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門經

才中

今日世界的人口，約有三十三億。他們有

許多不同的風俗和觀念。甚至有些人的外貌也

與別人不同。膚色有白的、黑的、黃的、和紅

的等等。他們講的各自不同並且不能五相了解

的語言。世界紛擾不己，他們之中，有時發生

戰爭及流血的事件。不過我們有一件事是相同

的:我們都是神的兒女，神是我們靈的父，我

們死後應當問到她那里去。

于支徒不于傳﹒十:三四至三五

神在聖經裹告訴我們，她對象人一樣的看

待。她不厚待一個國家而薄待另一個國家。不

過聖經告訴我們，只有那些義人，依照神的旨

意而生活的，才蒙神的幫助和賜福。讓我們閱

讀以下的經文:

「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

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

所悅納。 J (使徒行傳十:三四至三五〉在這

個例子中，基督的使徒彼得，發現神關心一切

的人，不是只關心某個國家的少數人。因為我

們都是神的兒女，聖經是記載對神有相當認識

的一軍人的歷史，這軍人就是以色列的後裔。

在他們的歷史中 o 神親自臨到人間，多次向他

們談話，他們就將這些事記錄下來。若另有一

章義人，神也同那輩人談話，你以為有這種的

可能嗎?有的!依照聖經上的話，神是不偏待



人的，人人都可能蒙得她的幫助。神到世上

來同誰談話呢?她同一切可以看見她的人談話

嗎?不是的，神告訴我們，她要對世人說話

時，她就對先知說，再由先知將神的話賜給世

人。

阿摩司書三:七

「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她的僕人家先

知，就一無所行。」

先知摩西在世時， (紀元前 1400年)有一

次他的哥哥亞倫和姐姐米利暗，埋怨摩西常蒙

神的啟示，而他們部一無所得。神聽見亞倫和

米利暗的埋怨，同答說: r .........你們且聽我
的話，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

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我的僕人摩西

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我要和他面

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是迷語，並且他必見

我的形像。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

怕呢? J (民數記十二:六至八〉
我們都能知道，與神交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能和神交通，就不能知道神要叫我

們做什麼事，與神交通之必要條件之一，乃是

先知。我們已經知道，神的事工若不通過她的

先知，就一無所行。

我們應該感謝的，乃是我們現今在地上有

了一個先知，在我們以前所講的課程中，就知

道神在這末世揀選了一個先知，由這位先知來

領導神的事工。他是蒙神所召喚而作這重大的

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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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首都，它是猶大支

派的家。基督會住在這地區，並且組織了她的

教會，她又在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基督教方

面，認為耶路撒冷是聖城，因為此地與聖經歷

史和基督有關係 o

美洲

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在當時

的美洲建立了一個大國，並且有許多人住在那

里。無論如何，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那里

已經有人居住。那些居民膚色深暗，稱為印第

安人。近年來，科學家發現美洲在兩千年前就

很文明了。在美洲發現許多大城市，以及高深

的文化和學術的遺跡。由此可以推知美洲大陸

在某一個時期，會有過一葦偉大的人民居留。

我們在這一課，會發現基督在兩千年前也會眷

顧過美洲人民，並會發現他們知道神的律法，

他們是屬於正義的人民。

猶大

以色列後裔的歷史，其中關於某一宰人的

記錄，記載得非常詳細。這軍人叫做猶大支

派。雅各是神的先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共有十二個兒子。其中有個兒子名叫猶大。猶

大的後裔吽做猶大支派。舊約聖經大部份記載

猶大支派的事跡。他們住在耶路撒冷，國力一

度非常強盛，不過後來因為他們邪惡，他們就

分散到世界各地淪為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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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先知令人民說的諾言已

