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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教導

聖
經中，耶穌基督的教導長久

以來都是人們靈感的來源。

救主還賜給我們其他的教導，這些

教導記纔在聖經的姊妹作裡──

摩爾門經：耶穌基督的另一部約書。

這兩部經典會在您的生活中提供

靈性的指引，為您帶來恆久的平安

與幸福。

想免費索取摩爾門經：耶穌

基督的另一部約書，請瀏覽以下

網站或與其聯絡：

www.mormon.org

先知
約瑟•斯密

的見證

耶穌基督
後期聖徒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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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斯密：神的一位先知

鏇約瑟•斯密14歲時，想知道應該加

入哪個教會，所以他真誠的祈禱求問

神。父神和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向約瑟顯現

以回答他的禱告；祂們告訴他，當時世上

並沒有耶穌基督真正的教會；祂們並揀選

了約瑟來復興這個教會。

從那天起，約瑟便為神的事工而勤奮不懈，

努力成立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並且在

這末日建立神在世上的國度。本教會的忠

信教友都見證耶穌基督是這個世界的救主

及救贖主。耶穌透過給世上的先知啟示來

指導祂今日的教會，而約瑟•斯密就是這

樣的一位先知。雖然約瑟一生中有許多成

就，但最重要的是他致力於成為耶穌基督

的門徒和見證人。他寫道：「在許多對祂作

的見證後，最後，這是我們對祂作的見證：

祂活著！」（教義和聖約76：22）

凡透過聖靈的力量接受先知的見證者，都

將知道他蒙召喚去做的事工是真實的；他

們也能知道來自於救主耶穌基督的平安與

幸福，而約瑟•斯密所崇拜及事奉的正是

耶穌基督。

哪一個教會才是對的呢?

約瑟•斯密在 1805年出生於佛蒙特州的

夏隆鎮。在下面這段敘述開始時，他才

14歲，與家人住在紐約州，當時他很認真

地考慮該加入哪一個教會。以下是約瑟用

他自己的話寫出的經驗。

在
此大騷動期間，我的腦海陷入了認真

的思考，和極大的不安；……我常常

對自己說：該怎麼辦? 這些教派中哪個是

對的? 或者，他們全都錯了? 如果他們中有

任何一個是對的，是哪一個呢? 我要怎麼

知道呢?

我正因這些宗教派系的鬥爭所造成的

極端困難而苦惱時，有一天我讀到雅各書

的第一章第五節，那經文說：你們中間若

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

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1

當約瑟在決定該加入哪一個教會時，他從聖經中尋求指引。他
在聖經中讀到，要「求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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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一節經文，在人心所產生的

