6-8）。複習學生用本（第22頁），摩西書7：21的

注釋，與學員討論體質改變的目的。

「 一，我們

人的自 向。

「 ，我們 間

作 間。

「 ，我們

要求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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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員騖出人民會受撒但 佈的幾個理由。請學員讀摩西書7：26和尼腓三

書9：2，討論撒但及其徒眾在我們犯罪時的反應，並比照摩西書7：28-33

神的反應。

請學員想想他們上一次 的情形，然後請他們研讀摩西書7：28-31，找

出以諾看到神 時困惑的原因。問：神在第32-40節騖諸天為什麼 ？

根據第41，44節，以諾知道了主的答案後，有什麼感覺？問學員，這幾節

教導我們關於神的哪些事？

請學員比較以諾時代那些選擇跟隨神的人（見摩西書7：27）和選擇跟隨撒

但的人（見摩西書7：34，38-39）的結 。問學員，他們認為 獄的生活

是怎麼樣的？讀下列描述靈 生活的經文，並加以討論：阿爾瑪書40：11-

14；教義和聖約138：11-23，50，57。

教

● 管週遭惡 的環境讓我們無法 息，但是對神及其贖罪的了解應當能

讓我們高興起來，並鼓舞我們的心情（見摩西書7：42-47；亦見約翰福

音16：33；摩羅乃書9：25-26）。

● 耶穌基督是「 」，祂在前生就已被揀選要為世人的罪而被殺害。我們

因著對祂的信心，而由祂的 得到聖 （見摩西書7：45-47；亦見約翰

福音1：29；彼得前書1：18-21；摩門書9：6）。

● 大地將盡到其神聖目的（見摩西書7：48-49，54-56；亦見尼腓一書

19：12；教約88：17-20，25-26；摩西書5：35-37）。

● 主與以諾立約，在挪亞洪水過後，祂將不再用洪水毀滅大地（見摩西書

7：50-52；亦見約譯，創世記9：21-25；以賽亞書54：9）。

● 基督復活時，凡在基督之前過世的義人也都復活了。死去的惡人仍在等待他們

自己的復活（見摩西書7：53-57；摩賽亞書15：20-24；馬太福音27：52-53）。

教

帶一份最近的報 到班上來，把可以代表世人邪惡的標題讀出來。請學員

讀摩西書7：41-43，撰寫一些標題來描述發生在挪亞時代的事件。問：根

據第44-45節，以諾看到挪亞時代的事件時有什麼感覺？主在第46-47節給

以諾看了什麼，讓他心覺寬 ？以諾所見之事如何也能給我們安 ？

請一位學員像演 一樣 出摩西書7：48大地所騖的話，再請另外一位學員

大聲讀出以諾在第49節所講的話。討論第56節所發生的事。讀斯密 約

瑟長老在學生用本（第23頁），摩西書7：48注釋中所講的話。問學員，他

們認為大地對今日發生在其上的事會有什麼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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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員把摩西書7：50，59中以諾問主的問題，用自己的話講述一次。問：

主在第51-52，60節的回答是什麼？問學員，他們從這幾節經文學到哪些關

於主及聖約的事？他們學到哪些關於祈禱的事？這項知識對我們遵守與主

所立的聖約有什麼幫助？

讀摩西書7：53，然後請學員仔細研讀經文（如有需要，可查閱經文指

南），找出把主比喻為「 石」或「石頭」的經文。請他們分享所查到的經

文，並講述 石或石頭給他們什麼樣的印象。

將主讓以諾看到基督死亡和復活時（見摩西書7：55-57）所發生的事一一

列舉出來，並加以討論。問：誰從 中出來？為什麼？（見教約76：71-

74，138：29-34。）那些「被 在…… 中」的人是誰？為什麼？

（見摩賽亞書15：26；教約76：81-85；88：100-101）。問學員，義人到靈

後會做什麼事？（見教約138：57。）他們會復活嗎？（見哥林多前書

15：23；教約88：95-102）

教

● 在大地安息前（在千禧年期馹），惡人在靈性和身體上將受到大苦難，而

主會保鬌義人（見摩西書7：61-62，66；亦見馬太福音24：21-22；啟

示錄7：13-17；尼腓一書14：12-17；尼腓二書30：10）。

● 在大地安息前，主的許多選民將在錫安──新耶路撒冷聚集（見摩西書

7：62-63；亦見教約29：7-8；45：65-71）。

● 大地將在基督的第二次來臨時安息，以諾城的人民將會回到世上，在義

人當中安居一千年（見摩西書7：63-65）。

教

告訴學員，主讓以諾看到我們這世代將要發生的事。將摩西書7：60-66的

幾個概念寫在黑板上：

邪惡及復仇

諸天變為黑

黑 之 蓋大地

主的人民將在大苦難中存留下來

天上降下正義

大地發出真理

正義和真理 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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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聚集

以諾及其人民迎接選民

主來和祂的人民住在一起

邪惡者當中有大苦難

人們的心 止息

請學員談一談他們對這各項預言有什麼了解，並為已應驗的預言舉出實例

騖明。讀摩西書7：67，討論學員能做些什麼，以 能在「他們被救贖的時

刻」 身於選民之列。

讀摩西書7：66，要學員在第60-67節中找出讓他們即使在今日的大苦難中也能

高興起來的句子（亦見教約58：2；59：2；61：36；68：6；78：18；101：22）。

在黑板上畫一個地球，在旁 寫出在摩西書7：48中，大地所問的問題。請

學員回答大地所問的問題（以諾在第54，58節也問過同樣的問題；答案見

第64節）。指派七位學員就下列教導大地在安息時種種情況的經文提出報

告：尼腓一書22：26；尼腓二書30：12-18；教義和聖約43：29-33；45：

58-59；63：49-53；101：22-34；信條第10條。問學員，其中哪一件是他

們在大地於千禧年「安息」時最期盼的事？為什麼？

教

● 挪亞是主的一位偉大先知（見摩西書8：2-3，8-9，27；亦見路加福音

1：11-19；教約27：6-7；107：52；128：21）。

● 主希望祂的選民在福音 約中 （見摩西書8：13-15；亦見 命記7：

3-4；哥林多後書6：14；阿爾瑪書5：57；教約132：15-17）。

● 在沒有給人民許多的警告和足夠的機會悔改以前，主是不會施行毀滅的

（見摩西書8：15-24；亦見阿摩司書3：7）。

● 凡拒絕先知的人都會遭到毀滅（見摩西書8：18-30；亦見尼腓三書28：

34；教約1：12-16）。

教

請學員複習摩西書第8章，列出主和挪亞為鼓勵人民悔改所做的事。挪亞傳

講些什麼？（見第23-24節。）人民對挪亞和他兒子們的傳道有何反應？

（見第18，20-21，24節。）討論挪亞時代的人民和我們今日的人民有哪些

相似之處。比較在第21節挪亞時代的人民騖他們自己是怎麼樣的人，和在

第22節騖他們真正是怎麼樣的人。（複習以諾在摩西書7：33，36學到有關

人民邪惡的那些事情。）末世時代會因為人民拒絕先知而發生什麼事？

（見瑪拉基書4：1；路加福音17：20-30；教約45：22-33，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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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摩西書8：13-14，提醒學員注意，「神的兒子們」是正義的，他們的女

兒 給了邪惡的「人之眾子」。問：主在第15節給挪亞的 女們騖了哪些

話？請學員騖出為什麼教會的教友與其他 稱的教友結婚是很重要的（亦

見 命記7：3-4）。討論彭蓀泰福會長以下這段談話：「若女青年對 朋友

騖：『如果你無法取得聖殿推 書，我可不髹將終身託 給你，即使只為

今生也不行。』若年輕的還 傳教士對女朋友騖：『雖然我很愛你，可是

我不髹意在聖殿外結婚。』這麼一來，錫安裡就會 現一片新氣象。」

（1987年1月，聖徒之聲，第70頁）

問學員，他們認為摩西書8：27的「恩典」是什麼意思？（你可以複習經文

指南中「恩典」的定義。）問：為什麼挪亞在神的眼中蒙受恩典？洪水何

以是恩典的表現？（答案可包括：主用洪水來阻止人民犯更多的罪，或

者，對前生的靈來騖，洪水之所以是恩典的表現是因為若非如此，那些靈

沒有機會降生到正義的家庭裡 亦見尼腓二書26：24 。）告訴學員，斯

密約瑟先知騖過：「只要我們從神那裡 落，我們就降落到魔鬼那裡而失

去知識，沒有知識我們就不能得救，並且當我們的心充滿著邪惡，和我們

在學習邪惡的時候，我們的心中就沒有容納善良 地或學習善良的 地了」

（斯密約瑟先知的教訓，第217頁）。死在洪水當中的那些惡人的靈會怎麼

樣？（見教約138：1-11，28-34，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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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主預備了方法讓本教會能夠取得一小饐分寫在 上的古 及紀錄

（見尼腓一書13：39）。

● 亞伯拉罕書是神的話，也為斯密約瑟先知的召喚作有力的見證（見教約

21：1；124：125）。

● 亞伯拉罕書包含了舊約先知亞伯拉罕在公元前2000年 居 及時的

寫作。這些紀錄講到亞伯拉罕的早年生活（見無價珍珠的緒言；亦見創

世記11：27-32；12：1-20；15：1-7；17：1-9）。

● 斯密約瑟時代的教友從亞伯拉罕書中學到一些前所未知的福音教義與原

則。亞伯拉罕書也有助於 清其他經文中所啟示的真理（見尼腓一書

13：39-40）。

● 斯密約瑟先知對亞伯拉罕書三份真 寫的騖明就是經文，應當與該書

其他經文一起研讀。除了斯密約瑟先知的騖明外，教會對亞伯拉罕書的

真 寫並無其他正式的 釋。

教

一起複習經文指南中有關亞伯拉罕的資料。請學員 對亞伯拉罕所住過的

地方，他所面臨的考驗，以及他當時的狀況提出摘要騖明。不妨用創世記

16：1-2，15-16；21：1-5；25：19-26；35：22-26的紀錄，畫一張亞伯

拉罕的家 表。請學員騖出在他們教長祝福辭中所宣告的家 ，看看他們

屬於亞伯拉罕的哪一個家族。

為讓學員明白亞伯拉罕書的重要價值及其來源，請與學員一起複習學生用

本（第28-29頁），「亞伯拉罕是誰？他活在什麼年代？」，「本教會是如何

取得亞伯拉罕書的？」，「斯密約瑟先知如何處理他的翻譯？」，以及「亞

伯拉罕書的重要性何在？」。不妨提出能讓學員依據學生用本的資料來回答

問題（例如：先知對得到這些紀錄有什麼感覺？）。

在黑板上寫出一個簡 的句子，請一位自髹者將之譯成任何一種外國語

言，再請另一位自髹者來翻譯一句比較難的句子（如亞伯拉罕書1：2）。討

論在翻譯文字時，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之馹會出現的一些挑戰。請學

員看亞伯拉罕書的真 寫一，不要看下面的騖明，把它「翻譯」成一個

故事。討論人要如何才能夠「翻譯」像亞伯拉罕書這些 及象形文字的圖

案？閱讀並討論學生用本（第28頁），「先知如何翻譯古代的寫作呢？」。

見證斯密約瑟先知所做的是一件受靈感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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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下的字句寫在黑板上，問學員對這些主題有多少了解：

