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歷史紀錄典藏

信心的 

基石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將信心的根基建立在耶穌基督和祂的使徒和

先知的見證上。教會從1830年成立至今，一直在保存歷史紀錄，來幫助各個
世代看到神的手，並每天記得祂。

這裡的展示品為教會歷史中極為寶貴的基本紀錄，記錄了教會的復興和教

會在世界各地的成長。這些物品顯示了近代經文和先知、活著的教會，以及

教會要充滿大地、為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作準備的使命，乃是穩固個人信心

的碇錨。這些紀錄也追溯了21世紀後期聖徒合一經驗的歷史根源，這些經驗
包括每週的崇拜、總會大會，以及參與聖殿教儀。

這裡展示的紀錄還有近代經文的最早版本，近代先知的個人日記和信件，

以及教會教義、組織和成長之重要進展的證據。這些紀錄一直細心保存在教

會歷史圖書館，並在這裡使用高度安全的容器和特製的支架來展示，以預防

受損、控制濕度，並將暴露在光線下的程度降至最低。

「看啊，在你們中間要保存紀錄。」
教義和聖約21：1

信心的 

基石



隔頁：心中的願望，瓦特‧雷恩繪。

近代經文透過約瑟‧斯密而問世，世界各地後期聖徒的信心，都建立

在此經文基石上。約瑟‧斯密是神所選定的先知、先見、啟示者和翻譯

員，有好幾部新的經文透過他問世──這些經文與聖經共同為耶穌基督

作見證。

1. 摩爾門經原始手稿（1829年）

2. 第一版摩爾門經（1830年）

3. 在利物浦出版的摩爾門經（1841年）

4. 誡命書（1833年）

5. 第一版教義和聖約（1835年）

6. 埃及紙草紙殘片（主前第二世紀）

7. 亞伯拉罕書複製圖印刷版（1842年）

8. 第一版無價珍珠（1851年）

近代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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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斯密透過神聖的靈感將摩爾門經翻譯成英文；他向抄寫員口述，

抄寫員再將字詞記錄在當時常見的紙上，使這份紀錄成了最接近埋藏在

克謨拉山之金頁片的紀錄。原始手稿完成後，就為印刷廠做出第二份

稿。五位抄寫員──奧利佛‧

考德里、馬丁‧哈里斯、約

翰‧惠特茂、克里遜‧惠特茂

和撒母耳‧斯密──也都以摩

爾門經之證人的身份寫出他們

的見證。1841年10月，約瑟將
原始手稿放在納府之家東南角

的基石內；納府之家是啟示所

指定，給訪客住宿的地方。40
多年後，這份手稿被取了出來，

但因為水氣滲入了建築物的磚石，以致只有百分之28沒有腐爛。得以保
留下來的部分手稿被用很薄的紙補強，裝入透明的聚酯纖維薄膜中，邊

緣加以密封。展示出來的這一頁，字跡已無法辨認。

納府之家，位於伊利諾州納府

摩爾門經原始手稿（1829年）

克謨拉山，約1907年

1
近代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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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3月，摩爾門經在印刷商埃格巴‧格蘭丁的指導下，於紐約州拋
邁拉出版。5,000本摩爾門經──總數約300萬頁──從1829年8月開始排
版、印刷，並以牛皮裝訂，其費用3,000美元，都由變賣馬丁‧哈里斯的
部分農場來支付。歸信者閱讀這本書、與家人分享，傳教士也將此書帶

到鄰近的屯墾區和美國各州、印第安區和不列顛群島。據估計，留存至

今的第一版摩爾門經大約還有700本。第二版於1837年印行。

埃格巴‧格蘭丁的印刷廠，位於紐約州拋邁拉

近代經文

第一版 
摩爾門經（1830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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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摩爾門經為梅西‧湯普生所有。她的後代子孫在書上註記，1844年
6月24日早上，梅西的丈夫海侖‧斯密讀過這本書後，就離開納府，和
他的弟弟約瑟前往伊利諾州卡太基。海侖在讀完今天的以帖書12：36-38
後，把書頁的左上角折起來，折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見。此一版本在1841
年，在百翰‧楊以及十二使徒定額組其他成員的指導下，於英國利物浦