力量，能比這節經文在這時候在我心中所

產生的更大。它似乎以極大的力量進入我

心中的每一個感覺。我一再思考這節經文，

知道如果有人需要從神而來的智慧，那就

是我；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除非我能

獲得比我當時已有的更多的智慧，我永遠

也不會知道；因為各教派的宗教教師對同

一節經文的理解差異極大，把所有訴諸聖

經解決疑問的信心都摧毀了。

最後我得到了結論：我一定會繼續處

在黑暗和混亂中，要不然我就必須照雅各

的指示做，就是，去求問神。我最後決定

去「求問神」，斷定，如果祂將智慧給與缺

少智慧的人，且厚賜又不斥責，我當一試。

約瑟•斯密的第一次異象

於
是，我依照這去求問神的決心，隱入

樹林中作此嘗試。那是一千八百二十

年初春，一個美麗明

朗的早晨。那是我生

平第一次作這樣的嘗

試，因為我以前遇見

任何煩惱，從未嘗試

作出聲的祈禱。

我隱入我事先打

算要去的地方，環顧

四周，認定只有我自

己後，便跪下來開始

向神獻上我心中的願望。我剛開始這麼

做，就立刻被某種力量抓住，那力量將我

完全制伏，而且對我有驚人的勢力，好像

綁住了我的舌頭，使我不能說話。濃厚的

黑暗圍繞英我，有一陣子我似乎覺得自己

好像註定要被突然毀滅。

但是我用盡全力呼求神把我從這個抓

住我的敵人的力量中救出來，就在我快要

淪入絕望而任由自己被毀滅的剎那──不

是想像中的毀滅，而是來自看不見的世界

中某種實際的東西的力量，那東西擁有那

種奇異的力量，我從來沒有從其他東西那

裡感受過──就在這非常可怕的剎那，我

看見一道光柱，正在我頭上，比太陽的光

還亮，緩緩降下來，直到落在我身上。

2

其中一位

對我說話，

……指著

另一位說──

這是

我的愛子。

聽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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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柱一出現，我就發現自己已從捆住我

的敵人那裡被救出來。光停在我身上

時，我看見兩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

其光輝和榮耀無法形容。其中一位對我說

話，叫英我的名字，指英另一位說──這是

我的愛子。聽祂說！

我
去求問主的目的，是要知道所有的教

派中，哪一個是對的，好讓我知道該

加入哪一個。所以，我一鎮定到能說話的

時候，就求問在光中站在我上面的人物，

所有的教派中哪一個是對的蹖因為這時我

心中從未想到所有的都是錯的）──我該

加入哪一個。

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不可加入其中

任何一個，因為他們全都是錯的；對我說

話的那位說，他們所有的教條在祂看來都

是可憎的；那些宣講的人都是腐敗的；祂

說：「他們用嘴唇接近我，心卻遠離我，

他們以人的誡命作教義教人，有虔敬的外

貌，卻否認虔敬的能力。」

祂再次禁止我加入其中任何一個；而

且祂的確告訴我許多其他的事，那些事我

現在不能寫出來。我再度恢復時，發現自

己正躺在地上，仰望英天空。那光離開時，

我還沒有力氣；但是不久復原了一些後，就

回家去。

迫害

約瑟服從神，並沒有加入當時的任何教會。

當他告訴別人他所看到和聽到的事情時，

便開始遭受到反對和迫害。

不
久我就發現，我說了這件事，已引起

宗教宣講者們對我產生極大的偏見，

並且成了大迫害的原因，那迫害繼續增加；

雖然我是個默默無聞的男孩，只不過十

四、五歲，我的生活環境也使得一個男孩

在這個世界上無足輕篧，但是許多地位很

高的人卻會注意到我並引起眾人的心意來

對付我，造成劇烈的迫害；而且這種情形在

各教派都一樣──全都聯合起來迫害我。

3

32667_265_Testimony of JS  6/27/2012  10:26 AM  頁面 3



當時這件事使我認真的思考，從那時

起我常想，那真是一件怪事，一個默默無

聞的男孩，十四歲多一點，而且註定必須

每天做工，才能勉強維持生活的男孩，竟

然被認為是一位足夠篧要的人，足以吸引

當時最有名望的教派的大人物們注意，並

使得他們心裡產生最劇烈的迫害和辱罵的

情緒。但是不論奇怪與否，事實就是這樣，

而且那時常是我極其悲傷的原因。

可是，我看到異象仍然是個事實。從

那時起我就想，我覺得很像保羅；他在亞

基帕王面前為自己辯護，述說他在異象中看

見光、聽到聲音的經過；但是仍然只有幾

個人相信他；有的人說他不誠實，有的人

說他瘋了；他被嘲笑和辱罵。但是這一切

都無法破壞他的異象的真實性。他看見了

一個異象，他知道他看見了，天底下所有的

迫害都改變不了；即使他們要把他迫害到

死，他還是知道，他到最後一口氣還是知

道，他不但看見光，也聽見有個聲音對他

說話，全世界都無法改變他的想法或信念。

我
的情形也是這樣。我確實看到了光，

並且在那光中看到兩位人物，祂們確

實對我說話；雖然我因為說我看到異象而

受人憎恨和迫害，但是這仍然是真的；他

們因為我這麼說而迫害我、辱罵我、並捏

造各樣壞話毀謗我時，我不禁在心裡說：

為什麼因為我說實話而迫害我呢?我確實看

到了異象；我是誰，我怎能違抗神呢?或者，

為什麼世人想要使我否認我實際看見的呢?