亞伯拉罕的聖約

含和伊及 他司

和 明

主的時馹

行星的計 時馹

口拉 和口考必

前生的眾靈

第一和第二地位

還不能顯露給世人看的寫作

眾神

創造世界的計畫

告訴學員，他們將在亞伯拉罕書裡學到這些及其他美好的福音教義及原則。

問學員，他們對亞伯拉罕真 寫有關的 及歷史、宗教和文字有多少了

解？指出真 寫一，圖2和10，真 寫二，圖2和7，以及真 寫三，

圖1和3的騖明顯示這些圖案與亞伯拉罕之馹的關聯。

告訴學員，他們可以用象徵的角度來理解真 寫，例如：真 寫一講

的是亞伯拉罕戰 塵世生命的試 與考驗；真 寫二講的是亞伯拉罕獲

得能夠讓他回到神面前，變得像祂一樣的知識；真 寫三講的是亞伯拉

罕回到神的面前，得到永生。

教

● 由於人民的邪惡，亞伯拉罕的性命不斷受到威 ，無法再住在迦 底

（見亞伯拉罕書1：1；亦見亞伯拉罕書1：5，12）。

● 麥基洗德聖職在古代是以父傳子的方式傳承的。亞伯拉罕是麥基洗德聖

職的正當繼承人，不過由於他的父親不 稱，亞伯拉罕 向其他聖職持

有人尋求聖職（見亞伯拉罕書1：2-4；亦見教約84：14-16；86：8-

11；107：40-52）。

● 麥基洗德聖職的祝福中有神賜給人的一些偉大的恩賜，包括權柄、

福、平安、安息、知識和後 （見亞伯拉罕書1：2；亦見教約84：33-

38；132：20-24，28-31）。



教

請學員談一談他們或他們的家庭 過幾次家？為什麼 家？哪位學員 得

最遠？中馹 離多少 （公里）？一起研究本章一開頭的地圖，請學員

計 亞伯拉罕從 珥到哈 ，再到 及，總共 了大約多少 （公里）

的路？（ 在地圖上， 珥可能位於兩個不同的地方。）複習亞伯拉

罕書1：1，5，12，討論亞伯拉罕為何要找一個新居？

討論何謂「尋求」？與學員一起讀亞伯拉罕書1：2，在黑板上列出亞伯拉

罕所尋求的事物。讀出 賓 會長以下這段談話：

「要記住，亞伯拉罕尋求能接受聖職的按立。他並未等神來找他，反而是

地透過祈禱和服從的生活來學習了解神的旨意。……

「只要我們 法亞伯拉罕的 樣，我們也會從一個恩典到一個恩典地成長，

蒙神和人的喜 。只要我們 法他的 樣，我們就能確定自己和家人在今

生和全永恆都能享有歡樂和滿足」（”The Example of Abraham,”
Ensign, June 1975, 7）。

用

摩門經錄影帶，影片8，「我的靈 飢 著」（10：06），講的是一個人努力

想變得更好，而且 望與神保持聯 的故事（見摩門經錄影帶指南的教學

建穟）。

邀請一位聖職持有人談一談他是如何得到聖職的？是從誰那裡得到的？讀

亞伯拉罕書1：3-4，討論這幾節經文談到古代聖職是如何傳承的？請持有

37

塞

爾

0      60     120              240

0     100     200    300    400



聖職的學員講述他們如何準備接受按立？他們獲得聖職（或 升聖職）

時，有什麼感覺？把 、 福、 、 、知 這幾個詞寫在黑板

上，騖明這些就是聖職的祝福。

教

● 亞伯拉罕 他邪惡的父親悔改，不要 像時，他的父親和法老的

司企圖謀害他的性命（見亞伯拉罕書1：5-7，12；真 寫一，圖2-

4；亦見尼腓一書1：20）。

● 我們應當在 難和需要時 求主，求祂拯救我們（見亞伯拉罕書1：15；

真 寫一，圖1-2；亦見創世記32：7-12；詩篇50：14-15；阿爾瑪書

38：5；教約3：7-8）。

● 主會按著祂的旨意，拯救義人，使他們在身體上不受 害（見亞伯拉罕

書1：15-16，20；真 寫一，圖1；亦見尼腓一書1：20；阿爾瑪書

14：10-13；58：10-11；教約24：1）。

● 主召喚亞伯拉罕，要他接受聖職，並且到一個「生疏地方」傳播耶穌基

督的福音（見亞伯拉罕書1：16-19；亦見創世記12：1-3；希伯來書

11：8）。

教

問學員，假如他們的父母心存惡念，又 假神，他們會怎麼做？複習亞

伯拉罕書1：5-7。問：亞伯拉罕 試做了哪些事？把亞伯拉罕的 氣與經

文中其他人物或他們所認識的人作一比較。不妨讀出學生用本（第30頁），

亞伯拉罕書1：4-6的注釋。

請學員在亞伯拉罕書1：8-15中找出下列問題的答案：法老 司有什麼例行

的工作要做？在哪裡？他所 的是哪一種 品？有哪些人被 過？奧肯

那的 司為何要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被 在 上時，做了什麼事？

誰來保鬌亞伯拉罕？讀詩篇50：15，阿爾瑪書38：5，以及教義和聖約3：

7-8，並加以討論。

讀亞伯拉罕書1：15-17，20，討論主做了哪些事，以及祂騖祂會為亞伯拉

罕做哪些事。把 司的權力和主的權能作一比較。請學員讀阿爾瑪書14：

10-13；58：10-12，以及教義和聖約24：1，比較主在哪些時候會拯救義

人，使他們在身體上不受 害；又在哪些時候不會拯救義人，使他們在身

體上受到 害。

請學員研讀真 寫一，以及12個圖案的騖明。指派他們從亞伯拉罕書第

1-3章中找出與這12個騖明之中一兩個有關的經文。請學員用自己的話講出

真 寫一所描 的故事。請學員為真 寫一訂一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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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請學員列出主在亞伯拉罕書1：16-19中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告訴學員，

主通常會帶領義人遠離惡人（舉例來騖，見創世記19：15-17；尼腓一書

2：1-4；尼腓二書5：1-7；奧 乃書1：12-13；摩西書6：15-17）。

讀亞伯拉罕書1：3-4，18-19。請學員依據教義和聖約84：14-16，列出亞伯

拉罕聖職「權柄 」當中的名字。要學員把主與亞伯拉罕所立的聖約，以及

在摩西書7：50-52（亦見摩西書8：19）中主與以諾所立的聖約作一比較。

教

● 亞伯拉罕時代的 及法老（王）是挪亞的兒子含的一個邪惡的子 ，他

假稱擁有神的聖職族長序位的權利（見亞伯拉罕書1：20-27）。

● 亞伯拉罕持有神聖紀錄，這顯示出他才擁有聖職的權利，而不是法老

（見亞伯拉罕書1：28，31；亦見亞伯拉罕書1：3-4）。

教

請學員看學生用本第32頁，法老王 著 在王座上的圖案（如本圖所

示）。騖明 和王座象徵著法老身為 及國王的權柄與權力。再請學員看

亞伯拉罕書真 寫三的圖1，這裡所畫的亞伯拉罕，頭 在王座

上。注意，圖案騖明亞伯拉罕的 代表聖職。指派幾位學員研讀亞伯拉

罕書1：20-27，並用自己的話騖明法老為何沒有聖職的合法權力。指派其

他學員研讀第3-4，20-31節，騖明亞伯拉罕擁有聖職合法權利的理由。

讓學員明白神聖權柄的永恆意義。指派學員研讀列在以下三個主題的經

文，並討論謀求神的權柄所產生的各項永恆 。

1 在前生，路西弗反叛天父和耶穌基督時的 （見教約29：36-38；

76：25-33；摩西書4：1-4）。

2 在這世上，魔鬼的教會與耶穌基督的教會之馹的 （見尼腓一書14：

7-17）。

3 今日，本教會 重聲明擁有聖職的權利（見斯密約瑟的寫作（二）：68-

72；教約27：12-13；42：11；84：33-35；信條第5條）。

不妨讀學生用本（第30，32-33頁），「亞伯拉罕書1：2。什麼是『屬於

先的權利』？」，「亞伯拉罕書1：3。誰把聖職授與亞伯拉罕？」，「亞伯

拉罕書1：20-27。在 及的法老王」，「亞伯拉罕書1：25。『 及起初的

政府……是依照含的政府形式，那是族長式的』」，「亞伯拉罕書1：24-

27。法老和聖職」，「亞伯拉罕書1：27。何謂『髹聲稱』聖職權利？」等

標題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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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亞伯拉罕書1：26，討論法老所得到的和沒有得到的祝福。問：他最後會

如何得到聖職？（見教約138：32-35，58-59）。為何光有正義的行為還不

能夠執行聖職的權利？（見希伯來書5：4；教約42：11；138：30）。

請學員舉出今日社會上有哪些可以用來當作證明的文件（如：出生證明、

證明、鬌照、遺 等；你若有這些文件，不妨 給學員們看看）。讀亞

伯拉罕書1：28，31，並討論那份顯示亞伯拉罕擁有聖職權力的紀錄有多大

的價值？問：這些文件記載了哪些其他重要的資料？問學員，他們有哪些

紀錄或文件可以證明他們所得到的福音祝福？（例如，洗禮或聖職按立證

書、傳道召喚書、聖殿推 書等。）這些記錄或文件如何為他們的後 帶

來益處？

教

● 亞伯拉罕及其家人離開 珥，來到迦南地。 中，他們曾在哈 地

留，住了一段時馹。主在哈 向亞伯拉罕顯現，答應要將迦南地給亞伯

拉罕和他的後 作為永久的繼承地（見亞伯拉罕書2：1-8；亦見創世記

11：27-32；12：1-5；15：18-21；使徒行傳7：2-5；亞伯拉罕書1：16）。

● 主有時會用大自然或天然災害來教導和試驗我們（見亞伯拉罕書2：1，

5；亦見創世記47：13-20；50：18-21；列王紀下17：1；18：1-2；希

拉曼書11：3-18；亞伯拉罕書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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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子 會將聖職和耶穌基督福音的祝福帶到世界各

國去（見亞伯拉罕書2：9-11；亦見創世記12：2-3；尼腓二書29：14；

教約27：10）。

● 凡接受教儀又 行耶穌基督福音的人，都會獲得主賜給亞伯拉罕的同樣

應許。他們會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子 （後 ），也會得到永生（見亞伯拉

罕書2：10-11；亦見加拉太書3：6-9，14，26-29；教約84：33-34；

132：29-32）。

教

用

考 播放舊約錄影帶，影片9，「亞伯拉罕的聖約」（10：05）的前幾分鐘

內容，談到的是聖約的意義與力量（見舊約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

問學員，要是他們所住的地區發生長期 荒，他們會怎麼辦？不妨請學員

仔細研讀亞伯拉罕書1：29 2：21，把飢荒這兩個字畫下來。請學員騖明

在這些經文裡，每一次的飢荒對亞伯拉罕及其家人造成什麼影響（亦見阿

爾瑪書32：13-16；希拉曼書12：3-5）。請學員講述發生在自己或別人身

上的 境或其他情況如何幫助他們記起主。

請學員講述在亞伯拉罕書2：6-8，12-20中，主兩次向亞伯拉罕顯現的經

過。請學員談一談他們從亞伯拉罕的這些經驗中學到哪些福音教義和原則

（例如，亞伯拉罕書2：6教導，主希望我們把福音傳給其他人）。

把全班學員分成四個小組，討論亞伯拉罕聖約中所應許的祝福（ 地、後

、聖職與福音、救恩或永生；亦見學生用本，第33-34頁，亞伯拉罕書

2：6，9-11的注釋）。請各組找出下列問題的答案，與其他班員分享：

● 這每一項應許的祝福何時在豐滿時代的福音期於本教會中復興？又是如

何復興的？

● 這每一項應許的祝福對我個人有什麼意義？我要如何才有資格得到這些

祝福？

指派學員研讀亞伯拉罕書2：9-11，列出這幾節經文給本教會忠信教友哪些

教導（亦見學生用本，第34頁，亞伯拉罕書2：10的注釋）。問學員，在列

出的項目中，主賜給他們哪些祝福，主也給他們什麼責任？請學員講述他

們得到哪些列在黑板上的祝福。問：你們要如何履行我們所列的這些責任？

請學員讀亞伯拉罕書1：2，4，15；2：3-6，12，討論有哪些字句顯示亞

伯拉罕「 切」尋求主。一個 切尋求主的人會做些什麼事？把亞伯拉罕

書2：13-14中亞伯拉罕的思想和行為與今日教會中正義教友的思想和行為

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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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亞伯拉罕向哈 人民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有些人因此歸信了主（見亞

伯拉罕書2：14-15；亦見創世記12：5；教約52：9-10；88：81）。

● 亞伯拉罕在從哈 往 及的 中，建 、 上供物、向主禱告、接

受指引、 上感恩（見亞伯拉罕書2：16-21；亦見創世記12：6-10）。

● 為了拯救亞伯拉罕的性命，主吩咐他告訴 及人他的 子撒萊是他的妹

子（見亞伯拉罕書2：22-25；亦見創世記12：11-20； 命記8：1-3；

馬太福音7：21-24；尼腓一書4：10-18；教約130：21）。

教

教

請學員讀亞伯拉罕書2：4，15，把亞伯拉罕離開 珥時所帶 的人和他離

開哈 時所帶 的人作一比較。亞伯拉罕如何像第11節裡主所預言的，已

經開始造福世上家庭？請學員講述幫助他人接受福音的一些經驗。

請學員讀亞伯拉罕書2：15-20，列出亞伯拉罕一行人在從哈 往迦南 中所

發生的事（包括亞伯拉罕所做的事在內）。問學員，這 程如何比作我們

的人生之 ？例如，主用哪些方法引領、保鬌和賜福給我們？主如何是我們

生活中的「 蓋」和「 石」？（亦見以賽亞書4：5-6；希拉曼書5：12。）

請學員把亞伯拉罕書2：21-25和創世記12：10-13中聖經的記載作一比

較。問：亞伯拉罕書多了哪些重要且清楚的交代？不妨讀學生用本（第35

頁），亞伯拉罕書2：24-25的注釋，並加以討論。與學員一起讀創世記12：

14-20，以了解撒萊、法老和亞伯拉罕所發生的事。

請學員找出主在亞伯拉罕書第2章中賜給亞伯拉罕和撒萊的每一條誡命，以

及他們對這些誡命的反應。問學員，亞伯拉罕書第2章中有哪些經文騖明了

亞伯拉罕的服從？斯密約瑟先知騖：「凡是神要求的都是對的」（斯密約瑟

先知的教訓，第256頁）。他另外又教導騖：「我給自己一條規則： 主

的 就 」（History of the Church, 2:170）。請學員思考他們要如

何在個人生活中應用這些原則。

教

● 亞伯拉罕是一位先見，他用一種稱為「 和 明」的儀 獲得來自主

有關行星和眾星的啟示（見亞伯拉罕書3：1-2；亦見摩賽亞書8：13；斯

密約瑟的寫作（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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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讓亞伯拉罕看到眾星之中最大的那個星體的名字。它最接近

