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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手冊

邁向自立的基礎將幫助我們學習和實踐達到屬靈與屬世自立的

教義原則。以8到12人的小組或家庭為單位一起複習時，會有
最好的效果。每週由不同的小組成員輪流擔任輔導員。輔導員

不需要向小組教導該項原則，只要依循著課程資料，並鼓勵所

有人參與即可。所有影片都可在srs.lds.org/videos網站上取
得。

當你看到這些提示時，請依照這些指示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活動 承諾

小組用3到4分
鐘來分享他們

在遵守承諾上

的狀況。

個人用大約2
到3分鐘的安
靜時間，來沉

思 並 寫 下 想

法。

小組觀看一段

影片。

用2到4分鐘的
時間分享彼此

的想法。

請一人為整組

讀出來。

用大約5分鐘
來各自研讀或

一起討論。

每個人都承諾

在當週去實行

某些項目。

自立小組

自立小組能幫助你改進個人財務、工作、小型事業或教育等狀

況。若要加入自立小組，請與貴支聯會自立專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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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會長團信息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已宣告：「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教約104：
15）這項啟示是來自主的應許，祂會提供屬世的祝福並開啟
自立之門，讓我們有能力提供自己和家人生活所需。

邁向自立的基礎這本小冊子是用來協助教會成員學習並運用信

心、教育、辛勤工作和信賴主這些原則。接受和奉行這些原

則，會使你更有能力獲得主所應許的屬世祝福。

我們邀請你認真研讀、應用這些原則，並且教導家人這些原

則。只要你這樣做，你的生活就會蒙受祝福。你會學習到如何

採取行動，使你邁向更加自立的道路。你將蒙福擁有更大的希

望、平安和進步。

要切記你是我們天父的孩子。祂愛你，並絕不離棄你。祂認識

你，且已準備好要賜給你屬世和屬靈方面自立的祝福。

總會會長團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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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立是一項救恩的原則

開始之前，閱讀封面裡的「如何使用本手冊」。

約翰福音10：10（右欄）

何謂豐盛的生命？

「他把鞋油擦在我的腳趾上」，可在srs.lds.org/videos取
得。（沒有影片嗎？閱讀第5頁。）

你是否相信你的問題有解決之道？我們如何配得主的能力來幫

助我們？

指導手冊第二冊的參考資料，以及達林·鄔克司長老所講的話

（右欄）。自立指的不是我們可以去做或取得想要的任何東

西。而是相信藉著耶穌基督的恩典或那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

以及我們自己的努力，便能獲得自己和家人的所有屬靈與屬世

生活所需。自立證明了我們信賴神的能力，相信祂能在我們生

活中移山倒海，給我們力量去戰勝考驗和苦難。

基督的恩典如何幫助你獲得屬靈和屬世生活所需？

活動

步驟1：選擇一位夥伴，並閱讀下方的每個原則。

步驟2：討論相信這些真理為何能幫助你更加自立。

自立的教義原則

1. 自立是一項誡命。 「主吩咐教會及其成員要自立自足。」

（總會會長的教訓：賓塞·甘〔2006〕，
第116頁）。

2. 神有能力也願意為祂正義的兒女提
供方法，讓他們自立。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

一切事物都是我的。」（教約104：15）
3. 屬世和屬靈對神都是一樣的。 「因此，我實在告訴你們，對我來說，

所有的事物都是屬靈的。」（教約○

29：34）

沉思：

討論：

觀看：

討論：

閱讀：

討論：

「自立就是有能力供

應自己及家人屬靈和

屬世生活所需，並下

定決心努力去做。教

會成員若能自立，就

更有能力去服務及照

顧別人。」

指導手冊第二冊：管理教

會（2010），6.1.1

「任何會使我們依賴

他人來作決定或依賴

他人提供資源的作

法，都會削減我們靈

性，阻礙我們的成

長，使我們無法成為

福音計畫要我們成為

的那種人。」

達林·鄔克司，「悔改和

改變」，2003年11月， 
利阿賀拿，第40頁

「我來了，是要叫羊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

約翰福音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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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鞋油擦在我的腳趾上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安瑞克·法拉貝長老：我長大的時

候，我們沒什麼錢。我記得有一天我

去找爸爸，跟他說：「爸爸，我需要

一雙新鞋子。這雙已經穿破了。」他

停了下來，看了看我的鞋子，發現真

的穿破了。他說：「我想我們可以修

一下。」他拿了一點黑色鞋油，把我

的鞋子擦得亮晶晶的。他對我說：「

修好了，兒子。」我回答說：「哪

有，還沒啊。你看，我的腳趾還是露

了出來。」他說：「嗯，這個也可以

修一下！」他多拿了一點鞋油，擦在

我的腳趾上！

那天，我學到，所有問題都有解決方

法。我深信，自立的這項原則和這個

計畫是加速主事工的一個方法。這是

救恩事工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能

變得比現在更好。你必須去除冷漠。

我們常常會變得自滿，這會阻礙我們

的進步。只要有決心改變，改掉過去

做得不夠好的部分，我就能每一天都

進步。只要你秉持著信心去做，運用

對基督的信心與盼望，相信祂會幫助

你，你就能在屬世或屬靈上找到進步

的方法。這是因為神活著，而你是祂

的兒女。

回到第4頁。

閱讀墨林·羅慕義會長所講的話（右欄）。你如何知道自己是

否更自立了？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閱讀第3頁的總會會長團信函，把他們應許的祝福劃下來。你
必須要做什麼才能獲得這些祝福呢？在下面寫出你的想法。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自立的部分。