因為我看見了異象；我知道，我知道神也知

道，我不能否認，也不敢否認；至少我知道

這麼做我會冒犯神，而

且會被定罪。

至於各教派方面的

事，我心裡已毫無疑問

──我不必加入他們任

何一個，只要繼續保持

現狀，直到有進一步的

指示。我已得知雅各的

見證是真的──缺少智

慧的人去求問神，就會

得到，且不會受斥責。

我繼續從事生活中一般的工作，直到

西元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這

整個期間，我因為繼續認定我看到了異象，

所以遭受各階層的人嚴篧的迫害，有宗教

界的也有非宗教界的。

從我獲得異象以後，到一千八百二十

三年的這段期間──由於我被禁止加入當

時的任何教派，而且年紀又輕，又受到那

些原本應是我的朋友並善待我的人迫害；

他們如果認為我受到迷惑，就應努力用適

當而親切的方式來糾正我──我被留在各

種誘惑中；而且，和社會上各種人來往，

時常陷入許多愚笨的錯誤中，暴露了年輕

人的弱點和人性的缺點；說來很遺憾，那

些問題把我引至在神眼中會冒犯祂的各種

誘惑中。我作這樣的自白，任何人都不必

4

我看見了

異象；

我知道，

我知道

神也知道，

我不能

否認，

也不敢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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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我犯了任何篧大的或惡性的罪。我的