印行；當時他們蒙召喚在那裡擔任傳教士。這一版的內文取自1837年於
俄亥俄嘉德蘭發行的版本，但卻是第一本包含索引的經文，並且將證人

的見證移到了該書前面。當時製作了4,000多本，費用為210英鎊，以羊
皮、牛皮和摩洛哥羊皮裝訂，加上燙金封面。其後數十年，有數千名英

國人民閱讀這本書、加入教會，並移民到錫安。

在英國利物浦的碼頭，聖徒們登上艾倫‧馬利亞號，

這艘船即將開往紐奧良。肯‧巴克斯特繪。

近代經文

在利物浦出版的 
摩爾門經（1841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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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命書代表著將約瑟‧斯密所接受到的啟示，以書本的形式出版的第一

次嘗試。1833年7月20日，這本書還在印刷的時候，位於密蘇里州獨立城
的印刷廠被民兵摧毀。有些還沒裝訂的書頁被一些人救了出來，這些人

包括瑪麗安‧羅林斯和妹妹卡洛琳‧羅林斯，然後她們躲在附近的玉米

田。被救回的書頁後來被收集起來，用手工裝訂，供私人使用。目前所

知僅存大約30本，而且都不完整。這一本為惠福‧伍所有，他在書中寫
上了現今教義和聖約第64篇的其餘部分，因為印刷的內容到第36節就結
束了；他也手寫加上了智慧語的啟示，也就是現在的教義和聖約第89篇。

近代經文

4

誡命書（18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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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經文

教義和聖約是將約瑟‧斯密所接受到的啟示，以書本形式出版的第二次嘗

試。負責編選這些啟示的委員會，是由約瑟‧斯密、奧利佛‧考德里、西

德尼‧雷格登和菲德克‧威廉組成。此外，此書還收錄了七篇文章；這些

文章後來被稱為信心的講道。這些文章構成了「教義」，而各項啟示則

構成了「聖約」。此版本在俄亥俄印刷、裝訂，並在教會的一次集會受

到一致接納。這裡展示的這一本，為教會的第二位主教紐奧‧惠尼所有。

5

第一版 
教義和聖約（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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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教會取得了新近在埃及被發現的紙草紙卷軸。不久之後，約瑟‧
斯密便開始翻譯亞伯拉罕書；這是聖經先知和族長亞伯拉罕的紀錄。後

期聖徒離開納府之後，這些古卷被留在納府，並於1856年由約瑟‧斯密
的家人賣給好幾個買家。歷史學家相信，這些古卷大部分可能都在1871
年的芝加哥大火中遭到摧毀，但卻有10個殘片到了紐約市大都會藝術博
物館；該博物館將德蘭時期的紙張黏在殘片背面作為補強。這些殘片於

1967年被移交給教會。

近代經文

6

埃及紙草紙殘片（主前第二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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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鉛版由呂便‧赫羅克刻製，是教會的報紙時間和季節（Times and 
Seasons）在刊行亞伯拉罕書時所用的一部分。約瑟‧斯密在1835年夏
天到1842年春天之間，斷斷續續從事這項翻譯。亞伯拉罕書的全部五章，
包括三個說明圖（即現在所稱的複製圖一、二、三）都在1842年3月到 
5月之間印行。

近代經文

7

亞伯拉罕書 
複製圖印刷版（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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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經文

8

第一版 
無價珍珠（18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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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使徒定額組的富蘭克林‧理查在主領英國傳道部時，許多歸信者都

希望能針對他們所接受的這項新的信仰，得到更多資料。1851年，他將
約瑟‧斯密所獲得的啟示和一些寫作、翻譯，編纂成一本名為無價珍珠

的小冊子，作為回應。這本書後來在1880年10月的總會大會上，一致表
決通過，成為標準經典。

富蘭克林‧理查



隔頁：約瑟‧斯密在利伯地監獄，格瑞‧奧申繪

近代 
先知

後期聖徒的信心奠基在近代先知的基礎上；這些先知蒙神召喚、受到

啟發，要在這時代揭示神的話。今日的先知也像古代先知那樣等候主、

尋求祂的旨意，並為耶穌基督作證。這些書信和日記，記錄並分享了一

些近代先知所接受到的神聖指示。

9. 約瑟‧斯密的日記（1832-1834年）

10. 從利伯地監獄寄出的信函（1839年）

11. 「致分散在世界各地之聖徒的文告」（1841年）

12. 百翰‧楊的信函（1846年）

13. 惠福‧伍的日記（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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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斯密於1832年11月開始寫日記。雖然有些干擾，但在抄寫員的協
助下，他最後寫成了10本日記，手稿總計達1,500多頁。這第一本日記
比其他各本包含更多他的親筆記載，其中約有半數全部或主要由他親筆