主，而且管 祂讓亞伯拉罕看到的其他所有星體（見亞伯拉罕書3：3，

9，16-17；亦見教約88：7-13）。

● 主「計 」（度量）眾星和行星的時馹是以它們與口拉 的關 而定，因

為口拉 是中心的管 星體（見亞伯拉罕書3：4-10；亦見彼得後書3：

8；教約88：42-45；130：4-5；亞伯拉罕書5：13）。

● 亞伯拉罕進入 及以前，主向他顯現，面對面重 祂與他在哈 所立的

約。主也吩咐亞伯拉罕要向 及人教導福音（見亞伯拉罕書3：11-15；

亦見創世記32：30；出 及記33：11；教約76：22-23；摩西書1：2）。

● 主會做每一件「放在祂心中要做的事」（見亞伯拉罕書3：17；亦見馬太

福音24：35；教約1：38）。

教

問學員是否友人喜歡「觀 星象」，或是他們曾否用天文望遠 看過星星或

其他星球。如果有人回答「是」，就請他們分享對 的觀感。然後，

和學員一起仔細閱讀亞伯拉罕書3：1-17，列出亞伯拉罕學到哪些有關星體

和行星等的事情。不妨用學生用本（第36-37頁），亞伯拉罕3：1-17的注

釋來協助教導這些經文。一起讀亞伯拉罕書3：18-23，列出亞伯拉罕對主

和天父在前生的靈體子女所學到的事情。（不妨參考學生用本，第37頁中

有關這幾節經文的注釋。）與學員分享以下這段和亞伯拉罕書3：1-23有關

的引文：

「 看之下，亞伯拉罕似 是在探討兩個不同的概念，各自都值得另 一章

詳述。不過，仔細閱讀以後，會發現本章的第二饐分其實是第一饐分更詳

細的延 ，描述一個星球與另一個星球之馹的每一個原則，談的正是前生

諸靈彼此馹的本質與關 。第十八節結 了有關行星的啟示，卻也開啟了

有關前生諸靈的啟示。該啟示的這兩個饐分以『但』字為銜接，意思是適

用於眾星的原則『也』適用於諸靈」（ Joseph F. McConkie, “The
Heavens Testify of Christ,” in Studies in Scripture: Volume Two,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ed. Robert L. Millet and Kent P. Jackson [1985], 239-40）。

複習你所列的兩張表，協助學員把他們對眾星和行星以及對前生諸靈的了

解作一比較。請學員仔細研讀教義和聖約138：38-57，找找看哪裡提到他

們也位在「高貴而偉大者當中」。

讀亞伯拉罕書3：1-2，與學員一起複習學生用本「亞伯拉罕書3：1。什麼

是 和 明？」的解釋（第36頁；亦見經文指南，「先見」；「 和

明」）。

請學員在亞伯拉罕書3：2-9，16-17和真 寫二，圖1-2，5的騖明中，

找出有哪些對口拉 的描述就像是耶穌基督，並且加以騖明。問：這些例

子如何幫助我們了解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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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員，他們認為在今日世界中，何處是傳道工作最具挑戰的地方？為什

麼？提醒學員注意在亞伯拉罕書1：12-20所發生的事，問他們，要亞伯拉

罕到 及去傳播福音為什麼是一件很難的事？亞伯拉罕在3：1-14裡的見聞

如何讓他得到前往 及的 氣？

教

教

● 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由兩個饐份所組成的，一是由塵世父母生出的必

死肉體，另一則是由天父在前生所造的永恆靈體。我們的靈體被組織起

來，為的是要獲得知識和智能（見亞伯拉罕書3：18-19，21；亦見希伯

來書12：9；教約88：15；93：29-38；摩西書3：7；亞伯拉罕書5：7）。

● 天父的每一位靈體兒女在智能上都不一樣。耶穌基督比天父其他的靈體

兒女更為 ，祂的智慧 越其他所有的人。人所得到的光和智能 多

時，就能變得 像天父（見亞伯拉罕書3：18-21；亦見教約88：41；

93：36-37）。

● 前生時，天父選擇祂高貴而偉大的靈體兒女擔任祂在塵世事工中的 治

者（見亞伯拉罕書3：22-23；亦見羅馬書8：29；阿爾瑪書13：3；教約

138：55-56）。

● 天父高貴而偉大的靈體兒女協助耶穌基督創造大地（見亞伯拉罕書3：24）。

● 生命的目的之一是接受考驗，以了解我們是否會做主所吩咐我們去做的

任何事（見亞伯拉罕書3：25；亦見摩賽亞書23：21-22；教約98：14）。

● 在天父的靈體兒女當中，凡「保有他們第一地位」者（在前生服從神的

人）都因為來到世上，成為有骨有肉的人而得到更多機會。在第一地位

中不服從的人將得不到這樣的機會。凡在今生（或是在來生的靈的世界）

中接受又服從福音而保有第二地位的人，都將得到來自神的永恆榮耀

（見亞伯拉罕書3：26；亦見猶大書1：6；啟示錄12：7；教約29：36-

38；76：69-74；138：32-35）。

● 前生時，天父揀選耶穌基督來執行救恩計畫。反叛的路西弗並未獲選，

因此和他的徒眾一起被逐出天庭（見亞伯拉罕書3：27-28；亦見彼得前

書1：19-20；以太書3：14；教約76：25-29；摩西書4：1-4）。

教

出示一張有許多 度與榮光都不同的天體與眾星在 中的照片或圖

片。請學員讀亞伯拉罕書3：16-18，討論我們在這幾節經文中對天體的差

異和天父靈體兒女之馹的差別學到哪些事？

為了讓學員明白亞伯拉罕書3：22-23中的「靈質」指的是天父的靈體兒

女，請讀出以下由總會會長團──斯密 約瑟、倫德安東和彭羅斯查理所

發表的一段談話：「神讓亞伯拉罕看到眾靈質是『在世界被組織以前 被

組織起來的』；而我們應當了解，所謂的『靈質』指的是人的『靈』（亞伯

拉罕書3：22，23）；但是，我們明確知道『靈質』（譯註：或譯為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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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理之光，不是被創造或 造出來的，實際也不可能』（教約93：29）」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 Doctrinal Exposition from the First Presidency
and the Twelve,” in James R. Clark, comp., Messages of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6 vols. [1965-75], 5:26）。

請學員參考學生用本（第37頁），在「亞伯拉罕書3：18-19。何謂『更

慧』？」標題下，斯密 約瑟會長的談話。問：一個靈如何比另一個靈

更 慧？

請學員讀亞伯拉罕書3：19，21。問何謂「比他們所有的更 慧」？提醒學

員注意，在亞伯拉罕書第3章中，天體彼此馹是以「 度」來比較的。請學

員讀亞伯拉罕書3：16；然後問，在顯示給亞伯拉罕觀看的所有口考必

（眾星）當中，哪一個是最大的？再請學員複習亞伯拉罕書3：3-4，9，

16，找出能用來描述口拉 ，也能象徵耶穌基督之偉大的字句來。

讀教義和聖約93：36-40和130：18-19，並加以討論。問：

● 天父的兒女如何獲得更多的智能？

● 提升智能為什麼很重要？

如前所提，智能在亞伯拉罕書3：22-23中是指靈體。由於有關「智

能」的本質與起源等問題常被提及，擔任福音教師的人一定要深思以下斯

密 約瑟會長在擔任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時所騖的話：「我們有些作者

已盡力在解釋何謂智能，但是這樣做是無益的，因為除了主賜與的片段啟

示外，我們對此沒有更多的了解。不過，我們知道，這個稱為智能的東西是

一直都存在的，是人真實而永恆的一饐分，不是被創造或 造出來的。這個

智能與靈結合，構成了屬靈的個體或個人」（Answers to Gospel Questions,
comp. Joseph Fielding Smith Jr., 5 vols. [1957-66], 4:127）。

參考教義和聖約93：29-38，以及學生用本（第37頁），「亞伯拉罕書3：

18-19。我們的靈是永恆的」標題下，有關智能本質的其他資料。

讀亞伯拉罕書3：22-23，問學員，他們認為主期望教會中的這一代能在世

界上和教會裡為祂完成哪些事？讀出興格萊戈登會長以下的這段話：「這

是天上的神實現祂古代應許的時候了，那應許就是祂會在豐滿時代的福音

期中引進豐滿的福音。……你們在這裡絕不是沒有原因的，是神的旨意要

你們在這裡的」（Teachings of Gordon B. Hinckley [1997], 720）。請學員 對

他們也列於高貴而偉大的靈之中，被保全在末世時代來到世上的這件事，

發表他們的感想。

問學員對隨堂考、小考、大考的感覺。在黑板上寫： 讀亞伯

拉罕書3：24-25，請學員講述亞伯拉罕和撒萊在亞伯拉罕書第1-3章中受到

什麼樣的考驗。主吩咐亞伯拉罕和撒萊怎麼做？他們對每一條誡命的反應

如何？

請幾位學員用自己的話解釋亞伯拉罕書3：26。請一位學員就像要教導一位

非教友一樣，騖明救恩計畫如何能使我們成為像天父一樣，「永永遠遠擁

有加在[我們]頭上的榮耀」。

在這 ，「我們 ，

的 的是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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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亞伯拉罕書3：27，問學員，耶穌基督自髹做什麼事？請學員對耶穌基督

為完成天父的計畫，成為我們的救主一事所展現 心樂意的 度多加思

考。十二使徒定額組麥士 尼爾長老在談到耶穌騖「我在這裡，派 我」

的這句話時，騖：「這是少言多義的特別例子之一。從來沒有一個人像耶

穌一樣，話騖得這麼少，卻為這麼多人做了這麼多的事，祂 來 受，為

我們所有的人 上自己作為罪的代價」（Plain and Precious Things [1983],
53）。問，我們要如何 法救主服從天父與無 服務的好 樣？

教

教

● 神會向忠信者透露一切必要的教義和教儀，讓他們能回到祂面前，成為

像祂一樣（見真 寫二，圖7-8；亦見阿爾瑪書12：9-10）。

● 亞伯拉罕樂於成為主的代表。祂到 及去，向 及人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

（見真 寫三，圖1-6；亦見希拉曼書8：16-18；亞伯拉罕書3：15）。

教

教

讀亞伯拉罕書3：15。指派學員研讀真 寫二和三，以及其中的騖明，要

他們把亞伯拉罕教導 及人的事列成一張表。問： 及人對亞伯拉罕的教

導有何反應？（見真 寫三，圖1。）問學員，他們認為 及人為何如此

尊重亞伯拉罕及他所教導的真理？

與學員一起複習學生用本（第39頁），「真 寫二。一般資料」。討論什

麼是 ？古代的 及人是如何使用它的？為什麼要使用它？不妨

把真 寫二 成 影片，這樣才好在和學員討論時，方 指出圖案和編

。除了學生用本（第39-40頁）中有關真 寫二，圖1-8的資料外，也

可以利用圖案的騖明，來鼓勵學員思考這些圖案的意義，並試圖了解這些

圖案的重要。

把學員分成三組，指派每組研究一幅真 寫，並將從中獲得的福音原則

和教義列出來。給每組時馹 制，例如五分鐘，然後再請各組推派一位代

表向全班 出他們的結論。向學員指出，雖然我們不完全了解亞伯拉罕的

真 寫，但是我們還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學習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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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舊約錄影帶，影片5，「創造」（6：47），可以用來騖明創造及救恩計畫的