討論：

承諾：

「一個人若無法自

立，就無法運用這些

與生俱來的渴望去服

務。一無所有，如何

施予？空空的食物

架，如何為饑餓者提

供食物？空空的錢

袋，如何給貧者賑

濟？感情匱乏的，如

何去支持和諒解？沒

有學識，如何教導？

最重要的，靈性軟弱

的人，如何給人靈性

指引？」

墨林·羅慕義，「自立的

高級本質」，1983年1月， 
聖徒之聲，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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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用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用了什麼方法讓自己更加自立。

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如何影響我的自立？

「運用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
（沒有影片嗎？閱讀第7頁。）

真正的信心為何總是能促成行動？為什麼我們要有信心，神才

能在屬世和屬靈上幫助我們？

馬太福音6：30和Lectures○on○Faith中的一段引文（右欄）

活動

邁向自立之路是信心的旅程。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定額組邀請我們要更有

信心地把天父和祂兒子放在我們生活中的首位。

步驟1：全組閱讀下列先知的優先順序。

步驟2：討論忠信地敬重安息日、領受聖餐及閱讀摩爾門經如何幫助你更加自
立。

先知的優先順序及應許

「想想這段敘述所涵蓋的範圍！神應許把大地所充滿的給守安息為聖的人。」（羅

素·納爾遜，「安息日是可喜樂的。」，2015年5月，利阿賀拿，第130頁；亦
見教約59：16）

「靈性並非停滯不動的，〔聖餐〕聖約亦非如此。聖約不只帶來承諾，更帶來靈性

力量。」（Neil○L.○Andersen,○General○Authority○training○meeting,○Apr.○2015）

「我見證〔摩爾門經〕可以在你生活中成為個人的『烏陵和土明』。」

（Richard○G.○Scott,○“The○Power○of○the○Book○of○Mormon○in○My○Life,”○Ensign,
Oct.○1984,○11）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這個星期天以守安息日為聖和虔敬領受聖餐來展現你的信心。

每天研讀摩爾門經。

閱讀第7頁的經文。選擇其中一項，與家人或朋友分享。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承諾：

「你們一切的努力不

都 取 決 於 信 心

嗎？……正如我們憑

著信心來接受屬世祝

福，同樣地，我們也

憑著信心來接受屬靈

的祝福。但信心不僅

是行動的原則，也是

力量的原則。

LECTURES ON FAITH 
(1985), 2, 3

「你們這小信的人

哪！野地裡的草今天

還在，明天就丟在爐

裡，神還給它這樣的

妝 飾 ， 何 況 你 們○

呢！」

馬太福音6：30



7

運用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大衛·貝納長老：採取行動就是在運

用信心。以色列兒女抬著約櫃，他們

來到約旦河。主應許他們會從乾河床

上通過。河水何時要分開？他們的腳

都濕了。他們走進河裡——行動，力

量隨之而來——水就分開。

我們經常認為：「我會有十足的理

解，然後把這份理解轉化為我做的

事。」我認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理

解，能夠開始行動。我們知道正確的

方向。信心是一項原則，是行動和力

量的原則。真正的信心要以主耶穌基

督為中心，而且總是能促成行動。

（See○“Seek○ Learning○by○ Faith”
[address○ to○ Church○ Educational
System○religious○educators,○Feb.○3,
2006],○lds.org/media-library）

回到第6頁



經文中談到將信心付諸行動的例子

但以理因為不停祈禱而被丟入獅子坑

中，但「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

口，他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

神。」（但以理書6：22–23；亦見
第16–21節）

主把利阿賀拿賜給李海，來指引他的

家人，「這羅盤按照他們對神的信心

而為他們運作；……〔當〕他們很懶

惰，忘了運用信心，也不努力，於

是……他們的旅程也沒有進展。」

（阿爾瑪書37：40–41）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

倉庫，……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

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

無處可容。」（瑪拉基書3：10）

在飢荒時，以利亞請一位寡婦將她的

最後一餐給他。以利亞應許說，因為

她有信心，主會供應她食物，不至短

少。（見列王紀上第17章。）

「困苦窮乏人尋求水卻沒有；他們因

口渴，舌頭乾燥。我——耶和華必應

允他們；我——以色列的神必不離棄

他們。」（以賽亞書41：17；亦見第
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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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關於你們的