栽在卷絢土

神對以色列後裔的先知說話，都是非常寶

貴的，所以他們記錄下來以免遺忘。不過當

時的入民沒有我們現在用的紙筆，他們要書寫

就寫在獸皮或其他物質的卷軸上，保存這些卷

軸，以使人民閱讀。現代發現了許多卷軸，他

們的文字很有趣的。

由卷拘譯為聖經

以色列後裔建立的國家減亡了，人民被據

為奴，有一個先知開始盡力收集關於他們的記

錄，他工作許多年，他發現了家先知的著作和

書信。他又發現神和這人民的事工歷史。這些

記錄在卷軸上的著作和歷史，後來譯成許多不

同的文字。就是舊約， @p聖經的一部份。耶穌

基督在世上組織教會，在人間傳講她的教訓。

基督的事跡記錄保存下來，基督又揀選人幫助

她作工。她揀選的人叫做使徒。使徒們和舊約

的先知一樣，也蒙得啟示。所以也稱為先知。

他們的說話和蒙得的啟示也記錄保存起來。基

督的歷史和使徒的著作，已經譯成多種的文

字，那就是新約，即聖經的一部份。由此我們

知道神對先知的說話寫在卷軸上，翻譯後就稱

為聖經。這是對神和耶穌基督的見證，我們在

以前的課程曾經研究。由這書，我們發現神的

許多律法，和神在地上的事工。由這書，我

們學習承認和認識神，及神叫我們如何行的意

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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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李海在紀元前六百年

造了一笑船

雖說聖經只是以色列後裔的歷史。而且舊

約的最後部分和新約全部只是猶大支派的歷

史，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神必幫助各國順從她的

人。讓我們來研究生存於當時的另一軍人，他

們也藉著先知蒙得神的話。

在紀元前六百年，有一個義人，名叫李

海，神警告他，說耶路撒冷要毀誠。神吩咐他

偕同他的家人離開耶路撒冷城到曠野去。李海

照著神的吩咐而行，罪惡的城市耶路撒冷被毀

滅時，他和他的家人沒有受到損害。當他們在

曠野，神對李海和他的家人說過話，他們蒙得

許多偉大的啟示。他們到達海岸，神吩咐他們

造一隻船渡過大洋。他們順從神的吩咐，被引

到美洲大陸來，在那里建立一個大國。他們蒙

神賜福，在那里繁殖眾多。

約還

如果我們研究李海的歷史，就知道他是約

瑟的後裔。約瑟也是雅各的兒子。他是猶大的

弟弟，雅各向十二個見子祝福時，他為約瑟

特別祝福，他說約瑟的後裔要在新地建立一個

大國。約瑟的後裔李海和他的家庭到達美洲大

陸，就完全應驗了預言。

兩荐人

這宰人到美洲大陸多年以後，人口非常興

旺，李海的兒子們起紛爭，他的兩個大兒子不

聽從父親的話，並且違背神的吩咐。所以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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詛他們，使他們膚色變成深暗色。這種膚色不

是黑種人的黑色，而是紅色正如現代的印第安

人的膚色一樣。李海的兩個小兒子聽從他們父

親的話，並且遵守神的吩咐，他們的皮膚沒有

變為深暗色。因為起了紛爭，李海的兒子們就

分成兩孽。那些跟從兩個大兒子的，為神咒詛

的，叫做拉曼人，這名稱的來源，是因為大兒

子名叫拉曼。另外一華人吽做尼排人，因為他

們跟從李海的小兒子尼啡。尼啡和他的跟從者

是非常正直的人民，他們蒙得神的啟示，並且

又蒙家天使的眷顧。李海和尼排去世以後，神

揀選別的先知，來繼續領導他們。不過，邪惡

的拉曼人並沒有蒙得神的啟示。

村的詩寫在長方形的全屬

片上稱為金買卉

美洲大陸的家先知，將蒙得神的說話和啟

示，都記錄下來以兔遺忘。不過美洲大陸的人

民不像耶路撒冷的人民將記錄記在卷軸上，而

是記在金頁片上。金頁片是長方形，文字鴿刻

在上面。金頁片的一邊，用金屬璟扣牢，看起

來像一本活葉的書。人民的歷史和神在他們中

間的工作，都記在金頁片上。人民妄為保存金

頁片，他們需要研究神的律法和神在地上的事

工時，就取金頁片查考。

耶林基督說另外有羊

(約翰j福音十:一四至一六〉

當耶穌基督在耶路撒冷時，她對人民宣講

她的福音，並且在人民之中成立她的教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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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跡記錄在新約里面，基督對耶路撒冷人民

的教訓，也記在聖經的新約里。有一次耶穌教

訓耶路撒冷人，告訴他們，她要眷顧另外的人

民，對他們宣講福音。純說， r 我是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我另

外有羊，不是這圈里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

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章，歸一個

牧人了。 J (約翰福音十:一四至一六〉這是

很清楚的，基督說要去眷顧另外的人民，但是

她想去眷顧的，是什麼人呢?基督有一次說，

「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

去。 J (馬太福音十五:二四〉所以我們知

道，基督要去眷顧的人民，應該是以色列的後

裔，在世界那一個地方有一軍人是以色列的後

裔呢?