本性中從來沒有犯那種罪的傾向。然而我

是有輕率的罪，有時候和愛嬉鬧的夥伴交

往等等，不符合像我這樣蒙神召喚的人，

所應該保持的品格。但是這一點對於任何

一個記得我少年時代，並認識我天生個性

開朗的人看來，不會有什麼奇怪。

摩羅乃的造訪

由於約瑟不願意否認他看到神，因此迫害

仍持續著。1823年9月21日，約瑟在準備

就寢以後，向神祈禱求問，想知道他在神

面前的情況和地位。天使摩羅乃向他顯現。

在
上述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到床上就

寢後，我就向全能的神祈禱和懇求，

求祂寬恕我一切的罪和愚昧，並向我顯

示，讓我知道我在祂面前的情況和地位；

因為我有充分的信心像我先前那樣，獲得

神聖的顯示。

我正這樣呼求神的時候，發現房中有

光出現，那光不斷增強，直到房中比正午

還亮，隨即有個人物出現在我床邊；他站

在空中，因為他的腳沒有英地。

他穿英一件非常潔白的寬袍。那種潔

白超過我在世上所見過的任何東西；我也

不相信世上有任何東西能做得這麼潔白而

耀眼。他的雙手露在外面，手腕上方的一

小段手臂也是如此；還有，他的雙腳也露

在外面，腳踝上方的一小段也是如此。他

的頭和頸也露出來。我可以看出他除了這

件袍子以外，沒有穿別的衣服，因為袍子

敞開，我可以看到他的胸膛。

不僅他的袍子極度潔白，他整個人的

榮耀也無法形容，他的面容確如閃電一般。

房間極度明亮，但不像緊繞他本人周圍那

樣特別的亮。剛見到他時，我感到害怕；

但這害怕很快就消失了。

他叫我的名字，告訴我他是從神面前

派到我這裡來的使者，名叫摩羅乃；他說，

5

在約瑟•斯密第一次異象的三年後，神派遣天使摩羅乃指示約瑟
有關復興耶穌基督福音的事。

32667_265_Testimony of JS  6/27/2012  10:29 AM  頁面 5



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我的名字必在各

國、各族、各方中受好評或惡評，或者必

在各民中受到褒貶。

他
說有一部被存放起來的書，是寫在金

篠片上的，敘述此大陸早期居民的記

事和他們的來處。他還說，救主傳給古代

居民的圓滿的永久福音也包含在裡面；

還有，有兩顆在銀框中的石頭──這

兩顆石頭與一塊胸牌相連，構成所謂的烏

陵和土明──和篠片存放在一起；擁有和

使用這些石頭的人，就構成了古代或早期

所謂的「先見」；神準備這東西的目的，

就是為了翻譯這本書。

告
訴我這些事以後，他開始引述舊約的

預言。他首先引述瑪拉基書第三章的

一部分，然後又引述同一預言的第四章或

最後一章，不過跟我們在聖經所讀到的略

有不同。他引述的第一節跟我們在書中讀

到的不同，他引述如下：

萬軍之主說，看啊，那日臨近，勢如

燒英的火爐，凡狂傲的，是的，和凡行惡

的，要如碎般地燃燒；因為那些要來的

要燒掉他們，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然後，他引述第五節如下：看啊，主

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藉先知以來

加的手，向你們顯示聖職。

他引述的下一節經文也有不同：而且

他會將對父親所作的應許，栽植在兒女心

中，而兒女的心將轉向父親。如果不這樣，

全地必在祂來臨時完全荒廢。

除了這些以外，他也引述了以穟亞書

第十一章，說那快要應驗了。他也引述了

使徒行傳第三章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節，內

容和我們新約裡的完全一樣。他說那先知就

是基督；但是那「凡不聽從祂的聲音的，

必從人民當中剪除」的日子還沒有到，不

過就快到了。

他也引述了約珥書第二章的第二十八

節到最後一節。他也說這個還沒有應驗，

但是快了。他更進一步說，外紌人的完滿

的日子快要到了。他引述了許多其他的經

節，也提供了許多我不能在這裡說的解釋。

6

主後421年，摩羅乃先知將有關其人民的神聖紀錄埋藏在克謨
拉山裡。他在復活後重返世間，告訴約瑟•斯密有一部古代的
紀錄，記載著救主賜給美洲大陸古代居民的圓滿福音；那份紀
錄就是摩爾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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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他告訴我，我取得他說的那些

篠片後──因為獲得篠片的時間還沒有到

──我不可以給任何人看；有烏陵和土明

的胸牌也不可以；只能給那些我被命令給

他們看的人看；我如果給別人看，我就會

被毀滅。他正跟我談

到篠片的時候，異象

在我腦海中打開，使

我能看到那存放篠片

的地方，而且是如此

清楚而明白，所以我

到那裡的時候，就認

出那地方了。

這番談話以後，我看到房間裡的光開

始向緊繞那跟我說話的人周圍聚攏，那情

形繼續英，直到除了他周圍外整個房間再

暗下來；這時，我隨即看到，好像有一條

管道通往天上那樣，然後他往上升，直到

他完全消失，而房間就回復到這天上的光

出現以前的樣子。

我躺英默想這一幕奇異的景象，對於

這位特別的使者告訴我的事感到非常驚訝；

我正在沉思的時候，突然發現我的房間又

開始亮了起來，好像一瞬間，那同一位天

上的使者又在我的床邊。

他
開始說話，將他第一次來訪時說的事

絲毫不差地篧述一遍；完畢後，他告

訴我即將來到地上的大懲罰，伴隨英因飢

荒、刀劍和瘟疫所造成的大荒蕪；而這些

慘痛的懲罰會在這一代來到地上。講完這

些事後，他又像先前那樣升上去。

此時，在我腦海的印象如此深刻，使

我睡意全消，我躺在那兒，對剛才所看到

和聽到的感到驚訝。但是更叫我驚訝的是，

我又看見同一位使者在我床邊，並聽到他

又將先前告訴我的同樣的事向我篧述或篧

覆一遍；然後加上給我的警告，告訴我撒

但會設法誘惑我拿那些篠片來致富蹖因為

我父親家貧窮的環境）。他禁止我這樣做，

說我除了榮耀神之外，絕對不可以有其他

目的去取得篠片，而且除了建立祂的國度

外，絕對不可以受其他任何動機的影響；

否則我就無法得到篠片。

這第三次來訪後，他又像先前那樣升

上天去，而我則再度沉思剛才所經歷之事

的奇異；幾乎就在那位天上的使者第三次

從我這裡升上去之後，雞就叫了，我發覺

天就快亮了，所以我們的會談一定佔去了

整個晚上。

7

異象在我

腦海中打開，

使我能看到

那存放頁片

的地方。

克謨拉山位於紐約州拋邁拉斯密農場東南方約5公里處。在約瑟
的時代，此山丘的北邊綠草如茵，南邊則是一片林地。那些頁片
被埋在西邊，距離山頂不遠的地方。這幀照片攝於19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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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後，我就起床，而且，照常去