寫成，包括在這裡展示的第一頁在內。

近代先知

9

約瑟‧斯密的日記（1832-18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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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3月20-25日，在不公道地被囚禁在利伯地監獄三個半月後，約瑟‧
斯密向抄寫員和獄友亞歷山大‧麥雷及迦勒‧鮑頓，口述了一封信給教會

的成員。這封撼動人心的信函，讓人聯想到新約中的保羅的書信，其中

詳述了聖徒受苦的情形，並提供了安慰和指示。當時在獄中的每個人，

包括約瑟和他哥哥海侖，都簽署了這封信。1876年，這封信的部分內容
被收錄到教義和聖約，成為第121、122和123篇。 

近代先知

10

從利伯地監獄 
寄出的信函（1839年）



20

近代先知

這份由總會會長團在早期發出的文告，旨在邀請後期聖徒聚集到納府。

這份文告於1841年1月15日刊登於教會的報紙時間和季節，為教會領袖
創下前例，共同「不時揭示教會的環境、情況和願景，並在必要時為了

聖徒的福祉給予指示」。

11

「致分散在世界各地 
之聖徒的文告」（18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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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翰‧楊於1846年3月9日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哥哥約瑟‧楊，並留下這份副
本。這是現存少數幾封完全由百翰親筆寫成的信函之一。約瑟‧斯密被害

後一年半，聖徒被迫撤離伊利諾州。百翰在這封信中說明了那些已經逃離

的聖徒的情況，並警告其他人應「儘快離開」那「滿佈愁雲」的納府。

近代先知

12

百翰‧楊的信函（18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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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福‧伍在1833年加入教會後不久便開始每天寫日
記，一直記寫到他1898年去世為止。結果寫成31本
日記，成了教會史上最重要的紀錄之一。這本脆弱

的日記一開頭是1847年7月24日，他和百翰‧楊進入
鹽湖谷那日的記事。他在記錄中說，楊會長「表示他

對呈現在眼前的山谷相當滿意，認為此地能提供聖徒

安穩的住處」。

就是這地方，詹恩‧麥克諾頓繪

近代先知

13

惠福‧伍的日記（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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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福‧伍



隔頁：納府，傑利‧湯普生繪

後期聖徒相信，福音的復興促成了一個「真實而活著的教會」（教義

和聖約1：30）。不論是1830年在紐約州那最初的六個人，或是今天在
世界各國的一千多萬人，各地的教會都為教會成員提供了成為門徒、交

誼和服務的機會。 

14. 老約瑟‧斯密的證書（1830年）

15. 露西‧麥克‧斯密歷史（1845年）

16. 第一本聖詩集（1835年）

17. 年輕女士節約協會組織條款（1870年）

18. 法明頓支會初級會聚會紀錄（1878年）

真實而 

活著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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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而活著的教會

老約瑟‧斯密是曾看到並觸摸過金頁片的八位證人之一；他是最早的教

會成員之一，並在1830年6月9日，教會第一次的總會大會上，和其他人
一起被按立到教會的聖職職位。這份證書顯示，他的按立根據的是教會

成立那天所採行的「規章和聖約」這份綱要文件（即現在的教義和聖約

第20篇）。這項紀錄由奧利佛‧考德里撰寫，並由他和約瑟‧斯密共同
簽名。聖職按立都會被記錄下來，而聖職職位持有人的權柄則透過約瑟‧

斯密一直追溯到耶穌基督。

14

老約瑟‧斯密 
的證書（18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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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而活著的教會