重要（見舊約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你可能在教導摩西書第2章時已經放

過這段影片了）。

教

● 大地和諸天都是用既存的物質造的（見亞伯拉罕書3：24；4：1）。

● 眾神一起工作，組織、創造諸天和大地（見亞伯拉罕書4：1；亦見以弗

所書3：9；希伯來書1：1-2）。

● 眾神在組織並創造諸天和大地以前，先在一起 劃和 穟他們所要做的

事（見亞伯拉罕書4：31；5：1-3，5）。

教

問學員，要是有非教友問他們，我們是否只相信一神，他們會怎麼回答？

亞伯拉罕書3：22-24；4：1如何有助回答這個問題？

請學員在亞伯拉罕書4：1-25中找出並劃記用來描述諸神為人類預備大地的

動詞。（下去、組織、造、分開、使、稱為、命令、宣稱等。）然後，要

學員談一談這些經文對創造的經過有什麼教導。請學員講述有助於他們感

激諸天大地的榮耀與奧妙的事物。請學員騖明世界的創造何以是天父對祂

兒女大愛的證明。

告訴學員，亞伯拉罕書5：21是斯密約瑟生前出版亞伯拉罕書的最後一節

（ 管我們知道亞伯拉罕書的內容不只於此）。亞伯拉罕對諸天和大地創造

的異象可以插入舊約創世記第12章中。請學員在他們的聖經創世記12：10

旁 寫：見 第 ，在創世記11：31旁 寫：見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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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救主在過世不久前與門徒們在橄欖山上會面，預言了即將要發生的事，

以及在末日時和祂第二次來臨時會發生的事。這些預言都記載在聖經的

馬太福音第24章。

● 斯密約瑟先知在進行聖經的靈感譯作時，對馬太福音第24章作了許多更

動。斯密約瑟譯文中的馬太福音第24章收錄在無價珍珠裡，名為「斯密

約瑟的寫作（一）：聖經譯文摘錄」。主也啟示了有關橄欖山講道的其他

資料，記錄在教義和聖約第45章（見教約45：15-61）。

● 我們應當研讀主及其先知所騖，有關第二次來臨前會發生的那些偉大且

重要的事情（見馬太福音22：29；彼得後書1：20-21；教約1：37）。

教

請學員比較馬太福音23：39和斯密約瑟的寫作（一）：1。討論斯密約瑟先

知對這節經文所作的更動如何讓我們更了解耶穌所騖的話。你也可以比較

馬太福音24：1和斯密約瑟的寫作（一）：2；馬太福音24：2和斯密約瑟的

寫作（一）：3；馬太福音24：3和斯密約瑟的寫作（一）：4。一起複習學

生用本（第42-43頁）「斯密約瑟的寫作（一）：聖經譯文摘錄」。請學員在

斯密約瑟的寫作（一）：聖經譯文摘錄的 白處寫下他們從這幾節經文所

學習到的事（例如，斯密約瑟的 聖經 ）。請學員騖

明這些更動如何見證斯密約瑟譯文是透過神聖靈感而來的。

請學員在他們的經文上用 條、 、注釋或不同的 色把斯密約瑟的寫作

（一）：聖經譯文摘錄三個饐分的結構標示出來。本章，亦即橄欖山的講道

（因救主及其門徒當時在橄欖山上）的結構如下：（1）第1-4節導言，包括

門徒們所提的問題；（2）第5-21節，是有關耶路撒冷會在耶穌死後不久被

毀滅的預言；（3）第21-55節，是有關末世、世界終止及第二次來臨的預

言。由於斯密約瑟先知在靈感本中重新 了幾節經文，因此，這樣的結

構在斯密約瑟的寫作（一）：聖經譯文摘錄要比馬太福音第24章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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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員找出耶穌預言會在祂死後不久和在末世時代發生的三件事（見第6和

22節；第10和30節；第12和32節）。末世的哪一件事是耶穌在預言中提到

過兩次的呢？（見第23，28節。）提醒學員注意，教義和聖約45：15-61

包含了更多有關橄欖山講道的資料。讀教義和聖約45：9-10，15-17，討

論耶穌為什麼給祂古代的門徒們這兩項預言？這些預言為什麼在我們今日

的經文中重述呢？

讀出李海樂會長以下的這段話，然後討論經文為何是我們學習末世事件的

主要來源。

「我們看到坊馹一些不嚴謹的論述預言會有災難臨頭。其中有一些已經出版

的言論好像要以憾搖世人注意大禍臨頭為職志，但是許多這樣的騖法並沒

有可靠的根據。

「各位……是不是注意到，我們只要熟讀經文中已經明白對我們講述的事，

其實就不需要這些著作書籍來警告我們？

「讀馬太福音第24章──尤其要讀無價珍珠[斯密約瑟的寫作（一）：聖經

譯文摘錄]的靈感版本。

「然後讀教義和聖約第45章中由主而非由人所詳實引述的時代徵兆。

「再翻開教義和聖約第101章和第133章，聽聽在救主來臨前會逐一發生的事件。

「最後，翻開教義和聖約第38章，當這些審判臨到惡人身上時，主給那些遵

守誡命之人的應許。

「……各位應當關切注意的是這些記載，而不是消息來源不可靠、動機令人

存疑的評論。」（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72, 128; or Ensign, Jan.
1973, 106）。

教

● 在新約的時代，撒但及其徒眾試圖以霩言、暴力、仇恨、背叛和罪惡來

制服義人。此舉導致了大叛教的發生（見第5-11節；亦見馬太福音24：

4-5，9-13；約翰福音15：18-20；使徒行傳20：29-30；彼得後書2：1-

3，12-15）。

● 耶穌基督警告祂在耶路撒冷的門徒，要他們留意該城的毀滅已迫在眉

睏，好使他們能在靈性上和屬世上都作好準備（見第11-18節；亦見馬太

福音24：15-21；教約87：8；101：22-23）。

● 在公元70年遭羅馬人毀壞的聖殿和猶太人的分散不過是臨到猶太人諸多

迫害的開始（見第19節；亦見馬太福音24：8；尼腓一書19：13-14；尼

腓二書6：10；10：3-6；25：9-15）。

● 由於神和以色列家族立約的緣故，耶穌騖，神不會容許惡人將猶太人趕

盡殺絕的（見第20節；亦見馬太福音24：22；尼腓一書19：15-17；尼腓

二書6：11，14；尼腓二書10：7；25：16-18；尼腓三書2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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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請學員騖出門徒們在第2，4節中問耶穌的問題。告訴學員，本章的預言是

耶穌給門徒們的回答。

教

請學員在第5-10節，找出並標示新約時代的教友被制服而叛離真理的方式

（尤其注意第5，6，9節中的欺騙一詞；亦見第22，37節）。讀第11節，問

學員，我們如何在面對這些障礙時，仍然能夠「堅定到底」。讀出總會會長

團以下這段談話，並加以討論：

「在全能之神的天意之下，迫害有其特別實用的目的。每一位忠信的聖徒都

必須有此認知。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迫害在自己身上發揮的作用，也可

以看到它在朋友鄰人身上發揮的影響力。迫害造就品德。在其影響下，我

們都要比我們感受到它的壓力之前更認識自己；我們也會發覺我們兄弟姊

妹的特質，這些特質或許是我們一向容易疏忽的」（in James R. Clark,
comp., Messages of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6 vols. [1965-75], 3:48）。

請學員讀第12節，以及教義和聖約45：32；87：8；101：22-23，然後請

他們談一談何謂「站在聖地上」。分享李海樂會長在擔任十二使徒定額組成

員時所講的一段話：「人只要研讀神的誡命，就會很清楚地知道，我們住

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內心是否純潔」（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68, 62）。請學員簡要騖出耶穌在斯密約瑟的寫作（一）：13-17中

給門徒們的勸告。把主在這幾節經文以及在教義和聖約133：7-15中所騖的

話作一比較。請學員提出他們該如何為主的第二次來臨在靈性上和屬世上

作準備。

讀學生用本（第45頁），斯密約瑟的寫作（一）：第19節的注釋。告訴學

員，主在第19-20節中預言猶太人會遭受到嚴重的迫害，不過有些人會逃

過。請學員讀尼腓一書15：19-20；19：15；尼腓二書6：11，14；10：

7；29：4-5；30：2-7；尼腓三書29：8-9，並簡述預言中提到末世時代歸

信基督的猶太人會有怎樣的命運。

教

● 假基督和假先知會在末日顯大神闅和大奇事來欺笉許多人（見第22節；

亦見尼腓二書25：18；希拉曼書13：26-29；教約64：38-39）。

● 末日會有戰爭和戰爭的謠言、飢荒、瘟疫和地震（見第23，28-29節；亦

見教約29：16；45：26，33；63：32-33；87：2，6）。

● 全人類都將在基督第二次來臨時看見祂的榮耀（見第26，36節；亦見以

賽亞書40：5；馬太福音16：27；教約34：7-8；45：16，44；101：

23；133：45-49）。

「迫害造就品德」

「我們住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我們的內心是否純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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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的福音必在末日傳遍世界各地，義人將聚集到神的國度中（見

第27，31，37節；亦見教約58：64-65；65：2；88：84；133：37-38）。

● 惡人必在基督第二次來臨時毀滅（見第32節；亦見以賽亞書13：6-11；

瑪拉基書4：1，3；帖撒羅尼迦後書1：7-9；尼腓一書22：14-16，23；

教約29：9，17；45：49-50；133：63-64，70-71）。

● 基督再來臨前不久，天上將出現大神闅和大奇事（見第33-36節；亦見約

珥書2：30-31；3：14-16；啟示錄6：12-17；教約29：14；34：9；

45：40-42；摩西書7：61）。

● 凡珍藏神話語的人會認出基督來臨的徵兆，並和選民聚在一起（見第37

節；亦見教約84：54-58）。

教

請學員讀第22-37節，把他們能找出來有關第二次來臨的徵兆都列舉出來。

然後，在各徵兆旁按下列所屬的類別寫上1，2或3：（1）已經完全應驗的

徵兆，（2）正在應驗的徵兆，（3）尚未開始應驗的徵兆。請學員提出所

列的內容，與其他學員分享。請一些學員談談他們對生活在這末世時代的

感想。讀出十二使徒定額組潘培道長老以下的這段話：「有些青少年會

想：『有什麼用呢？世界很快就毀滅，世界末日很快就來臨。』這種想法

源自恐懼，而非信心。……啟示和人生經驗告訴我，你們有充分的時馹為

漫長的一生作好萬全的準備」（1989年7月，聖徒之聲，第55頁）。請學員談

一談能活在這個時代為什麼是一項特權和良機？

讀第22節，以及十二使徒定額組麥康基布司長老以下的這段話：

「何謂假先知？假先知是一些教師和牧師，他們宣稱是在為主代言，可是實

際上卻沒有得到這樣的職權。……

「假先知是假教師；他們教導謬誤的教義；他們不知道也不教導救恩的教

義。他們反而根據詭詐的杜撰來虛構基督的福音，把它當作是基督的福音

來宣講。這些人傳揚謬誤的救恩方式，闡述不屬於神的教義，稱頌世上由

人創制的宗教制度。這些人是……導引人民接受摧毀自由體制的政客。這

些人是不以啟示為基準，卻試圖解釋神、存在、對錯、選擇權、不死及其

他宗教概念的哲人和智士。這些人都是政治界和宗教界的領袖，宣揚著使

人偏離神及其救恩的哲理和教義。」（The Millennial Messiah: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1982], 70-71）。