債務，我實在告訴你

們——看啊，我的意

思是，你們要還清所

有的債務。」

教義和聖約104：78

3：理財

與小組簡短分享安息日或摩爾門經在上週如何鞏固了你的信

心。

理財為何如此困難又如此重要？

「要事第一！」，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影片
嗎？閱讀第10頁。）

我們為何要記帳和儲蓄？

教義和聖約104：78，以及準備好一切必需事物裡的陳述（右
欄）

閱讀自立的理財方式（下方）。我們要如何培養這種習慣？

自立的方式

➀
勤奮且聰明地工作，○

以賺取金錢。

➁
先繳錢給主。

➂
再把錢留給自己。

➃
然後量入為出，避免負債。

收入 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 儲蓄 目前的生活開銷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討論：

「繳付什一奉獻及其

他捐獻，……避免負

債，……編列預算，

決定如何減少在非必

要品上的花費。……

訓練自己按預算生

活。」

準備好一切必需事物：家庭

理財（小冊子，2007）， 
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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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文化似乎讓

人有一種凡事都理所

當然的感覺。……負

擔過多的債務會……

讓我們作繭自縛，像

個奴隸般地生活，將

全部的時間、心力和

資源都用來償還債

務。……很重要的一

點就是，我們……必

須擬定開支和儲蓄計

畫，也就是作預算，

並且要分辨什麼是想

要的，什麼是需要

的。」

羅拔·海爾斯，「努力

登上人生的靈性高處」

（2009年3月，教會教育
機構爐邊聚會），lds.
org/media-library

活動

步驟1：檢視個人下列開支。

我對這樣的開支覺得如何？

類別 太少 剛好 太多

例如 服裝 ✓
到餐廳用餐

雜貨

零食和飲料

娛樂

住宿

水電

服裝

生活用品

交通

保險

電話

償付債務

什一奉獻

慈善捐款

其他

步驟2：閱讀羅拔·海爾斯長老所講的話（右欄）。討論如何減少開支太多的
項目。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每天記錄你賺取和開支的錢。你可以使用第11頁的收支表。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理財的部分。

承諾：



3：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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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第一！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選好角色並唸出此腳本。

場景：小男孩和小女孩，穿著成人的

衣服，扮成家長。

男孩：我回來了，親愛的。

女孩：歡迎回家。噢，你看起來累壞

了。

男孩：你看起來也是。你的工作也很

辛苦，不是嗎？

女孩：嗯，我們本就應該努力工作，

對嗎？

男孩：我今天賺了10塊錢。

女孩：哦，多大的祝福。因此，要事

第一。我們來繳付我們的什一奉獻，

好嗎？

男孩：但是萬一我們不夠呢？

女孩：這就需要靠信心了！

男孩：好吧。那麼下一步是什麼？

女孩：嗯，我們需要購買食物，並支

付車資和租金。然後，若可以的話，

我還想買一把椅子。……

男孩：可是我們不能。看到了嗎？我

們沒有足夠的錢。

女孩：我們能不能去借一些錢？

男孩：他們說，債務是危險的。我們

不想惹上麻煩。

女孩：好吧。你說得對。所以，我們

該怎麼辦呢？

男孩：我們存起來吧！你永遠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女孩：我感覺這樣做是對的。但沒有

什麼剩餘的錢可供娛樂了。

男孩：我們擁有彼此！而且我會盡力

賺更多的錢。

女孩：我也會儘量少花錢！

男孩：這樣做，我們就會快樂並且自

立！

女孩：對！這並不是那麼困難。為什

麼成年人做起來那麼辛苦？

男孩：哦，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是這

樣的。

回到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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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表

寫下你每週的開支。如果你有足夠的錢來滿足所需，會是什麼樣子？

我每週開支多少錢？
我每個月需要多少錢才能

自立？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收入

什一奉獻，捐獻

儲蓄

伙食

住宿

醫藥費

交通

教育支出

償付債務

服裝

水電

電話

娛樂

保險

其他

開支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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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頒定了……

律法，所有的祝福都

是 根 據 那 律 法 而

來——當我們從神那

裡獲得任何祝福時，

那是由於我們服從了

那祝福所根據的律

法。」

教義和聖約130：20-21

4：悔改和服從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記錄的收支狀況。

悔改與服從兩者與自立有何關聯？

「服從帶來祝福」，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影
片嗎？閱讀第13頁。）

你因為服從神的律法而獲得了哪些祝福？悔改如何幫助我們進

步？

教義和聖約130：20-21及先知約瑟·斯密所講的話（右欄）

活動

服從特定的律法就能得到特定的祝福。

步驟1：請各自在左欄寫下想得到的一些祝福。

步驟2：明列想得到這些祝福所需要服從的律法或原則。

想得到的祝福 要服從的律法或原則

有三個月的存款
什一奉獻和捐獻（瑪拉基書3：10–12）

按照預算執行

閱讀約書亞記3：5，以及傑佛瑞·賀倫長老和賓塞·甘會長
所講的話（在第13頁）。為什麼在追求自立的過程中，我們
需要悔改，聖化自己，並盡力而為呢？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服從你在上述活動所選擇的律法。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服從的部分。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討論：

承諾：

「我給自己立下這規

定：只要主吩咐，就

去做。」

總會會長的教訓：約瑟·

斯密（2007），第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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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對奢侈品甚