露西‧麥克‧斯密在她的兒子約瑟、海侖和撒母耳相繼過世的幾個月之

後，開始口述她的一生和家庭歷史。她談到她的祖先和她的孩子，並詳盡

敘述了「約瑟取得頁片〔和〕看到天使們的經過」。這裡展示的這一頁記

載了她1830年4月6日參加教會第一次聚會的情形，以及同年6月9日，參加
第一次總會大會的經過。她強調了她丈夫的洗禮、她的兒子們接受按立，

以及她的一個兒子撒母耳，教會的第一位傳教士，出發傳教的情形。露

西記寫的歷史針對她的家庭

在教會早期扮演的角色提供

了獨特的觀點，並重述其他

人未曾提過的事件和互動，

也分享了沒有其他人可以提

供的見解。這是一份價值無

可衡量的紀錄。露西向抄寫

員瑪莎‧柯瑞和豪惠‧柯瑞

口述這份歷史，後者將最初

的草稿加以修訂，作成兩份 
「淨」本，一份由露西保

存，另一份則留在教會，也

就是這裡展示的這份。這本

書於1853年首次在英國利物
浦印行。 

15

露西‧麥克‧斯密 
歷史（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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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而活著的教會

16

第一本聖詩集（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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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瑟‧斯密於1830年7月接受的一項啟示中（見教義和聖約第25篇），
他的妻子愛瑪被召喚去選擇聖詩供教會成員使用。她所編纂的聖詩包含 
90首聖詩歌詞，其中35首由後期聖徒編寫。今日後期聖徒使用的聖詩集包
含了最初的26首歌曲，包括「神靈如火」和「我知道救主活著」。

愛瑪‧斯密



30 百翰‧楊的女兒們

1870年5月25日，百翰‧楊把他的女兒
們聚集起來，鼓勵她們要「節約」， 
或簡化，她們那「鋪張奢侈的服飾、

飲食，甚至言語」。兩天後，那些女

孩即成立了女士合作節約協會年輕女

士部門（即現今的女青年組織）。雖

然有些人不太熱衷這項新運動，但不

到五年，主要的後期聖徒屯墾區內，

大部份會眾都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協

會。伊莉莎‧舒草擬了這份條款，

希望教導女青年要在「行善時互相扶

持」，並杜絕「世俗的驕傲、愚蠢及

時尚潮流」。那些女孩會主持自己每

週的聚會，並每週出版會刊及女青年

雜誌。結果證明這項計劃成效卓著，因此男青年也成立了類似的協會；

這兩項計劃在教會中都持續至今。這裡的這份條款是至今所發現的最早

版本。

真實而活著的教會

17

年輕女士節約協會 
組織條款（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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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首次舉行的初級會聚會留下了紀錄。1878年3月，猶他州法明頓的
奧莉亞‧羅傑，問總會慈助會會長伊莉莎‧舒，是否可以成立一個組織

來教導調皮的小男孩一些規矩。舒姊妹與約翰‧泰來會長商議後，後者

核准了這項建議，羅傑姊妹的主教即請羅傑姊妹帶領。8月25日這天，
舉行了首次的初級會聚會，有超過200位男孩和女孩接受教導，學習基
本福音教義、音樂、守時及良好禮儀。1880年，組成了總會初級會會長
團。現今世界各地教會的每個單位幾乎都有初級會的組織。

真實而活著的教會

18

法明頓支會 
初級會聚會紀錄（1878年）



福音 

淹沒大地

隔頁：丹‧瓊斯喚醒威爾斯，克拉克‧普萊斯繪

復興福音的信息和祝福是給「各國、各族、各方、各民」的（摩賽亞

書15：28）。今日，隨著我們翻譯摩爾門經、透過傳道事工聚集分散的
以色列、照顧貧困者，以及興建聖殿來執行教儀，使得近代的經文、近

代先知的話語，以及教會的組織都遍布各地。

19. Mormons Bog（1851年）

20. Ka Buke a Moramona（1855年）

21. El Libro de Mormón（1886年）

22. モルモン書（1909年）

23. Die Boek van Mormon（1972年）

24. 呼籲儲存榖物（1876年）

25. 小型聖殿平面圖初稿（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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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淹沒大地