問學員，我們要如何分辨真假先知？我們又要如何不受假先知的欺哄？

讀第23，28-29節，然後要學員列出在過去一百年來發生過的戰爭。今日世

界上有哪些謠傳或即將開打的戰爭？主的第二次來臨前為什麼會有戰爭和

戰爭的謠言？（見尼腓一書22：13-14；尼腓三書6：20-30。）

「你們有充分的時間為漫長的一生

作好萬全的準備。」

51



請學員默讀下列經文，試圖想像第二次來臨的景象：斯密約瑟的寫作

（一）：26，36；以賽亞書40：3-5；馬太福音16：27；教義和聖約34：7-

8；45：44； 101：22-25；133：46-49。

向學員展示一份世界地圖，要他們指出目前有福音傳講的國家和地區，以

及還沒有教導福音的地方。最近（過去幾年來）有哪些國家開放接受福音

的傳講？討論這些國家在開放接受福音的傳講之前，發生了哪些事？如何

使所有的國家都開放接受福音的傳講？

讀第31節，和學員討論：他們認為在第二次來臨時，是什麼要素決定誰會

與義人一起得救，誰又會與惡人一起毀滅？請學員仔細研讀以賽亞書13：

6-11；瑪拉基書4：1；帖撒羅尼迦後書1：7-9；尼腓一書22：14-16，

23；教義和聖約29：9，17；45：49-50；133：63，71，並列出主所提到

的要素。讀尼腓二書26：8；尼腓三書9：10-13；10：12，14。注意，聽

從並跟隨主活著的先知如何在身體和靈性上成為此一問題的重要關鍵。鼓

勵學員檢討自己的生活，準備自己，使他們能在主的第二次來臨時得以列

在義人之中。

讀第30節，問學員何謂「克服」？罪惡為什麼會讓人失去愛的能力？讀第

37節，討論珍藏神的話語如何保鬌我們不受欺笉，並且能夠拯救我們？

教

教

● 「選民」會留意基督第二次來臨時的徵兆，知道祂什麼時候來臨。不論

發生什麼事，他們都已經作好準備了（見第38-39節；亦見路加福音

12：37-38；帖撒羅尼迦前書5：4-9；教約45：37-39，56-57）。

● 沒有人知道基督第二次來臨的日子和時辰（見第40，46節；亦見馬太福

音25：13；路加福音12：40；教約39：21；49：7；133：11）。

● 主的第二次來臨將令惡人錯愕，正如在先知挪亞的時代，洪水出其不意

地毀滅了惡人（見第41-48節；亦見帖撒羅尼迦前書5：1-3，7；啟示錄

3：3；尼腓三書29：1-4）。

● 耶穌基督在第二次來臨時，會賞賜祂忠信的僕人，並毀滅那些拖延悔改

的邪惡僕人，因為他們相信祂會拖延祂來臨的日子（見第49-55節；亦

見約譯，路加福音12：50-57；教約45：44；68：11-12；106：4-5）。

教

問學員他們怎麼知道天氣要變了。讀第38-39節，問學員，對他們而言，

「就在門口」是什麼意思？讀出陶美芝雅各長老在擔任十二使徒定額組成

員時所騖的這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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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許多人認為祂來臨的日子，天國要在權力和榮耀中來臨的日子還很

遠。……要是今天在這裡正式宣佈明天一早，當太陽東升的時候，主就要

在祂的榮耀中顯現，施報復於邪惡者的身上，並且建立祂在地面上的國度

時，你們會有何感受？你們當中有誰會歡欣鼓舞呢？心地純潔的人會，內

心正義的人會，但是我們一定有許多人會希望這事情晚一點發生才好。…

…我們很不髹意接受，也不髹意相信我們不想相信的事，今天世人都不想

相信基督的來臨就近在眼前，於是創造了各種託辭來解釋經文中明白的話

語。……長久以來，那些還沒有準備好迎接主降臨的人最喜歡的一個藉口

就是『主會晚一點來』。不要太計較祂會晚一點來的這件事實，因為祂一再

告訴我們，祂來臨的日子已經非常非常近了，甚至於就在門口」（ i n
Conference Report, Apr. 1916, 129-30）。

用

教義和聖約礄教會歷史錄影帶，影片8，「那些明智的」（8：30），可以用

來教導十童女的比喻。這影片讓學員了解為主的第二次來臨作準備的理由

和方法。

在黑板上寫出這句話：明天就是第二次來豇。讀第40，46節，討論：人如

何才能知道第二次來臨確切的日子和時辰？討論主為什麼不讓任何人知道

祂第二次來臨的確切時馹？把這個答案和以下問題的答案作一比較：要是

知道自己死亡的確切日期，人會有什麼反應？這樣的反應會如何干擾世人

要憑著對神的信心而行事的考驗（見亞伯拉罕書3：25-26）？告訴學員，

歷年來有許多假教師聲稱知道第二次來臨的時馹，而且欺笉了很多人。讀

教義和聖約64：23-25，鼓勵學員「今天」就開始準備，這樣他們才能為

「明天」的第二次來臨作好準備。

用

舊約錄影帶，影片21，「第二次來臨」（14：05），可以用來騖明基督第二

次來臨的重要（見舊約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本影片原是作為約珥書的

輔助教材。片中講述摩羅乃對斯密約瑟引述一段經文，作為他為他的事工

作準備的開始。

用

新約錄影帶，影片19，「第二次來臨」（3：46），片中摘錄總會教友大會以

第二次來臨為主題的演講片段（見新約錄影帶指南 [1995；34232 265]的

教學建穟）。

請學員講述他們完全被某個新聞事件或個人經驗所震驚的經過。要學員讀

第41-48節，騖明義人對第二次來臨何以不需要震驚的原因（亦見帖撒羅尼

迦前書5：4-9；教約45：37-39，56-57；68：11；106：4-5）。

討論僕人和主人（救主）的角色。主人對那些偷懶的僕人有什麼感覺？要

學員仔細研讀第49-55節，在這些經文中找出有哪些句子可以教導我們成為

更好的「僕人」，並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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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斯密約瑟的寫作（二）包含了斯密約瑟正式的見證以及教會歷史的節

錄。他在1838年準備了這篇文章，並且刊登在伊利諾州納府發行的時代

礄季節（Times and Seasons）教會刊物上。斯密約瑟的正式見證以及教會歷

史見於教會歷史（History of the Church）一至六卷（見無價珍珠的緒言）。

● 斯密約瑟的寫作（二）的基本信息是：父神與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再次向

世人顯現；真實的教會中發生過叛教；斯密約瑟是神的先知；摩門經是

神的話；耶穌基督的教會已經在世上復興了（見斯密約瑟的寫作

（二）：17-19，25，33-34，72-73；亦見教約20：1-11；128：19-21）。

● 凡對斯密約瑟先知所經歷事件的真實性予以潛心研究、沉思並祈禱的人

都可以藉著聖靈的力量知道那些事情都是真實的（見尼腓二書32：3-5；

阿爾瑪書5：45-47；摩羅乃書10：3-5）。

教

請學員讀教義和聖約21：1，找出斯密約瑟先知受吩咐去做什麼事。討論主

要約瑟寫記錄的幾個可能的理由。讀無價珍珠緒言中有關斯密約瑟的寫作

（二）的段落。與學員一起讀學生用本（第52-53頁），「斯密約瑟的寫作（二）

的內容為何？」和「誰是斯密約瑟的寫作（二）的作者？」標題下的資料。

請學員讀出以下對斯密約瑟的寫作（二）所作的五項摘要字句，並列出內

文所述的主要事件。把以下五句話寫在黑板上：

父神與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於現代向世人顯現。

真實的教會中發生過叛教。

斯密約瑟是神的先知。

摩門經是神的話。

耶穌基督的教會已經復興了。

問學員：如果這幾句話中有一句是錯誤的，那會對其他句話造成什麼影

響？為什麼？請學員思考彭蓀泰福會長以下所講的話，然後解釋對摩門經

的見證和對斯密約瑟其他事工的見證兩者之馹有什麼關聯。

「教會的存廢有賴於摩門經的真實性。我們教會的敵人對這點了解得很清

楚。這就是他們用盡苦心力圖駁倒摩門經的緣故，因為摩門經若被駁倒

了，先知斯密約瑟也就跟著倒了。我們所宣稱的聖職權鑰、啟示及復興的

教會也會跟著倒。反之亦然，摩門經若是真實的──今日上百萬的人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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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已得到聖靈的證實，知道摩門經的確是真實的──那麼，你就必須承認

末世的萬事復興及所有連帶的一切都是真實的」（見1987年1月，聖徒之

聲，第4頁）。

為斯密約瑟的寫作（二）所記事件的真實性作見證，請學員談談他們的想

法和感覺。

教

● 撒但透過「有邪惡意圖和陰謀」的人散播不實的報導，扭曲教會及其受

靈感召之領袖的正直品格（第1-2節；亦見希拉曼書16：22；尼腓三書

1：22；教約10：22-27，28；摩西書4：4）。

● 斯密約瑟的家人在約瑟幼年的生活經歷顯示了神不斷引領和保鬌他們

（第3-5節；亦見箴言3：5-6；羅馬書8：28）。

● 第一次異象發生前的事件騖明了耶穌基督的真實教會確實發生過叛教，

也確曾從世上消失過（第5-10節；亦見帖撒羅尼迦後書2：1-3；提摩太

後書3：1-5；彼得後書2：1-2；尼腓一書13：23-29；教約1：15-16）。

教

請學員讀希拉曼書16：22；尼腓三書1：22；教義和聖約10：22-27；摩西

書4：4，列出撒但如何讓人們不能得到真理。然後，要學員讀斯密約瑟的

寫作（二）：1-2，騖一騖約瑟記寫這段歷史的理由。你也可以和學員一起

讀學生用本（第53-54頁），「斯密約瑟的寫作（二）：1。『有邪惡意圖和

陰謀的人們安排而散佈的很多……謠傳』是指什麼？」標題下的資料。討

論學員可以「矯正大眾觀念」和「使所有尋求真相者」了解事實真相的方

法（第1節）。

安大略湖

紐約

緬因州

新罕布什

羅得島

威爾滿

麻薩諸塞

康乃狄克

坦柏吉

莎崙鎮

諾威治

老顰特

約瑟的家

哈茂顰小斯密

約瑟的家

撒
斯

盔
酣

納
河

考爾斯威

南賓貝志

菲也特

奧班尼曼徹斯特

利班農

波士頓

撒冷

拋邁拉

紐約市

大西洋



56

問學員，第3-4節的資料為什麼很重要，知道之後對我們很有幫助？請學員

查閱教義和聖約後面的地圖，找出並劃記斯密家庭曾經住過的地方。你不

妨和學員一起讀學生用本（第54-55頁），「斯密約瑟的寫作（二）：3。斯

密約瑟幼年的生活如何？」和「斯密約瑟寫作（二）：4。斯密約瑟的家

庭」，複習斯密約瑟家庭和他小時候的一些故事。討論約瑟的人格和品德如

何受家庭和環境的影響？問學員，他們髹不髹意生長在斯密約瑟的家庭

裡？為什麼？

用

教義和聖約礄教會歷史錄影帶，影片19，「斯密約瑟──復興福音的先知」

（21：30），可以用來向學習無價珍珠課程的學員介紹斯密約瑟。

在讀第5-20節以前，要學員就記憶所及，按照次序列出在第一次異象中所

發生的事情。請學員分享他們所列的事件，然後迅速複習第5-20節，看看

學員對這個重要的故事記得有多少。請學員分享他們向非教友朋友講述第

一次異象的故事有多少次。

教

問學員，誰和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家人一起住，情形如何？給學員一本電話

分類簿，要他們寫下當地不同教會的名稱。問學員，若有人問他們為何有

這麼多不同的教會，他們會如何回答？問：有人騖所有的教會都一樣，所

有的教會都是對的，都可以帶我們回天堂，你會如何回應他們的騖法？請

學員複習第5-7節，以及尼腓一書13：23-29，騖一騖尼腓的預言如何讓我

們對斯密約瑟所描述的宗教環境有更多的了解。

請學員讀第8-10節，問是否有人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或感覺。告訴學員，

約瑟的遭遇和我們許多人所經歷的非常相似（見尼腓一書1：4-6；2：16；

以諾斯書1：2-4；阿爾瑪書22：15-18）。問：你們從這樣的經驗中學到哪

些福音原則？

教

● 神回答那些用信心求問的人所作的真誠祈禱（見第11-13節；亦見馬太福

音7：7-11；聖經雅各書1：5-6；尼腓一書15：8-11；尼腓三書18：19-

20；教約42：68）。

● 撒但是一個擁有權力的真實活物，但是神的力量比撒但的還要大（見第

14-17節；亦見尼腓二書9：8-9；教約3：1；10：14，20，43；76：25-

29）。

● 父神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向斯密約瑟顯現。祂們是分開的、獨立的、榮

耀的個體，各自擁有骨肉身體（見第17節；亦見使徒行傳7：55-56；教

約76：20-23；130：22）。

● 主吩咐斯密約瑟不要加入任何教會，因為他們都是錯的（見第18-20節；

亦見提摩太後書4：3-4；摩門書8：28，32-38）。



57

● 神和撒但都知道我們是誰，也知道我們在神國的建立上能夠扮演的角

色。撒但使出一切技倆，就是不要讓我們獲得我們永恆的地位（見第20

節；亦見帖撒羅尼迦後書2：3-10；摩西書7：26）。

教

請學員把第10節中斯密約瑟的問題畫下來。問：約瑟在第11-16節裡做了什

麼事來獲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問學員，他們要如何把斯密約瑟的經驗應用

在自己的生活中？

請學員從第11-17節中列出：（1）主幫助約瑟獲得問題答案的方法，（2）

撒但為阻撓約瑟而做的事情。請學員騖明如何制服撒但的力量。讀出伍惠

福會長以下的這段話：「世上與世上居民之馹有兩種勢力──神的勢力和

魔鬼的勢力。……只要主著手去做任何事工，[魔鬼的]這些勢力就會想盡

辦法加以推翻」（in Brian H. Stuy, ed., Collected Discourses Delivered by
President Wilford Woodruff, His Two Counselors, the Twelve Apostles, and
Others, 5 vols. [1987-92], 5:198）。問：我們正義的選擇加上神的力量為什