耶妹說:你們就是另外的羊

摩門經記載耶穌基督眷顧美洲大陸人民的

事蹟。她眷顧他們說: r 你們就是我所說的那

些人:我有另外的羊，不是屬於這羊圈的;我

也必帶領他們，他們必聽到我的聲音;將來要

合成一個羊圈，由一位牧羊人帶領。 J (尼排

三書十五:二一〉

基督眷顧美洲大陸的人民，應、驗了她對耶

路撒冷人的應許。她在美洲人民之間設立教

會，和她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樣，祂對他們宣

講一樣的福音，賜給他們一樣的律法和律例，

這些事都記載在金頁片上，這是他們的歷史，

他們加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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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企頁卉譯成摩門經

鴿刻在金頁片上的美洲大陸所發生的一切

事情，譯為英文，吽做摩門經 o 書名用書中一

個先知的名字，他幫助美洲大陸居民保存這本

記錄，他名吽摩門，所以這書是用他的名字命

名的。

摩門經就是以賽亞預言在末世要發生的

書，用以幫助人民認識真道。以賽亞書二九:

一一至一四;二四 o 它又是約翰描寫的異象，

「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J '要對世人傅講永

遠的福音(參閱啟示錄一四:六〉。這書是聖

父、聖子、和她們在地上的事工的另一見證 o

以df1給書三七:一五至一七

舊約有一位先知記載這書，說在末世要用

這書教訓世人關於神的事工。讓我們來查考他

的話，看我們是否能明白這件大事的重要性。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阿，你要

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猶大和他的同伴以

色列j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約瑟，

就是為以法蓮，又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你要使這兩根木杖接連為一，在你手中成為一

根。 J (以西結書三七:一五至一七〉

猶犬的杖

我們講過，神對先知和人民的說話，舊約

時代是記載在卷軸上。這些卷軸可以捲成圓形

保存。先知以西結將這記錄稱為「杖」。其中

之一根「杖」為猶大的歷史。新約也是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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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所以我們可以說，神藉著先知以西結賜

給的吩咐，知道聖經的記錄，只是猶大支派的

記錄。我們又可以說，聖經是「猶大的杖」。

它是猶大支派的歷史。

約廷的杖

神也吩咐要寫約瑟支派的歷史。這部歷史

不包括在聖經里面。約瑟的後裔，在以西結以

前，就被據為奴，以西結蒙受神的吩咐以後，

聖經里面，並沒有他們的歷史。約瑟的歷史，

必氛有另外的書。

斯密約瑟翻譯摩門經時，他發現美洲大陸

的人民，就是約瑟的後裔，李海和他的家人是

以色列一部分後裔，郎以色列的兒子約瑟的後

裔。摩門經歧是記載約瑟後裔的歷史，所以可

以稱為「約瑟的杖 J 0

今日真正的應驗了先知以西結的預言，我

們已經有了這兩個支派的記錄，就是聖經和摩

門經。我們真正有了兩個關於上帝及耶穌基督

的見證'使他們在我們手中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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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一 先知斯密約瑟如何接受摩門經?

一 摩門經是那一洲的歷史?那洲人民怎樣到

達?在何時?

一 李海是誰的後裔?摩門經是李海和他的子

孫與神交通的一部記錄，聖經中會否論及

此事?

四 哥倫布發現美洲時已經有人在那邊，他們

是誰?他們從甚麼地方而來?為何他們的

膚色是深暗色?

五基督何時眷顧美洲大陸?

六基督眷顧美洲時，她作何事工?

七 基督眷顧後四百年，美洲人民發生了甚麼

事情?

八 為甚麼白膚色的被人毀滅?

九先知摩羅乃住在美洲時(即主後四00

年) ，他怎樣處理金頁片?為甚麼?

十 為甚麼摩門經是神的話，並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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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末世里徒教會

台灣一香港傳道部所屬分會會址

尖沙咀分會:九龍德成街二號八樓〈百祥大夏)

九龍城分會:九龍德成街二號八樓(百祥大夏)