或必需品的喜愛更勝

於服從，我們將錯失

祂要賜予我們的祝

福。」

賓塞·甘，IN THE 
TEACHINGS OF 
SPENCER W. KIMBALL, 
ed. Edward L. Kimball 
(1982), 212

服從帶來祝福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多馬·孟蓀會長：這是多麼榮耀的應

許。「凡遵守〔神的〕誡命的，就獲

得真理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榮

耀，並且知道萬事。」（教約

93：28）……

弟兄姊妹們，今生最大的考驗就是服

從。主說：「我們要藉此驗證他們，

看他們是否願意做主他們的神命令他

們的所有事情。」（亞伯拉罕書

3：25）

救主曾宣告：「因為凡要從我手裡得

到一個祝福的，就必須遵守那祝福指

定的律法，和有關的條件，正如那從

世界奠基以前就已制定的。」（教約

132：5）

世上再也找不到比救主更偉大的服從

榜樣了。保羅談到祂時說：

「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

學了順從；

「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

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希伯

來書5：8-9）

救主過著完美無瑕的生活，光耀祂的

神聖使命，以此展現祂對天父真誠的

愛。祂從不傲慢，從不驕傲張狂，從

未不忠實。祂始終謙卑，始終真誠，

始終服從。……

祂在客西馬尼園承受劇烈的痛苦，以

致於「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路加福音22：44）當時祂以身作則
地展現出自己是個服從的兒子，說

道：「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

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

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22：42）

就像救主指示祂早期的使徒一樣，祂

也指示你我：「你跟從我吧。」（約

翰福音21：22）我們是否願意服從？

我們若樂意服從主的誡命，便能找到

我們所尋求的知識，所渴望的答案和

力量，去面對這複雜多變世界裡的種

種挑戰。我要再一次引用主的話：「

凡遵守〔神的〕誡命的，就獲得真理

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榮耀，並且

知道萬事。」（教約93：28）

我謙卑地祈求我們能蒙受祝福，得享

應許給服從者的豐盛酬賞。奉我們的

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服從帶來祝福」， 2013年 5
月，利阿賀拿，第89、92頁）

回到第12頁。

「你們要自潔，因為

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

中間行奇事。」

約書亞記3：5

「主都會祝福那些想

要改進的人，那些相

信誡命是必要的，

並努力遵守誡命的

人，……祂一定會幫

助你再站起來，幫助

你悔改、彌補、修復

一切需要修復的部

分，並繼續前進。很

快地，你就會獲得你

尋求的成功。」

傑佛瑞·賀倫，「明天耶

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

事」，2016年5月，利阿
賀拿，第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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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看啊，今生是

世人為迎見神而作準

備的時候；是的，看

啊，今生的日子是世

人完成工作的日子。」

阿爾瑪書34：32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因為服從而獲得的一項祝福。

為什麼時間是神給我們最偉大的禮物之一？

「時間的禮物」，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影片
嗎？閱讀第15頁。）

你從本蔻西姊妹身上可以學到什麼？

阿爾瑪書34：32，以及百翰·楊會長所講的話（右欄）

活動

步驟1：和夥伴一起，讀每天善用時間的五個步驟。

❶
列任務清單

➋
祈禱

➌
訂出優先順序

➍
設定目標，去做

➎
回報

每天早上列出要做的

事。新增要幫助的○

人名。

祈求指引。檢視任務

清單。傾聽。承諾全

力去做。

在任務清單上最重要

的事情旁寫1，次要
的事情寫2，以此類

推。

聽從聖靈的指引設定

目標。努力工作。從

清單上最重要的工作

開始。

每晚在祈禱中向天父

回報。提問。聆聽。

悔改。感受祂的愛。

步驟2：在另一張紙上寫下你需要做的事，也就是在工作、學業、教會、為家
人服務等重要的事，而不是家務瑣事。為清單上的項目祈禱，並排出優先順

序。

步驟3：你明天應該要設定目標，採取行動，並回報你是如何運用時間的。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每日練習這些步驟，以便能更明智地運用時間。在每晚的祈

禱中向天父回報。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明智地運用時間的部分。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承諾：

「時間就是地球上的

一切資本；……假如

能適當地運用它，它

會帶給你們舒適、便

利及滿足。讓我們思

考這一點，不要再交

叉雙臂坐在那裡浪費

時間。」

百翰·楊，總會會長的教

訓：百翰·楊，第136頁

5：明智地運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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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禮物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選好角色並唸出此腳本。