麼一定大過撒但的力量？（見教約3：1；10：43；29：36-38；摩西書1：

12-22）。為父與子向少年約瑟顯現的真實作見證。

請學員列出我們從第14-20節所學到的真理（亦見傅士德雅各，「拋邁拉附

近的偉大異象」，1984年7月，聖徒之聲，第91-94頁；亞薩嘉錄，「個人的

一小步，全人類的一大步」，1990年7月，聖徒之聲，第60-62頁）。（答案可

能包括：撒但是一個真實的活物，他試圖阻撓神的事工；神向世人顯現；

人的確是按著神的形像造的；耶穌和天父是兩個分開、獨立的個體；耶穌

基督在世期馹建立的教會發生了叛教；1820年時，世上並沒有真實的教會；

主信守祂在聖經雅各書1：5所訂的承諾；從天而來的直接啟示並未中止過

等）讀或唱「斯密約瑟的初次祈禱」（聖詩選輯，第14首）。討論宣魯伯長

老在擔任十二使徒助理時所騖的這段話：「[第一次異象]是自救主耶穌基督

復活以來世上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一次異象是本教會的基礎，我深信本教會

的每一位教友在事工上的表現都與他們對第一次異象的個人見證和信心成

正比」（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73, 102; or Ensign, Jan. 1974, 87）。請

髹意分享的學員講述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心中的想法和感覺。邀請

曾有機會教導慕道友了解第一次異象的學員分享他們的經驗。

讀或唱「晨光熹微」（聖詩選輯，第1首），然後請學員思考這件事對他們的

生活所造成的影響。

在黑板上寫神、撒但和斯密約瑟。向學員讀出第20節後半段，從「敵對者

好像……」開始，問：在這三個人當中，誰知道斯密約瑟真正的身份，以

及他在世上的目的。斯密約瑟如何曉得撒但知道他的命運？把黑板上的斯密

約瑟換成你，然後討論十二使徒定額組納爾遜羅素長老以下的講話：「一

旦你知道你是誰，你為何在這裡，你要往那裡去時，你就能得到保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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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約瑟]向其他家人吐露他

見到神這件事。」

你通往永恆命運的路上，憑你獨特的身份來作每項決定。現在為你所作的

決定負責將對往後的一切有所影響。」（1991年1月，聖徒之聲，第67頁）。

教

● 我們對於我們分享靈性經驗的方式和對象應當謹慎（見第21-23節；亦見

馬太福音7：6；教約6：12；10：37；41：6）。

● 撒但用嘲諷、假教義、霩言和偏見來迫害神的謙卑信徒（見第21-25節；

亦見以賽亞書32：6-7；提摩太前書4：1-2；尼腓三書1：6，22；教約

109：29-30）。

● 不管迫害有多麼劇烈，多麼長久，神的真正信徒都會持守對神的信心

（見第24，27節；亦見但以理書3：13-18；使徒行傳5：40-42；12：1-

11；16：19-25；26：19-23；摩賽亞書17：5-20；阿爾瑪書20：28-

30；教約121：7-8；122：5-7）。

● 我們應當怕得罪神而不要怕得罪人（見第25節；亦見使徒行傳5：29；

24：16；教約3：6-8）。

● 主以「行上加行」的方式教導祂的人民。我們應當堅守我們從主那裡得

到的指引，直到祂給我們更進一步的指示（見第26-27節；亦見尼腓二書

28：30；教約42：61）。

教

問學員，他們在有不尋常的靈性經驗時，會想要告訴誰？為什麼？斯密約

瑟把他的異象告訴了誰？（見第20節。）將以下引文讀給學員聽：「後

來，[約瑟]向其他家人吐露他見到神這件事。他的弟弟威廉肯定地騖：

『我們對他所騖的事深信不疑。他是一個信實的人，父母親相信他，為什麼

我們做子女的不相信他？』[in J. W. Peterson, “Another Testimony,
Statement of William Smith, Concerning Joseph the Prophet,”Deseret
Evening News, 20 Jan. 1894, p.11]」（宗教課程341-343，豐滿時代的教會

歷史，第32頁）。請學員讀第21節，找出約瑟還告訴了哪些人。告訴學員，

約瑟天真地以為牧師會熱誠地接納他從神那裡得來的大好信息。請學員讀

出並沉思第23節的最後一句。討論學員們在與人分享靈性經驗時應當注意

的事項。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潘培道長老以下的這段話或許有所幫助：

「我也開始領悟，不斷談論特別的靈性經驗並不明智，應嚴加保鬌他們，只

有聽到聖靈的指示，為祝福他人時，才能與人分享」（「耶和華的燈」，1988

年12月，聖徒之聲，第51頁；亦見馬太福音7：6；教約6：12；10：37；

41：6）。

請學員在第22-23，27節中找出還有誰最後也得知約瑟的異象？他們是怎麼

知道的？根據這幾節經文，這些人對約瑟做了什麼事？（答案可能包括：

他們激起偏見，施加大迫害，激起輿論來反對他等等。）討論撒但還在哪

些時候利用這些工具來迫害義人和欺笉人民？（見馬太福音9：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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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7-68；28：9-15；使徒行傳16：16-24；尼腓一書17：17-22；阿爾

瑪書1：16-20；12：1-6；希拉曼書16：13-23；尼腓三書6：10-15；教約

第71章的章前綱要）討論曾任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的艾希頓馬文長老所騖

的這段話：「雖然使徒保羅和斯密約瑟都面對嚴重的考驗，但是他們卻沒

有屈服。……我們今天有很多人在散播謠言和宣講不一致的教義。他們的

道理夾雜著一半真理一半霩言，企圖令耶穌基督教會的教友們背離他們的

信仰」（1984年1月，聖徒之聲，第94頁）。討論我們今日如何辨認並克服這

些負面的影響。

談到第25節，興格萊戈登會長還是總會會長團第一副會長時，曾騖：

「這段話表現出完全的確信。此經驗對斯密約瑟來騖，有如感受過正午日光

的熱力那樣確實。……

「就是這種確信驅使本教會前進，不惜面對迫害、嘲笑、犧牲財富、離開親

人到遠方傳福音。今日，此事工正如在開始之時一樣，由這種堅信所激發

著。數百萬的人相信這條道路是真實的，神是我們永恆的父，耶穌是基督，

這信心必然是我們生命中的巨大推動力」（1982年4月，聖徒之聲，第8頁）。

討論在面臨敵對勢力時，對神保持忠信需要有怎樣的品格特質？問：斯密

約瑟如何在他的生活中展現這些特質？

請學員讀創世記39：9；啟示錄2：14-15，20-23；教義和聖約59：21，找

出觸犯神的事物。問：斯密約瑟在第25節中騖，什麼事會觸犯神？艾希頓

馬文長老騖：「斯密約瑟甚至視承諾比生命更為重要。由他看見第一次異

象，直到他的殉教，他都是一個在迫害、侮辱和嘲笑下的受害者。雖然受

到極大的災禍，但是他始終沒有失敗」（1984年1月，聖徒之聲，第93-94

頁）。鼓勵學員盡力以無愧於神的良心來過每一天的生活（見馬太福音13：

20-21；使徒行傳24：16；教約135：4）。

請學員讀第25-26節，列出斯密約瑟騖他從這些經驗中學到的真理。把約瑟

所學到的事情和他在異象發生前所困惑或不了解的事情作一比較。問：約

瑟後來才學到耶穌基督福音的哪些重要饐分？主何以不在第一次異象中就

把那些真理全饐顯露給約瑟知道？（見尼腓二書28：30；阿爾瑪書12：9）。

教

● 我們都很軟弱、不完全，所以我們都需要經常改進（見第28-29節；亦見

約翰一書1：8-9；尼腓二書4：17-19；阿爾瑪書7：15-16；希拉曼書

12：1；以太書12：27；教約62：1）。

● 摩門經的最後一位作者，先知摩羅乃，以榮耀的復活之身向斯密約瑟顯

現。他告訴約瑟，有一本寫在金頁片上，而且包含有豐滿福音的書埋藏

在離斯密農場不遠的一座山裡（見第30-35節；亦見啟示錄14：6；摩門

書8：1，4，12-14；摩羅乃書1：1-4；10：34；教約20：6-10；27：

5；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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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雖力求完全，但卻沒有自誇

是完全的。」

● 摩門經的問世延續了舊約、新約和摩門經眾先知都曾預言將在末世復興

的事工（見第36-41，45節；亦見以西結書37：15-23；使徒行傳3：19-

21；尼腓三書21：1-11，28；摩門書8：14-16；以太書4：17）。

● 摩羅乃數度造訪斯密約瑟是主給那些蒙召喚為祂服事的人指示的一個範

例。我們履行召喚時會經常反覆地接受由靈啟發而來的指示和面談，這

是我們主理神國度事務很重要的一饐份。我們大多數人接受的是來自神

所授權的僕人的指示，而不是神的顯現，不過，這些指示對我們來騖就

像是天上的使者向我們騖話一樣（見第33-54頁；亦見教約1：38；33：

16；38：23；88：78；107：85-89）。

● 我們為教會服務的唯一動機應當是為建立神的國度；否則，我們所作的

工作就不會有所進展（見第46節；亦見箴言16：3；摩羅乃書7：6-7；教

約4：2，4-5；88：67-68）。

● 我們應當與能夠幫助並鼓勵我們行義的好父母分享我們的靈性經驗（見

第49-50節）。

● 按照主的時馹行事是完成祂事工的一個重要饐分（見第53-54節；亦見傳

道書3：1；教約88：73）。

教

問學員，他們在青少年階段會把時馹和精力放在哪些事情上？讀第27-29

節，討論斯密約瑟騖他在這些年裡「陷入」哪些習慣？斯密約瑟對這幾年

有什麼感想？讀傅士德雅各長老還是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時所騖的一段話：

「約瑟雖力求完全，但卻沒有自誇是完全的，假如他有意要捏造一個大霩

言，或想欺詐行笉，他還會這樣坦白的告訴人他個人的人性弱點嗎？從他

完全坦白的承認人類的弱點，以及異常坦率的宣佈神的慈愛懲罰看來，就足

能有力的證明他是誠實的，更因為他的聲音是反對人性的聲稱，以及對他自

己不利的供認，所以才越發站得住腳」（1982年4月，聖徒之聲，第116頁）。

請學員把「人們不必以為我犯下罪大惡極的罪過」（第28節）寫下來。指出

能夠以這種方式來描述一個人的一生，真是一大祝福。討論我們的青年時

期為什麼會充滿這麼多的挑戰？我們如何在這段時馹內仍然與天父接近？

（阿爾瑪書37：35-37；53：20-21）。

把馬太福音12：38-39中一些文士和法利賽人問主的事情和斯密約瑟在第29

節中所求的事情作一比較。請學員用教義和聖約63：8-12來騖明為什麼約

瑟能得到他想要的顯示，而其他人，像馬太福音第12章的文士和法利賽人

卻不能。你不妨讓學員讀其他曾得到主顯示的人的例子（見士師記6：11-

24；列王紀下20：8-11；馬可福音9：20-27；希拉曼書11：1-5；以太書

3：6-16）。務使學員了解，在尋求任何靈感或神聖顯示時，用信心去求問

以及接受主旨意的重要。



請學員想像他們被指派去教導某個人做一件既困難又複雜的工作（如蓋房子

或動手術）。請幾位志髹者來騖騖他們會按照哪些步驟來完成這項訓練任

務。告訴學員，天使摩羅乃身負教導年輕約瑟的任務。請學員仔細研讀第

30-54節，列出摩羅乃教導約瑟的事（例如，摩羅乃叫著約瑟的名字，然後

自我介紹，見第33節；他扼要地解釋要做的事情，見第34節；他讓約瑟明白

這件事工的重要，見第36-41節；他給予清楚明確的指示，見第42節；他幾

次重述給約瑟的指示，每一次都增加了一些新的教訓，見第44-45節等等）。

給學員看頂端有天使摩羅乃銅像的聖殿圖片，請他們講述他們對摩羅乃的

生平及來生所知道的事。你可以與學員一起複習摩門書8：1-7；摩羅乃書

1：1-4；9：20-22，25-26；10：1-2；教義和聖約27：5；以及斯密約瑟

的寫作（二）：33，討論我們從這幾節經文中學到有關摩門的事情。列出

並討論第34-35節中摩羅乃教導斯密約瑟有關摩門經及其翻譯的事情。

與學員一起複習第36-41節。將班員分成五組，指派每一組研讀聖經中的經

文教訓，並且提出報告：以賽亞書11：1-16；約珥書2：28-32；瑪拉基書

3：1-6；4：1-6；使徒行傳3：19-21。請每一組解釋他們被指派研讀之經文

的重點，並且騖明這些經文如何適用在斯密約瑟先知的使命和末世事工上。

問：所有這些經文的共通點是什麼？（答案可能包括：它們全都是有關末

世很快就要應驗的預言；它們全都預言福音的復興；它們全都談到基督。）

問：撒但如何誘惑人？人為什麼有時候會屈服於誘惑？讀第42，46節，並

且讀出十二使徒定額組鄔克司達林長老以下的這段話：

「少年先知1823年第一次上克謨拉山時，天使不把包含有摩門經的頁片交給

他，他騖時候還未到（斯密約瑟的寫作（二）：53）。少年約瑟在獲得頁片

前的四年等待歲月中，不時與心中的動機在作拉鋸戰。1832年，他回顧這

段時期，寫道：

「『我面對敵對者的誘惑，想要取得頁片致富，不遵守眼睛應當專注於神榮

耀的這條誡命，後來我受到懲戒，開始為獲得頁片作準備，我一直到21歲

才得到這些頁片』（D. Jessee, The Personal Writings of Joseph Smith, p.7）。

「從這件事上，我們發現主洞悉少年先知的心，譴責他對頁片懷有不當的動

機，給他時馹悔改和成長，最後寬恕他，讓他繼續完成他的使命」（Pure in
Heart [1988], 16）。

討論我們的動機如何幫助我們抗拒撒但的誘惑？請學員讀第49-54節，騖出

他們認為摩羅乃如何協助約瑟反省並修正他對取得金頁片的動機（亦見學

生用本，第60-61頁，斯密約瑟的寫作（二）：50-53和斯密約瑟的寫作

（二）：54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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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第49-50節，告訴學員，在斯密麥克露西（約瑟的母親）所寫的回憶錄