深水場分會:九龍石挾尾街53號白花大廈頂樓

蕩枝角分會:九龍石挾尾街53號白花大廈頂樓

觀塘分會:九龍觀塘輔仁街九十號四樓

調景嶺分會:新界調景嶺十二區十六號

元朗分會:新界元朗均頭蕩校園

丕灣分會:新界丕灣家安街八十至八十二號

粉嶺分會:新界粉嶺聯和墟聯昌街十七號二樓

銅鑼灣分會: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唐寧大廈頂樓

北角分會:香港銅灣鑼百德新街唐寧大廈頂樓

西璟分會:香港中環衛成道七號

維多利亞分會:香港中璟衛成道七號

香港仔分會:香港仔西安街五號三樓

基隆分會:台灣基隆市義七路五號之二

台北分會:台灣台北市金華街一八三巷五號

士林分會:台灣士林鎮中正路二一一號

桃園分會:台灣桃園市成功路六十六號

中壢分會:台灣中塘鎮延平路一四三號之十一

新竹分會:台灣新竹市北大路一一二號

Taipei Servicemen Group: 301-B New, BOT

Tien Mou, Taipei
苗栗分會:台灣苗栗鎮至公路七十一號

合中分會:台灣台中市三民路三段一九八號

彰化分會:台灣彰化市長興街--6()四號

嘉義分會:台灣嘉義市民權路二五四號

台南分會:台灣台南市健康路一八五號

高雄分會:台灣高雄市市中一路二九二號

屏東分會:台灣屏東市廣東路二十二路

花蓮分會:台灣花蓮市菁華街四巷一街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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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門經對世人的挑戰

假如一個人嘲笑傳教士對摩門經所作的解釋，他

是會用很多言辭來證明它是假的:他會說這是由一個普

通人的努力和天才所組合而成的一本哄騙人的虛偽品。

但是由一個人所做出來的東西，往往是可以自另一個人

同樣複製出來。因此摩門經對世人的挑戰就是一本複製

品。同時因為經內包含有以下的每一點情亮，所以你為

了要做一本同樣的記錄，就必2頁要含有同樣的情形。

這就是挑戰一一你可不可以接受?

1. 寫一部有關古代西藏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至公元後

四百年之間的歷史。為什麼要寫古代西藏?因為你

對西藏的認識不會比斯密約瑟(或任何人)認識古

代美洲更多?

2. 你的年齡是在二十三歲。

3. 你只可以有不超過三年的正式學校教育，並且是要

生長在未開闋的農村里。

4. 你所寫的歷史必須是很據你現有的知識。因為沒有

圖書館可供斯密約瑟搜尋資料，所以你也不司這樣

做，亦絕對不可以作任何方式的查考。

5. 你的書必須要有五百二十二頁，而且要超過三十萬

字。

6. 除了少數文法上的修正外，你不可在文內作任何更

攻。你所唸默給秘、書的第一次記錄便必績是永久性

的了。

7. 這記錄要含有兩個不同及分開的國家的歷史，同時

還有不同時代的國家或族人的歷史。

8. 你必須描述他們的宗教、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的

文化和制度;還要涉及他們社會的各方面，包括貨

幣的名稱。

9. 改變你寫作的筆法若干次。因為摩門經是由很多

古代的作者們所寫，所以每人各有不同的筆法。

10. 在你的歷史中要加入耶穌基督的宗教，和基督徒的

生活方式。

11. 你必須證明你所寫的流陽記述並非是一篇富道德價

值的小說，而是一部真實的和神聖的歷史。

12. 在你的書中必須包括五十四章有關戰爭，二十一章

有關歷史，五十五章有關異象和預言的記錄，同時

記者一點，就是當你開始寫異象和預言時，你必須

要使你的記錄完全與聖經上的相吻合。同時還要有

七十一章是有關教義和訓誠的。對於這點，你也要

查閱有關的經文，否則你的著作便會被認為是假的

了。你還要寫二十一章有關基督在傳道期的事情，

同時你證明她所說不Ll所行的每一樣事情，以及在你



書上有關耐的每一個見證都必須與新約聖經中的毫

無差異。

13. 在你書中認為絕對真實的大部份事實、主張、意見

、和宣說必2頁要與世界上所流行著的一般信念不一

致。而其中一些俗世的信念必須要與你所主張的完

全相反。

14. 你的記述中須包括正確的旅行方法:那些古代的人

民是否用火;還要描述他們的衣飾、農作物、喪葬

的慣例、和管泊的方式。你必須要創出大約二百八

十個新名字，而對於這些名字的正確應用和來源是

將要經過長期的考查的。

15. 你要正確地運用詞藻、明喻、隱喻、記述、說明、

描寫、辭令、敘事的抒情詩和比喻。

16. 你必須邀請最能幹的學者和專家來小心鑑別全文;