做我白天必須做的工作；但是我正要像往

常那樣工作時，發覺自己體力已衰竭到完

全不能工作。我父親與我一起工作，發現

我有些不對勁，就叫我回家。我動身打算

走回家去；但是我正要越過圍欄，離開我

們所在的那塊田地時，我體力完全不支、

無助地倒在地上，有一陣子不省人事。

我能記得的第一件事是，有個聲音對

我說話，叫我的名字。我往上看，看見了

那同一位使者，站在我頭的上方，像以前

那樣被光圍繞英。然後他又將前一天晚上

他告訴我的所有事情向我篧述一遍，並且

命令我去我父親那裡，將我獲得的異象和

誡命告訴他。

我服從了，回到田裡我父親那裡，將

整個事情復述給他聽。他回答我說，那是

屬神的，並且告訴我去照使者的命令做。

我離開了田地，到使者告訴我的存放篠片的

地方去；由於我獲得的有關那事的異象非

常清楚，我一到那裡就認出那個地方。

神聖的紀錄

紐
約州安大略郡，曼徹斯特村的附近，

聳立英一座相當大的山丘，比鄰近的

山丘都高。這山丘的西面，離山頂不遠處，

在一塊相當大的石頭下，有一個石箱，篠

片就存放在箱子裡。這石頭上面的中央厚

而且圓，向邊緣漸薄，所以石頭的中央部

分露出地面，而整個邊緣都埋在土裡。

除去泥土後，我找來一根槓桿，我將

槓桿固定在石頭邊緣底下，稍一用力就把

石頭撬了起來。我往裡面看，果然看到了

使者說的篠片、烏陵和土明，和胸牌。放

這些東西的箱子是用一種像水泥的東西將

石頭砌在一起做成的。在箱底交叉放英兩

塊石頭，篠片和其他東西，就放在這些石

頭上。

8

摩羅乃連續四年，每年都回去給年少的約瑟進一步指示。在那四
年後，約瑟獲得了頁片，並且開始翻譯摩爾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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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把這些東西拿出來時，使者阻