科菲：本蔻西姊妹，你好嗎？

本蔻西姊妹：你還好嗎，科菲？

科菲：噢！本蔻西姊妹，我好忙。我需

要工作、服務和幫助我的家庭……。○

還有我的足球。我時間不夠用！

本蔻西姊妹：科菲，你擁有所有的時

間。

科菲：什麼意思？

本蔻西姊妹：我的孩子，天父賜給我

們一個偉大的恩賜——我們的時間。

我們必須用它來做最重要的事情。

科菲：但是要怎麼做呢，本蔻西姊

妹？你總是能做這麼多事。你已經在

你的家庭、事業都非常成功。你曾經

服務及造福了許多像我這樣的人。不

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

本蔻西姊妹：你真的想知道嗎？如果

你靜靜地坐著，認真聽，我會告訴你

我的祕密。

每天早晨，我在太陽上升之前起床，

我穿好衣服並洗臉和洗手。

我閱讀經文，然後，我將當天要做的

事列成一張清單。

我思考我可以為哪些人服務，我祈求

明瞭神的旨意並聆聽。

有時，有些名字或臉孔浮現在腦海

中，我就將他們添加到我的清單中。

科菲：所以，您是因為這樣才知道誰

需要你的服務嗎？

本蔻西姊妹：是的，科菲。我祈求力

量和智慧，我祈求神會「聖化〔我〕

要做的事」。就像尼腓二書第32章所
記載的。

我感謝祂，我承諾會盡我所能去做，

我祈求祂會完成我做不到的部份。

之後，我看著我的清單。我會在最重

要的事情上標註1，其次標註2。

科菲：你怎麼知道優先順序是什麼？

本蔻西姊妹：我祈禱的時候會聆聽！

然後我去工作。我先從標註1開始，
然後做標註2。

有時候，事情會有變化，聖靈告訴我

先做別的事情，這也是好的。

我很努力工作，但我擁有平安，我知

道神會幫助我。

所以，科菲，憑藉著我的清單和聖

靈，我做最重要的事。

科菲：這聽起來很簡單，但好像又很

不容易。

本蔻西姊妹：沒錯！當我準備睡覺

時，我祈禱，向天父回報，我告訴祂

那天發生的事。我提問，請問有什麼

事我可以做得更好，我聆聽。我常常

感受到天父的愛。我知道祂會增強我

努力去做的事。然後我會有平安，科

菲，並且睡覺。

科菲：那真好，本蔻西媽媽，我希望

也擁有這種平安。我想善用我的時間

工作並把服務做得更好。

回到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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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懶惰；因為

懶惰的人不能吃工作

者的麵包，也不能穿

工作者的衣服。」

教義和聖約42：42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因為善用時間而完成的某件事。

你覺得天父為什麼要我們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席德里克的旅程」，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
影片嗎？閱讀第17頁。）

我們如何學會在工作艱難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下去？

教義和聖約42：42以及雅各·傅士德會長所講的話（右欄）

閱讀陶德·克理斯多長老所講的話（在第17頁）。為什麼主
期望我們努力工作以換取所得之物？

活動

步驟1：選擇一位夥伴，一起閱讀下列模式中的每個原則。

步驟2：彼此談談自己辛苦的工作，或目前面臨的其他挑戰。

步驟3：幫助彼此將下列四個步驟應用到困難的任務或挑戰上。

❶
保持正面的態度

❷
記住要一起合作

❸
以信心取代恐懼

❹
帶著耐心及勇氣向前進

列出你的祝福。 向朋友、同儕、組員及他

人尋求協助。

不要懷疑。要記住主有所

有的能力，向祂呼求，並

接受祂的旨意。

絕不放棄。憑信心持守。

留意主可能要教導你的教

訓。

步驟4：寫下可以讓你懷著信心前進，相信神會指引道路的兩、三個方法。

讀出多馬·孟蓀會長所講的話（右欄）。失敗時，要如何對

應？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選擇一項困難或令人難受的任務，並完成它。把它寫在下面。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工作並持之以恆的部分。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討論：

沉思：

承諾：

6：工作：負責與堅持

「……在別人說『辦

不到』時依舊不放

棄，這樣的人展現的

正是堅持不懈的精

神。」

雅各·傅士德，「堅持不

懈」，2005年5月，利阿
賀拿，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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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神的安排，人生

在世需要不斷地勞動

鍛鍊。……我們藉由

工作來維持生計和豐

富生活。……工作能

塑造和陶冶品格，創

造美好事物，也是我

們為彼此和為神服務

的工具。獻納的生活

是由工作所組成的，

有 時 工 作 千 篇 一

律，……有時工作未

受肯定，但工作總是

能使人進步，……提

振人心，……和振奮

人心。」

陶德·克理斯多，「獻

納生活的省思」，2010
年11月，利阿賀拿，第
17頁

席德里克的旅程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席德里克：我的名字是席德里克·康

貝薩未。我住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我

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

我在基浦桑加村裡擔任一個分會傳教

士。我要準備成為一個全部時間傳教

士出國去傳教。為了要去傳教，我需

要一本護照，其費用為250美元。

為了掙錢，我和爸爸買香蕉。有些村

莊香蕉的產量很大：如提莎波波，蘆

蘇窟和卡曼達。

從這裡到提莎波波約9英里（14.5公
里），到蘆蘇窟為18英里（29公里），

到卡曼達也是18英里（29公里）。我們
去那裡買香蕉，再運回這裡賣。

我們騎自行車去這些村莊，我們一次

可帶四到六串香蕉。

如果自行車沒有出問題，且我有體

力，當我騎自行車去時，平均單趟約

需要一個半小時。當正午熱氣逼人

時，我騎得很慢，因為太陽太大太

熱。

如果我每天很早起床，我每天可以來

回兩趟。這是一個幫助我支付護照費

用的好方法。

現在我仍在一分一毫的賺錢及存錢，

準備將來的就學和傳道基金。經過四

年的工作，我現在有足夠的錢支付我

的護照費，外加70美元的存款。

回到第16頁。 「我們要在平凡中見

真奇，轉失敗為成

功，我們的目標是要

達到自我的巔峰。神

賜我們的最大的恩賜

之一就是從不斷嘗試

中得到快樂，因為失

敗 並 不 能 決 定 一

切。」

多馬·孟蓀，「內在的意

志力」，1987年7月，聖
徒之聲，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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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啊，你還不了解；