同時你要儘力將你的書交到那些熱中於證實它是一

本偽品的人的手上，而他們一定要是一些最能找出

其中每一個缺點的人。

17. 以後一百二十五年內的徹底調查，科學和歷史的證

據，以及考古學上的發現必須都能證明它的主張，

和逐點諸實它的真實性，因為你所寫下的很多細節

仍然是埋蔽在凶廠的泥土之下。

18. 你必須將它出版致各國、各民、各方、各族，宣告

它是神的話語，和為主耶穌基督的另一個兒證 o

19. 書中不可合有任何荒誕的、不可能、或矛盾的說話

。你的歷史中任何一項聲明也不可與書中別的地方

其他聲明相;在背。

20. 就它的來源而論，很多理論和意見一定會興起，而

在事責被發現不甘考驗之後，它們便會消失。你會宣

稱你的知 ij真是釘神型的來源，而這個宣稱亦會繼積

下去作為唯一的可能解釋。而這個解釋雖經時日的

考驗亦必不會減弱，反而會增?虫，成為唯一合理的

解釋。

21. 你的前己錄要應、驗聖經上的很多預言，甚至它面世的

正確情形，這本記錄將交給誰、它的目的、和它的

成就也都要應驗。

22. 請一位天使在白天里從天上下來，向你的市鎮里四

位忠實和品行高尚的人仕作諱，話明這本記錄是神

的話語。這些見證人必領要以天使的見證向世人作

證，他們這樣做不是為名為利，反而是要在極大的

犧牲和嚴垂的迫害之下作見諱，甚至直到他們死亡

時。你還要成為這些人的敵人以考驗他們的見證 0

23. 在一百二十五年內，數以千計的偉大人物，智識界

巨子，國內及國際上的知名份子，我l學者們都必須

接受你的歷史及其中的教訓，他們甚至願意犧牲他

們的性命，也不願否認他們對它的見證 o



24. 你的記錄中必須包括這個應許: r 當你們獲得這些

東西時，我勸告你們要奉基督的名去求間神，那位

永恆之父，這些東西是否真實的;如果你們用真心

誠意來求間，有著對基督的信心，他必藉著聖靈的

力量，對你們顯明這些東西的真實性。」

25. 在以後的一百二十五年內，數百萬人必須向世人作

見證，證明他們知道這記錄是真實的，因為他們會

將這個應許作試驗，並發覺這是真實的，而它的真

實性是藉著聖靈的力量向他們顯明。

26. 超過十五萬名出色的推銷員必須願意為你推銷這本

書，他們樂意付出他們生命中兩年或更多的時間將

它帶到世界各地。他們不但要自己支付這些年中的

費用，而且當他們間來時，他們會見證他們所用去

的時間將會留在他們的腦海之中，成為他們生命中

一件難忘的事。他們的努力並沒有得到任何的酬報

，他們所得到的就是從將你的書與別人分享而帶來

的快樂。

27. 你的書不祇要能提高數百萬人民的標準，而且要使

他們成為今日其中一個在道德上、倫理上、和動力

上的偉大奇蹟。他們必須藉此而享負盛名。

28. 在以後的二十年內，你必須要見到你的眼從者，你

的家人，和你所心愛的人受到壓迫，一再被逐離他

們的家圈，受到鞭打、虐待、和飢餓、寒凍、和殺

害。你還必須要看到數萬人因相信你所寫有關古代

西戲歷史的來源和內容，而受到極大的艱難困苦。

29. 你必不可從你的著作中獲取任何財富，反而要很多

時因它而失去你所有的一切，你也要好像相信你的

人一樣，受到最卑劣的迫害。在經過二十年這樣的

日子之後，你要為你對那本歷史記錄的見證，而被

最野蠻和最殘忍的方法殺害。你必須要願意為此而

犧牲。

30. 你現在便立刻開始工作，這本記錄要包括二千六百

年的歷史，同時在你的寫作過程中，並不是平平安

安的，而是在最動盪的時期中完成，其中包括被驅

離家園數次，和不斷受到生命的威脅。請你完成你

的書，並請一位朋友將他的田莊抵押以籌一筆欺項

來將它出版一一這些事要在六十日內完成。

這里只有一個答案，摩門經是一部神聖記錄，否

則，批評家一定會說出它的來漲，和解釋它的主張。

僅認為宅是假的而將宅拋棄和忘記是不夠

的。

查驗任何古代記錄的首要步驟是要著重它所宣告之

來源和背景來研究它。假如它能吻合那背境，那麼使毋

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了，因為偽造歷史實際上是不可能

的。

耳F 絲基督未有安笙徒教會

台灣傳道這IS 印行

台灣台北金華街一八三巷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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