摩爾門經被翻譯成各種語言讓所有的人都能讀到，因而橫掃大地。這些

是為了歐洲、太平洋、拉丁美洲、亞洲及非洲各國說母語的人所準備的

第一批非英文版摩爾門經。目前摩爾門經有超過90種語言版本，另有20
多種語言版本的摩爾門經選粹。 

19. Mormons Bog（1851年）1851年，第一本
非英文版的摩爾門經由十二使徒定額組的以拉達士‧舒

長老及彼得‧韓森翻譯後，在丹麥出版。這裡展示的這

本是為丹麥王后卡洛琳準備的，但她沒有接受。

20. Ka Buke a Moramona（1855年）喬治‧
肯農在夏威夷當地的法官及歸信者約拿單‧納培拉的協

助下，將摩爾門經翻譯成夏威夷文。 傳教士從波士頓訂
購了一台印刷機，最後運送至舊金山，並在那裡印出摩爾

門經。這裡展示的這本為喬治‧肯農所有。

世界各地早期的 
摩爾門經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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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モルモン書（1909年）阿爾瑪‧泰來是第一
批抵達日本的傳教士，他在當地教會成員的協助下，翻譯

了摩爾門經初稿。 此外，他也尋求經驗豐富的日本作家
協助，確使譯文莊嚴有力。

23. Die Boek van Mormon（1972年）雖然
後期聖徒傳教士於1850年代在南非宣講，但過了一個多
世紀後，摩爾門經才被翻譯成南非荷蘭文。 在義工嘗試
翻譯失敗後，這份工作交給了專業翻譯員菲力克斯‧敏

哈特。

21. El Libro de Mormón（1886年）1874年，
但以理‧瓊斯和亨利‧布利齊開始將摩爾門經節錄本翻譯

成西班牙文，不久後，西班牙的歸信者梅利頓‧特雷侯

即加入他們，一起出版了Trozos Selectos del Libro de 
Mormon（摩爾門經選粹）。 後來，特雷侯、雅各‧史
都華和歐利法斯‧奧伊一起完成了整本摩爾門經的翻譯。



36

1876年秋天，艾默琳‧威爾斯接
受百翰‧楊指派，帶領後期聖徒婦

女進行一項穀物儲藏計劃。她的第

一個行動就是在她編輯的報紙婦女

典範上，寫了這篇社論，呼籲讀者

「立刻採取行動，切勿拖延」。婦

女們就從那年開始購買、交換、種

植、收集、變賣，及儲藏小麥。她

們小心看管小麥、將之借給窮人，

並在乾旱時與人分享。1906年，
這些婦女將小麥和其他物資送到

遭受地震的舊金山及經歷飢荒的

中國，擴展她們的救援行動。第一

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購買了

一些麥子。這些收益資助了教會成

員的孕婦照護、兒童福利及一般保

健。1940年，這些麥子進入了教會的穀物倉庫；1978年，慈助會正式將
這些小麥移交給教會福利服務計劃。穀物儲藏計劃因此成了教會福利、

家庭服務和人道救援服務計劃的前身。自1917年以來，小麥一直是慈助
會的正式象徵，可在慈助會大樓外牆及慈助會的標誌上看到。

福音淹沒大地

24

仁愛永不止息，茱莉‧羅傑斯繪

呼籲儲存穀物（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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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小型聖殿的概念大幅增加了聖殿興建的速度。戈登‧興格萊於

1997年6月去到墨西哥華瑞茲區參加教會的華瑞茲學院百年慶典。他在開
車返回德州帕索機場時，想著要如何幫助偏遠地區的忠信聖徒獲得聖殿

的祝福。他一上飛機，就簡單畫出了這張小型聖殿平面圖；聖殿裡只有

必要的設施。1997年10月，他在總會大會上宣布了這項概念，到了1998
年8月，第一座小型聖殿就在猶他州蒙地加羅興建完成。1997年以來，已
在先前沒有聖殿的19個其他國家和美國17個州，興建或宣布了50多座小
型聖殿，包括在1999年3月6日奉獻的華瑞茲區聖殿。

福音淹沒大地

25

小型聖殿平面圖初稿（1997年）

墨西哥齊瓦瓦華瑞茲區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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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時
可以攝影。請關閉閃光燈，以協助保存文件。

當你在社群媒體上分享你的經驗及圖片時，請使用 
#onemorevoice與他人連結。

請在互動式資訊平台留下你的意見。

完成後
請至 churchhistorylibrary.org欣賞更多線上展覽。

在 Facebook、Twitter、Google+、Pinterest、 
YouTube，以及Tumblr上追蹤後期聖徒教會歷史。

記寫並保存你自己生活和經驗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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