你以為不用思考，只

要向我祈求，我就會

給你。

「但是，看啊，我對

你說，你必須先在意

念中仔細研究；然後

求問我那是否是對

的，如果那是對的，

我會使你胸中燃燒；

這樣，你就必覺得那

是對的。

「但是，如果那是不

對的，你就不會有這

種感覺，但是你將思

想恍惚，使你把錯誤

的事情忘掉。」

教義和聖約9：7–9

7：解決問題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完成的某項困難任務。

天父為什麼讓我們自己面對問題及挑戰？

「更大的卡車？」，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影
片嗎？閱讀第19頁。）

這個故事真正的問題是什麼？這兩個人還可以怎麼做呢？

教義和聖約9：7–9，以及羅拔·海爾斯長老所講的話（右
欄）

活動

步驟1：選擇一位夥伴，並閱讀下列步驟。

步驟2：選一個你正面臨的問題，寫在下面。

步驟3：把每個步驟應用到你的問題上。

找出：○

研究對策：○

決定並行動：○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主期望我們去解決

自己的問題。……我

們是會思考推理的

人，我們有能力去找

出我們的需要，去計

劃，訂立目標和解決

我們的問題。」

參閱羅拔·海爾斯，「每

樣好的恩賜」，1984年
12月，聖徒之聲，第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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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有這麼大的

能力，又在人類兒女

中行了那麼多奇蹟，

難道祂不能指示我造

一艘船嗎？」

尼腓一書17：51

更大的卡車？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達林·鄔克司長老：有兩個人合夥做

生意。他們在一條繁忙的路旁搭了個

小攤位，合買了一台卡車，開到農夫

的果園，買了一車的香瓜，一個一塊

錢。他們把滿載香瓜的卡車開回到路

旁的攤位，在那裡以一個一塊錢的價

格出售。然後他們又開車到農夫的果

園，再買一車的香瓜，價錢也是一個一

塊錢。他們把這些香瓜載回攤位，再次

以一顆一塊錢的價格出售。當他們又一

次開車前往果園買香瓜時，其中一位合

夥人對另一位說：「我們這生意沒賺多

少錢，對吧？」他的夥伴回答說：「我

們是沒有賺到什麼錢。」「你想我們是

不是需要一台更大的卡車？」

（「焦點與優先順序」，2001年7
月，利阿賀拿，第99頁）

回到第18頁。

尼腓一書17：51和尼腓一書18：2–3（右欄）

尼腓是如何能造船的？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按照在活動中討論的步驟行動，開始解決你的問題。記住，

不要放棄。解決問題和作改變是需要時間的。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解決問題的部分。

閱讀：

討論：

承諾：

「我，尼腓，不照世

人所知的方式處理木

材，也不照世人的方

式來造船；而是遵照

主向我顯示的方式來

建造，所以，不是照

世人的方式。

「我，尼腓，經常上

山，也經常向主祈

禱；所以，主向我顯

示偉大的事。」

尼腓一書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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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為同胞服務時，

只是在為你們的神服

務而已。」

摩賽亞書2：17

8：合一，一起服務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做了哪件有助於解決問題的事。

為何忘掉自己為人服務確實能拯救我呢？

「以主的方式」，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影片
嗎？閱讀第21頁。）

為別人服務如何能在你生活中打開「天上的窗戶」？

有些人覺得他們該得其他人所擁有的東西，因而忿忿不平。有

些人覺得自己有資格得到尚未獲得的東西。這兩個陷阱讓人們

看不到一項基本的真理：一切事物都屬於神。為別人的需求著

想可以克服忿恨與不勞而獲的心理。閱讀摩賽亞書2：17，摩
賽亞書4：26，以及戈登·興格萊會長所講的話（右欄）。

活動

步驟1：全組想一想有誰需要幫助。

步驟2：討論你們可以提供的才能、聯絡人和資源。

步驟3：擬定計畫去為這個人服務。例如，你可以：

在社區中執行一個服務計畫。

用我的家庭：讓我們凝聚在一起的故事小冊子來寫你的家

譜。然後去聖殿，為已逝的家族成員執行神聖教儀。

幫助其他也在邁向自立道路上的人。

羅拔·海爾斯長老和多馬·孟蓀會長所講的話（下頁右欄）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將你為人服務的計畫付諸行動。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服務的部分。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閱讀：