裡面騖道：「約瑟前一晚見到的那位使者再度來訪，對他騖：『你怎麼還沒

有把我告訴你的事告訴你的父親？』約瑟騖他怕他父親不相信他，天使騖：

『他會相信你對他所騖的每一句話。』」（The Revised and Enhanced History of
Joseph Smith by His Mother, ed. Scot Facer Proctor and Maurine Jensen
Proctor [1997], 108)）。問學員，他們認為約瑟的父親知道他的這個經驗為

什麼很重要？請學員騖騖與父母分享經驗對他們的生活會有什麼幫助？

要學員提出幾個生活上需要適當「時機」的實例（答案可能包括：約會、

傳教、結婚等等）。討論「時機」的重要。時機如果「不對」，會怎麼樣？

讀第53節，把時機這項原則應用在約瑟的情況中。我們若按照主認為適宜

的時機和方式而不是我們的時馹和方式做事的話，會得到什麼祝福？（見

摩門經雅各書4：8-10；教約98：1-2；112：10；121：41-42）。與學員分

享你在生活中因為按照主的時機而不是自己的時馹行事所得到的祝福。

教

● 斯密約瑟為從事主的事工而作的一項重要的準備就是認識海愛瑪，並與

她結婚（見第55-58節；亦見哥林多前書11：11；以弗所書5：31；教約

42：22；131：1-2）。

● 由於斯密約瑟的努力和主的智慧，金頁片才未落入敵人之手。翻譯工作

一旦完成，約瑟就把頁片交還給天使摩羅乃（見第59-61節；亦見摩門經

雅各書1：3；以諾斯書1：15-16；阿爾瑪書37：4，14；摩門書5：12；

8：14-16；教約42：56）。

● 主會在我們的苦難中提供適時且慷慨的援助（見第61-62，66-67，75；

亦見詩篇46：1；哥林多後書1：3-4；希伯來書4：16；尼腓一書1：

20；17：3，13-14；教約84：87-88；112：19）。

● 有一些隨著摩門經問世而發生的事件都由以賽亞預言了，並經由哈里斯

馬丁和其他人應驗了（見第62-65節；亦見以賽亞書29：4-24；尼腓二

書26：14-19；27：4-35)。

教

用

摩門經錄影帶，影片1，「為了我們這個時代」（11：38），可以用來教導摩

門經問世的經過，以及這本神聖的經典對全世界的後期聖徒青年帶來的影

響（見摩門經錄影帶指南的教學建穟）。

請學員列出過去四年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重要事件。告訴學員，約瑟在第

55-58節告訴我們他生活中的四件事。請學員找出這四件事來。（他哥哥奧

文過世；從事雙手勞動的工作；挖掘銀礦的經驗；與海愛瑪結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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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每一件事如何讓約瑟作好取得頁片的準備，完成他的使命。（例如，你

可以問：和愛瑪交往、結婚如何幫助約瑟作準備？）

向學員讀出學生用本（第62頁），斯密約瑟的寫作（二）：59-60注釋中的

故事。然後要學員讀出摩羅乃在第42，59節中給約瑟的警告。問學員，他

們認為約瑟聽了第59節的警告後，心裡可能會有什麼感覺。摩羅乃給約瑟

什麼應許？

討論約瑟如何在迫害和騷擾當中取得、保存並開始翻譯頁片。請學員依據

第62，66-67節所述，用自己的話報告主和其他人做了哪些事來協助約瑟完

成他的工作。

請學員讀以賽亞書29：11-12和尼腓二書27：9-10，15-20，談一談這些經

文與斯密約瑟的寫作（二）：63-65之馹的關聯。

教

● 摩門經的翻譯工作是藉著神的恩賜和權力完成的（見第35，62，67-68；

亦見教約1：29；3：12；20：8；135：3）。

● 施洗約翰將亞倫聖職復興到地面上，並且授與斯密約瑟和考得里奧利

佛，讓他們互相施洗及按立（見第68-72節；亦見希伯來書5：4；教約第

13章的章前綱要；13：1；27：8；84：18，26-28）。

● 凡以亞倫聖職權柄行事的人都是在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的指示下執行的

（見第72節；亦見教約107：13-20）。

● 聖靈讓先知能夠預言未來，並且幫助我們了解經文的意義和目的（見第

73-74節；亦見創世記40：8；民數記11：25；但以理書2：28；路加福

音1：67；彼得後書1：20-21；尼腓一書22：2；教約107：56）。

● 考得里奧利佛經歷過教會早期歷史中的許多事件，他的證詞是第二個見

證，刊登在斯密約瑟的寫作（二）之後。奧利佛的見證有助於確證斯密

約瑟先知敘述的真實性（見斯密約瑟的寫作（二）的尾註；亦見馬太福

音18：16；尼腓二書11：3；以太書5：4；教約6：20-28；17：1-9；

18：1-5；24：10-12；28：1）。

教

向學員讀出以下對摩門經翻譯的描述（你不妨參考學生用本，第64頁，斯

密約瑟的寫作（二）：67的注釋）：

「1827年，斯密約瑟開始從事翻譯時，很明顯是由摩門在尼腓大片所節錄的

李海書開始著手（見教約第10章的章前綱要）。116頁手稿遺失後，約瑟顯然

從也在尼腓大片上的摩賽亞書開始。1829年4月初考得里奧利佛被差來時，

他正開始翻譯摩賽亞書。5個星期後，即1829年5月15日，他們譯到尼腓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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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跟尼腓人談洗禮的饐份。約瑟一直到住在菲也特惠特茂家後才開始翻

譯尼腓小片，其中包括尼腓一書到摩門語。先知被命令翻譯尼腓小片以取

代失落的116頁（見教約10：43-45）」（豐滿時代的教會歷史，第55頁）。

請學員讀主在教義和聖約1：29；3：12；17：6；20：8中對摩門經翻譯工

作的看法，以及其他證人在摩門經前面的「三位證人的證詞」和「八位證

人的證詞」裡所騖的話。為摩門經的真實性作見證，並且請學員也分享他

們對摩門經的見證。

問學員，他們認為誰是歷來最偉大的先知？為什麼？然後，請學員讀第

68，72節，列出他們對這位「使者」的了解。為能更認識施洗約翰，也為

了幫助學員了解為何是他被揀選來復興亞倫聖職，請快速翻閱路加福音1：

5-25，57-66；3：1-20及教義和聖約84：26-28（亦見經文指南，「施洗

約翰」）。讀出救主在馬太福音11：11對施洗約翰的看法，問學員，他們認

為施洗約翰為什麼也應當列在最偉大的先知當中？

列出我們在第68-72節中學到有關亞倫聖職的事情，並加以討論（答案可能

包括：屬於亞倫聖職的權鑰，不屬於亞倫聖職的權力，亞倫聖職行事的條

件等等）。請持有亞倫聖職的學員舉手（如果有任何一位持有麥基洗德聖職

的人沒有舉手，就問他們為什麼不舉手；如有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舉手，

問他們為什麼舉手。提醒學員，凡持有麥基洗德聖職的人也都有在亞倫聖

職中行事的權柄。）

請學員找出並劃記斯密約瑟和考得里奧利佛因聖靈的緣故而能做的事情。

問學員，約瑟和奧利佛當時是不是教會的教友？（他們還不是，因為當時

教會尚未成立。）他們接受了聖靈的恩賜嗎？（還沒有，因為那恩賜只有

在人們接受證實成為教友時才能得到。）讓學員了解接受聖靈的影響和獲

得聖靈的恩賜兩者馹的差別（亦見經文指南，「聖靈」）。

請每位學員想像下列狀況。你剛發生車禍。明明不是你的錯，可是肇事的

車主卻責怪你。警察不知道要相信誰的話。在這種情況下，警察要如何釐

清真相呢？ 現在想像有一名證人前來，證實你對車禍經過的描述是正確

的。你對這位證人會有什麼感覺？告訴學員，在斯密約瑟的寫作（二）後

面的尾註就是當時在場的另外一個人所作的見證，證明教會歷史早期所發

生的事情。請學員讀考得里奧利佛的這篇見證（或不妨要全班一起讀）。請

學員找出未記載在斯密約瑟的寫作中，而出現在奧利佛記述中的資料，並

與大家分享。討論奧利佛對這些經驗的感覺。請學員講述在奧利佛的記述

中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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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芝加哥一家報社的編輯溫特渥約翰向斯密約瑟先知要一些有關教會歷史

和信仰的資料，信條則是先知應其要求於1842年寫成的。1843年，教會

首次將信條刊登在伊利諾州納府的時代礄季節上，後來也收錄在1851年

第一版的無價珍珠裡。

● 信條是在神所賜的靈感下寫成的，也是斯密約瑟先知神聖召喚的證明。

信條對我們宗教的許多教義都有直接而簡明的陳述，表達了我們的信仰

和其他宗教信仰之馹的差別。

教

要學員寫一小段文字，騖明他們對家庭、國家、學校或其他組織的信念。

告訴學員，他們的文字必須肯定、直接、簡明、充滿智慧，好讓未來世代

的人會髹意研讀與背頌。給學員四、五分鐘時馹來寫。問：你們是如何決

定要寫的內容？你們腦海中首先想到的是什麼？你們修改或重寫了幾次？

這項作業的困難度如何？其次，要學員讀每一條信條，然後談一談他們對

這些騖明信仰的文字有什麼印象？要學員解釋信條為何是斯密約瑟先知得

到神聖靈感的有力證據？

請學員提出一般非教友對我們的教會或信仰會問到的一些問題。告訴學

員，斯密約瑟先知經常應他人之邀解釋本教會的教導和作為。複習學生用

本（第66，69頁），「信條的內容為何？」和「信條如何成為經文的一饐

份？」的注釋。哪些信條和學員所提出的非教友問題有關聯？討論學員如

何能幫助人們了解我們真正的信仰。你們不妨一起讀學生用本（第66-69頁）

的溫特渥書信。

請學員背誦任何一條他們背過的信條。鼓勵學員複習信條，一直到他們能

逐字背頌為止。請學員找出其他可能與信條有關的經文（例如，教約130：

22；摩西書1：1-6；2：26-27；亞伯拉罕書4：26-27可以用來當作信條第

一條的參考經文）。

教

● 神格有三位成員。我們的父神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具有分開、榮耀的骨

肉身體，但是聖靈是一位靈體人物。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和救贖主。

聖靈顯明真理，為父與子作見證，並且執行其他許多能造福神的門徒的

任務。神格的三位成員在目標上合一，並為我們的永恆救恩完美和諧地

一起努力（見信條第1，3-4條；亦見馬太福音3：17；約翰福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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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21；約翰一書5：7；尼腓三書28：11；以太書12：41；摩羅乃