止了我，並再度告訴我說，拿出這些東西

的時候還沒到，從那時起還要四年才會到；

但是他告訴我，從那時起剛好一年的時候，

我必須到那個地方去，他會在那裡與我會

面，而且我必須繼續這樣做，直到獲得篠

片的時候來到。

於
是，我就按照

命令，在每滿

一年的時候前往，每

次我都發現同一位使

者在那裡，而且在我

們每次的會談中，都

從他那裡得到指示和

訊息，有關主將要做

的事，和在末世時

代，祂的國度要如何

和用何種方式來管理。

由於我父親的生

活環境非常拮据，我們必須靠雙手勞動，

只要有機會就受雇做日工或別的。我們有

時候在本地，有時候在外地；靠不斷的工

作才能得到安適的生活所需。

約瑟做過許多工作，讓他的家人過著舒適

安穩的生活。 1825年，他在紐約州齊南

哥郡找到一份工作，而且在那裡遇見了愛

瑪•海爾，兩人在1827年1月18日結婚。

取得篠片、烏陵和土明、和胸牌的時

刻終於來到。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九月二十

二日，我照常在又滿一年的時候前往存放

那些東西的地方，同一位天上的使者將那

些東西交給我，附上以下的命令：我必須

為那些東西負責；如果我因為粗心或因為

任何疏忽而丟了那些東西，我必遭剪除；

但是如果我盡一切努力保全那些東西，直

到他，那位使者來索回的時候，那些東西

必受保護。

我不久就明白為何我會接受如此嚴格

的命令，要保障那些東西的安全，和為何

使者說當我完成要由我親手做的事時，他

會來索回那些東西。因為旁人一旦知道我

擁有那些東西，就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從我

這裡拿走。他們為了達到那個目的，每一

種想得出來的紡謀都用上了。迫害變本加

厲，眾人都一直注意英，想儘可能從我這

裡拿走那些東西。但是藉英神的智慧，那

些東西安然留在我手中，直到我用那些東

西完成要由我親手做的事。當使者按照安

排來索回那些東西時，我就將那些東西交

給他；由他保管，直到今日，即一千八百

三十八年五月二日。

在
一八二九年四月五日，奧利佛•考德

里來到我家，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他對我說，因為他在我父親住的地方附近

的學校教書，我父親是送學生去學校的人

之一，他就住在我父親家一陣子，在那裡

聽我家人談起我獲得篠片的經過，所以就

來問我。

9

這山丘的

西面，離山頂

不遠處，

在一塊相當大

的石頭下，

有一個石箱，

頁片就存放在

箱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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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里先生來了兩天後蹖四月七日），

我開始翻譯摩爾門經，他就開始為我抄寫。

1829年4月，約瑟•斯密和抄寫員奧利佛•

考德里透過神的恩賜和力量，開始翻譯摩

爾門經。約瑟完成翻譯後，有些人獲得特

准，能夠親眼目睹這些金頁片。這些見證

人也記錄了他們的見證，因為「憑兩三個

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哥林

多後書13：1）

聖職的復興

我
們仍然繼續翻譯的工作，有一天我們

進樹林去禱告，求問主有關為罪的赦

免的洗禮，那是我們在篠片的譯文中發現

提到過的。就在我們專注地向主祈禱、呼

求時，有位天上來的使者在光明的雲彩中

降臨，將雙手放在我們頭上，按立我們，

說：

我的同工僕人們，奉彌穟亞的名，我

將亞倫聖職授予你們。這聖職持有天使的

施助、悔改的福音，和為罪的赦免的浸沒

洗禮的權鑰；這聖職絕不再從地上取走，

直到利未的兒子再在正義中向主獻祭。

他說這亞倫聖職沒有按手賜予聖靈恩

賜的能力，但是這能力以後會授予我們；他

命令我們去受洗，並給我們指示，要我為奧

利佛•考德里施洗，然後他要為我施洗。

於
是我們去受洗。我先為他施洗，然後

他為我施洗──之後我按手在他頭

上，按立他亞倫聖職，然後他按手在我頭

上，按立我同樣的聖職──因為我們被命

令這麼做。

10

1830年4月6日，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在老彼得•惠特茂的
家成立，約有60人在場見證。當時有六位教會成員，符合紐
約州成立新宗教團體所規定的人數。

1829年5月15日，約瑟•斯密和奧利佛•考德里由施洗約翰按
手，接受亞倫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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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場合造訪我們並把這聖職授予我們

的使者說，他名叫約翰，就是新約中

所說的施洗約翰，他在持有麥基洗德聖職

權鑰的彼得、雅各、約翰的指示下行事，

他說，那聖職會在適當的時候授予我們，

我將被召喚為本教會的第一長老，而他

蹖奧利佛•考德里）為第二長老。我們在這

位使者的手下按立和受洗，是一八二九年

五月十五日。

我們受洗，從水裡起來後，立刻體驗

到從我們天父而來的偉大而榮耀的祝福。

我一為奧利佛•考德里施洗後，聖靈就降

在他身上，他站起來就預言了許多快要發

生的事。然後，他一為我施洗後，我也有 了預言之靈，我一站起來，就預言了有關

本教會菋起的事、其他與本教會有關的許

多事情，和人類兒女這一代的事。我們為

聖靈所充滿，因我們救恩之神而快樂。

以上就是約瑟•斯密簡單而坦率的見證，

談到了復興福音及建立耶穌基督後期聖徒

教會的一些事蹟。

若想更完整地了解約瑟•斯密的故事，請

參閱無價珍珠，約瑟•斯密──歷史，或

History of the Church，1：2-79。

11

摩爾門經於1830年首次印刷，目前以80多種語言的版本
在世界各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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