承諾：

「為了……使你們每

天都能保有罪的赦

免，……我希望你們

按照自己所有的，把

財物分給窮人，如給

飢餓的人飯吃，給無

衣蔽體的人衣穿，探

訪病人，按照他們的

需要，給他們在屬靈

與屬世上的援助。」

摩賽亞書4：26

「各位團結一致時將

發出無限的力量，完

成一切所希望成就

的。」

戈登·興格萊，「母親

們，你們最大的挑戰」， 

2001年1月，聖徒之聲，
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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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世和屬靈的自立都

是在幫我們穩固自己，

進而幫助有需要的人。

」

羅拔·海爾斯，「記得

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聖

餐、聖殿及為人服務所做

的犧牲」，2012年5
月，利阿賀拿，第36頁

以主的方式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亨利·艾寧會長：教會福利計畫的基

本原則不但適用於一時一地，更能跨

越時空，放諸四海。……

……在這個計畫中，做法是明確的：

積累多的人要謙抑自己去幫助那些有

需要的人。富足的人要自願犧牲自己

的舒適、時間、技能和資源，以減輕

有需要人的苦難。幫助的方式是讓受

助者增強照顧自己的能力，以及之後

照顧其他人的能力。以主的方式完成

這些事時，神奇的事就會發生，施助

者 與 受 助 者 都 會 蒙 受 祝 福 。

（Adapted○ from○an○address○given

by○President○Eyring○at○the○dedication
of○ the○ Sugarhouse○Utah○Welfare
Services○Center,○ June○2011,○LDS.
org）

迪特·鄔希鐸會長：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已立下聖約，要敏於覺察他人的

需要，像救主那樣服務，去援助、造

福及鼓舞周遭的人。

通常，我們不是在跪下祈禱時得到答

案，而是起身去為主和周遭的人服務

時得到答案。無私的服務與奉獻可以

淬煉靈性，除去遮蔽我們靈性之眼上

的鱗片，並為我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我們成為某人禱告的答覆時，也往往

能找到自己禱告的答案。

（「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等待」，○

2011年5月，利阿賀拿，第76頁）

回到第20頁。

「當我們互相合作地

工作時，……任何事

情都可以完成。我們

這麼做時，會減少一

人孤軍奮戰的缺點，

取而代之的是眾人一

同服務的力量。」

多馬·孟蓀，“CHURCH 
LEADERS SPEAK OUT 
ON GOSPEL VALUES,” 
Ensign, May 199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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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藉著臨到你並住

在你心中的聖靈，在

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訴

你。」

教義和聖約8：2

9：溝通：求問與聆聽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如何為某個人服務。

天父曾於何時回答我的祈禱？

「營造一股提升力」，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
影片嗎？閱讀第23頁。）

我們要如何辨認祈禱的回答？聆聽為何是祈禱的要素？

教義和聖約8：2以及羅素·納爾遜會長所講的話（右欄）

聆聽為何是一項重要的技巧？仔細聆聽對我們的工作有何幫

助？

活動

步驟1：全組一起閱讀下列步驟，並簡短討論其內容。

步驟2：請一或二位組員講述他們的挑戰或問題。其他人依照下列步驟試著聆
聽。

步驟3：講完後，請該組員說說看到其他人都認真聆聽時內心的感受。

➊
專注

○ 注意說話者的話語及肢體
語言。

○ 不要打岔。
○ 不要閱讀手機信息，也不
要用手機傳送信息。

➋
欣賞

○ 看著說話者。
○ 不時點頭稱是。
○ 感謝說話者。

➍
詢問

○ 問：「我是否了解？」
○ 聆聽，並等待答案。

➌
複述

○○ 說：「所以你是說……」
○ 然後複述你所聽到的。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討論：

「你的靈魂必因學習

傾聽而蒙福，然後你

要從傾聽孩子、父

母、配偶、鄰人、教

會領袖的話中學習，

這一切都會增加你聽

取來自高天教訓的能

力。」

羅素·納爾遜，「從傾聽

中學習」，1991年7
月，聖徒之聲，第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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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垂聽祂兒女在世

界各地的祈禱，聽到

他們祈求能有食物可

吃，能有衣服蔽體，

也祈求有能力養活自

己，保有尊嚴。」

亨利·艾寧，「行善的機

會」，2011年5月，利阿
賀拿，第22頁

營造一股提升力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迪特·鄔希鐸會長：為了使飛機離開

地面，必須先製造一股提升力。在航

空動力學上，空氣通過飛機的機翼

時，機翼下方的壓力大過機翼上方的

壓力，就會產生提升力。一旦這種向

上的提升力大過地心引力的下拉力

量，飛機便離開地面，凌空起飛。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在靈性生活

裡營造一股提升力。一旦驅策我們接

近天國的力量大過拖曳我們向下沉淪

的誘惑與憂傷，我們便能向上提升，

高飛到聖靈所在的境地。

雖然有許多福音原則都能提升我們，

但我想特別強調其中一項。

祈禱！

祈禱是提供提升力的一項福音原則；

祈禱有力量讓我們超越世俗的煩憂，

祈禱讓我們飛越絕望與黑暗的雲層，

迎向明亮清晰的地平線。

身為天父的兒女，我們擁有的一大祝

福、特權和機會是能透過祈禱與祂溝

通。我們能向祂傾訴自己生活上的經

歷、考驗和祝福；在任何時間及任何

地方，我們都可以傾聽並接受從聖靈

而來的天上指引。

（見迪特·鄔希鐸，「祈禱與藍色地

平線」，2009年6月，利阿賀拿，第
3-4頁）

回到第22頁。

亨利·艾寧會長和羅拔·海爾斯長老所講的話（右欄）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每日早晚作個人和家庭的祈禱。每次作完禱告後，花時間虔