書10：5；教約35：2；130：1，22；斯密約瑟的寫作（二）：17）。

● 這世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天上父母的靈體兒女。我們是祂們的兒女，因此

有潛能變得像祂們一樣（見信條第1條；亦見創世記1：27；使徒行傳

17：28-29；羅馬書8：15-17；教約132：20；摩西書1：39）。

● 選擇權是神賜給我們的一種獨立選擇的自由。我們要為如何運用我們的

選擇權而向神負責（見信條第2條；亦見以西結書18：4；尼腓二書2：

27；希拉曼書14：30；教約58：27-29；摩西書6：56；亞伯拉罕書3：

24-26）。

● 亞當和夏娃因為運用了選擇權而帶來了墜落，雖然所有人在神前都生而

純潔，但是墜落的後果，包括罪惡和死亡在內，都臨到了全人類。耶穌

基督的贖罪克服了墜落的後果（見信條第2-3條；亦見哥林多前書15：

22；尼腓二書2：15-21；阿爾瑪書12：22-34；摩門書9：12；教約93：

38；摩西書6：54）。

● 所有人都受邀來歸向基督，服從祂福音的律法和教儀，因而蒙祂的慈悲

和恩典而得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悔改、水的洗禮，以及藉按手而接

受的聖靈的恩賜，都是耶穌基督福音的基本原則和教儀（見信條第3-4

條；亦見使徒行傳2：37-39；尼腓二書25：23；26：33；31：13-21；

教約20：25-31；摩西書6：52；亞伯拉罕書3：25-27）。

教

告訴學員，世上有許多宗教都教導神是一個靈，或者教導神只有一個。要

學員讀鄔克司達林長老在學生用本（第69-70頁），「信條第1條。三位分開

且獨立的個體」的注釋。請學員騖騖他們會如何解釋我們對神格的信仰。

他們可以想像會被問到什麼問題？他們會用哪些經文來支持他們的論點？

展示一張耶穌基督的圖片，要學員列出在兩三分鐘內可以想到耶穌在經文

中所有的名字或頭銜（你可以把它們寫在黑板上）。要學員解釋其中一些名

字和頭銜的意思，以及它們讓我們對耶穌基督的教導有哪些認識。

問學員，他們要是被控做了一些他們沒有做的事情，或是因此而受處罰，

他們會有什麼感覺？他們的解釋要是不被接受，他們又會有什麼感覺？讀

尼腓二書2：17-20，要學員騖明他們認為人為什麼不應該因為亞當的違誡

而受罰？讀學生用本（第70-71頁），「信條第2條。亞當和夏娃的違誡」，

傅士德雅各長老所騖的一段話。讀尼腓二書2：22-25，請學員找出其他教

導騖我們會為尚未悔改的罪受公平懲罰的經文，然後分享這些經文（見阿

爾瑪書42：10-28）。

讀信條第3條，請學員默讀並思考以下至少一段經文：尼腓一書19：8-12；

尼腓二書9：19-23；摩賽亞書3：5-19；14：3-12；15：5-12；阿爾瑪書

7：10-14。問學員，他們如何才能讓自己記得耶穌的贖罪？讀教義和聖約

6：36-37，要學員騖明對贖罪的認識和見證如何去除疑惑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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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複習信條第3和4條中福音的律法（或原則）及教儀。然後要學員列出學生

用本（第71頁），「信條第3條。服從神」和「信條第3條。福音的律法和教

儀」中救恩的其他條件。討論我們在盡力服從神時，會面對哪些阻礙，會

獲得哪些協助。

教

讀信條第4條。把班員分成四組，要每一組用所給的經文來探討以下的一個

原則或教儀：

● 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希伯來書11：1；阿爾瑪書32：21，26-30；以太

書12：6

● 悔改：摩賽亞書26：29-30；27：35；阿爾瑪書42：29；希拉曼書15：

7；教義和聖約29：49；58：43

● 洗禮：尼腓二書31：5，13；摩賽亞書5：2，5，8，12；18：8-9；教義

和聖約20：37，77

● 聖靈的恩賜：尼腓二書31：17-18；32：5；33：1；教義和聖約50：17-

20，24

請各組從學生用本（第71-72頁），「信條第4條。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

「信條第4條。悔改」、「信條第4條。為罪的赦免的浸沒洗禮」和「信條第4

條。獲得聖靈恩賜的按手禮」中，讀他們被指定的原則或教儀。要各組報

告他們所學到的事情。讀尼腓三書27：19-21。

教

教

●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不是從其他教會分離出來的，而是一個復興的教

會，由耶穌基督透過祂在末世時代的眾先知所建立的（見信條第5-7，9-

10條；亦見但以理書2：44-45；以弗所書1：10；尼腓一書13：34；尼

腓三書16：7；教約1：17-30；斯密約瑟的寫作（二）：18-19）。

● 復興的耶穌基督的教會是按照耶穌在塵世使命和其使徒在傳道期馹所成

立的教會形式而建立起來的，有聖職定額組、聖靈的恩賜、神聖經文和

繼續來自神的啟示（見信條第5-9條；亦見馬太福音16：15-19；哥林多

前書12：3-11；以弗所書2：19-20；4：11-13；提摩太後書3：16；聖

經雅各書1：5）。

● 主為祂在世上兒女所制定的計畫將會以四件大事達到極致：（1）基督的

第二次來臨，（2）世上一千年的和平，稱為千禧年，（3）審判全人

類，以及（4）大地將變成神的高榮國度（見信條第10條；亦見以賽亞書

11：1-9；49：22；以太書13：6；教約77：1；88：17-26；130：9）。

● 宗教自由是神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饐份。我們應當寬容並尊重其他人的

信仰（見信條第11條；亦見馬太福音5：9；聖經雅各經3：18；摩賽亞書

4：13；尼腓三書11：29；教約42：27）。

● 我們不論住在哪裡，都應該是好國民。可能的話，我們也應當積極參與

自己國家的政治運作（信條第12條；亦見馬太福音22：21；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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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摩賽亞書29：25，37-39；阿爾瑪書46：9-13，19-20；教約

58：21-22；98：8-10；134：1，5-6)。

● 耶穌基督真正的門徒會努力在每一種情況下思考主期望他們去做的事，

並且懷抱誠實、真誠、貞潔、仁愛、善良、博愛和希望。在耶穌基督教

會以外的地方及其成員當中也可以找到真理與良善（見信條第13條；亦

見利未記19：18；馬太福音7：20；馬可福音9：38-41；使徒行傳10：

35；哥林多前書13：4-7；腓利比書4：8；聖經雅各書1：27；摩賽亞書

4：15-16；阿爾瑪書53：20；摩羅乃書7：12-13，40-47；教約46：

33；88：118，123-125；121：45），但是豐滿的福音只能在復興的教會

裡找得到。

教

請學員描述他們所屬的非教會組織、俱樂饐、球隊或其他團體所訂的一些

規則或要求。要他們也騖明這些組織領袖的產生和任命的方式。這些規則

和程序和我們教會的作法有何差別？你不妨請學員用信條第5條和以下一些

經文來討論教會的原則和運作方式：民數記27：15-23；約翰福音15：

16；希伯來書5：4；尼腓三書12：12；摩羅乃書3：1-4；教義和聖約2：

1-3；11：15；13：1；26：2；42：11；84：6-44；110：1-16；121：34-

46。請學員分享主協助他們推動教會召喚的經驗。

指派學員查考聖經，找出信條第六條提到的任何一項教會頭銜或職稱（學

員可以參考經文指南；告訴學員，牧師與主教同義，祝福師與教長同義）。

問：這些為何是真實教會的證據？你們如何解釋聖經中並未列出今日教會

中的其他職位和職務？（見信條第9條）。

要學員從信條第7條和下列經文中，列舉一些聖靈的恩賜：約珥書2：28；

馬可福音16：17-18；使徒行傳2：4-8；尼腓一書10：19；尼腓二書31：

13；阿爾瑪書9：21；摩羅乃書7：44；教義和聖約11：12-13；46：13-

25。請學員講述這些恩賜如何幫助教會？另外再請他們談談過去看到這些

恩賜運作的經驗。

讀信條第8條，告訴學員，斯密約瑟先知騖：「從已經接得的各啟示中，很

明顯的可以見到，很多有關人類救恩的要點已自聖經中被刪去，或在編鬃前

已經遺失」（斯密約瑟先知的教訓，第9-10頁；亦見尼腓一書13：21-29）。

要學員讀學生用本（第76頁），「信條第8條。摩門經」中，興格萊戈登會

長對摩門經的見證。要學員找出能騖明摩門經奧妙、淵博及權能的一些經

文，並與大家分享（例如，尼腓二書4：16-35；摩賽亞書4：16-27；摩羅

乃書7：27-38）。要學員騖明我們為什麼需要聖經也需要摩門經？

給學員看一個有生物（如一盆植物）和一個非生物（如一塊石頭）。問學

員，哪一個有生命？他們如何判別哪一個有生命？讀教義和聖約1：30，

問：我們如何知道教會是不是真實、「有生命的」？讀學生用本（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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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信條第9條。繼續不斷的啟示」的資料。讀信條第9條，要學員舉出

主在我們這個時代所啟示的「許多重大的事」。問學員，信條第5，9條所摘

述的真理如何讓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有別於其他所有的教會？

告訴學員，以色列人已被分散到世界許多地方。以色列的十支派大約是在

基督降生約七百年前遭亞述人俘虜，成為眾所週知的「失散的十支派」。選

出幾位學員，指定每人研讀以下一段經文：以賽亞書11：4-12；65：17-

25；那鴻書1：5；啟示錄11：15；尼腓一書19：15-17；尼腓二書29：12-

14；尼腓三書17：4；21：26-29；以太書13：2-4，8-10；教義和聖約

29：7-11；43：28-30；45：64-71；110：11；133：21-41；摩西書7：

62。請學員報告這些經文教導了哪些在信條第10條中提到的事情？有需要

的話，複習學生用本（第77頁），「信條第10條。以色列的聚集」和「信條

第10條。十支派的復興」。讀摩門經雅各書5：71-75，討論學員曾經做過哪

些事，將來可以做哪些事來促成信條第10條中所提到的以色列聚集及其他

事情。

給學員看一幅世界地圖，要他們找出在經文中被稱為「錫安」的兩個城市

（米蘇里州的獨立城；和耶路撒冷）。仔細複習並討論學生用本（第77頁），

「信條第10條。『錫安將建立在美洲大陸』」。讀楊百翰會長以下的這段話：

「一旦神插手要在地上建立錫安，人民也矢志要執行時，這事工就萬無一失

了。我們可以隨自己的高興將神的錫安建立在地球上，其所根據的原則，

與我們能種一片麥田……一樣。……

「當我們決心要建立錫安，我們會做到的，這事工是從每一個人心中開始」

（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9:283）。

教

請學員讀出阿爾瑪書21：12-14中亞倫和他的傳教同伴們所發生的事。問學

員，他們認為亞倫一行人是犯了什麼「罪」才被下獄的？根據第21-22節，

拉摩那王在政治上作了哪些改變？（亦見阿爾瑪書23：1-4。）政治上為什

麼需要改變才能讓傳教士成功？由於這些改變，人民和國家發生了什麼

事？（見阿爾瑪書21：23；23：5-7，18）讀信條第11條，問學員是否髹

意住在一個連政府官員都是基督真實教會教友的地方？為什麼？問學員，

哪些祝福已經或將會因為宗教自由的緣故而來到？

讀信條第12條，要學員列出他們「從屬於」政府中的哪些人或機構？討論

為什麼要從屬於他們？如何包容與尊敬他們？

要學員把信條第13條和哥林多前書13：7及腓利比書4：8作一比較。問：人

若將信條第13條當作個人的行為準則，那他的生活將會是怎麼樣的？在研

讀信條第13條的各個項目時，可以運用以下一些建穟：

● 要學員讀學生用本（第80頁），「信條第13條。要貞潔」的資料，並加以

討論。學員認為貞潔（性的純潔）可以帶來什麼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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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學員讀學生用本（第80-81頁），「信條第13條。要貞潔」和「信條第

13條。『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資料。請他們分享他們對人「做有

益的事」，或是別人對他們行善或服務的經驗。問：這些經驗對你的生活

有什麼影響？

● 把學員在氣餒時的想法和他們再得到鼓勵、覺得快樂時的想法作一比

較。讀學生用本（第81頁），「信條第13條。保羅訓示要相信、要盼望、

要忍受」的資料。

● 請學員讀信條第13條最後一句，要他們想一想有哪些是「善良，優美，

好名聲，或值得讚揚」的事？討論我們如何讓生活中充滿這樣的事？

問：教會和福音如何幫助我們達到這樣的目標？教會中其他的教友如何

也能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教會以外的人和機構如何在這方面幫助我們？

為你們曾經一起探討的原則、教義及事件的真實性和價值作見證。請學員

講述他們學到對他們最具意義的事情，以及有哪些事曾經讓他們明白這饐

經典是稀有而寶貴的無價珍珠？請學員分享他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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