敬地聆聽，以尋求指引。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溝通的部分。

閱讀：

承諾：

「我們必須向天父求

助，尋求祂的兒子耶

穌基督的贖罪所帶來

的力量。〔這〕能讓

我們在屬靈和屬世上

成為未雨綢繆的供應

者，養活自己和他

人。」

羅拔·海爾斯，「在屬靈

和屬世上成為未雨綢繆的

供應者」，2009年5
月，利阿賀拿，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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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信要誠實。」

信條第13條

10：展現正直

與小組簡短分享你上週祈禱所獲得的答案。

主為何愛那些「心地正直的」人？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
（沒有影片嗎？閱讀第25頁。）

正直是什麼意思？人們常會為了得到今生中的某些東西而在哪

些小地方出賣自己的靈魂？

信條第13條，以及約伯記27：5（右欄）

活動

請各自在下列項目給自己評分：

在各題前面填上代表頻率的數字。

1=從不，2=有時，3=經常，4=總是

_______1.○我履行所有的保證、承諾及聖約。

_______2.○我所說的話及所寫的紀錄都是完全真實的。

_______3.○我不會誇大事物，讓它們看起來比原本的好。

_______4.○我會歸還所借的東西，而且不會拿不屬於我的東西。

_______5.○我對配偶所說的話及行為都是真心的。

_______6.○即使我知道我不會被逮到，我也絕不欺騙。

_______7.○當我發現不屬於我的東西時，我會還給失主。

_______8.○我借的錢一定歸還。

閱讀摩賽亞書4：28（右欄），以及約瑟·胡適令長老所講的
話（在第25頁）。為什麼償還債務、事業或學生貸款（如永
久教育基金貸款）跟個人的正直有關？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改進你剛才評分的其中一個項目。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正直的部分。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討論：

承諾：

「我至死必不以自己

為不正！」

約伯記27：5

「希望你們記住，你

們無論誰向鄰人借了

什麼，都要照協議歸

還所借的東西，否則

你們就犯了罪；或許

你們因而也使鄰人犯

罪。」

摩賽亞書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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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就是不管結果

如何，依義而行，樂

善好施；不只是行為

正義而已，更重要的

是靈魂深處真正渴望

追求正義。……撒點

小謊、作點弊、佔一

個小便宜都是主所不

喜悅的事。……正直

的最高酬賞就是經常

有聖靈為伴。……○

〔祂會〕在我們所做

的一切事上引導我

們。」

約瑟·胡適令，「正直」， 

1990年7月，聖徒之聲，第
31-33頁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羅伯特·蓋伊長老：救主曾經向祂的

門徒提出這個問題：「人還能拿什麼

換生命呢？」

這是我父親多年前教我仔細思考的一

個問題。小時候，我的父母就會指派

我做一些家事，然後按照我的工作付

給我零用錢。我每個星期會有比五毛

多一點點的錢，我常把這些錢拿來看

電影。那個時候，11歲的孩子看電影
只要兩毛半。這樣，剩下的兩毛半可

以讓我買每塊五分錢的糖。有電影看

還有五塊糖可以吃！沒有比這更好的

事了。

一切都沒有問題，直到我12歲的時
候。一天下午，我正排著隊，發現12
歲的票價是三毛半，也就是說我要少

吃兩塊糖了。我還沒有準備好作這樣

的犧牲，所以就在心裡對自己說：

「你看起來跟上個禮拜沒什麼差別。」

接著我便走上前買了一張兩毛半的

票。於是我買了平常會買的五塊糖，

而不是三塊糖。

我為自己的投機取巧沾沾自喜，之後

便很快衝回家，想告訴爸爸我如何大

賺一筆。我急切地告訴他所有的細

節，他則一語不發。我講完之後，他

只是看著我，然後說：「兒子，你會

為了一毛錢出賣你的靈魂嗎？」他的

話讓12歲的我深感內疚。這是我永遠
不會忘記的教訓。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2012
年11月，利阿賀拿，第34頁）

回到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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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要勤奮尋求

並互相教導智慧的言

語；是的，你們要從

最好的書中尋求智慧

的言語；藉著研讀也

藉 著 信 心 尋 求 學

識 。 … … 建 立 一

所……學習之家。」

教義和聖約88
：118-119

11：尋求學識：決定你的目標和方法

簡短分享你上週展現正直的一個經驗。

學識如何能創造機會？

「為更好的生活接受教育」，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
（沒有影片嗎？閱讀第29頁。）

約瑟·希塔提長老在13歲時想要得到什麼？他為此採取了什
麼行動？

教義和聖約88：118-19，以及戈登·興格萊會長所講的話（
右欄）

聖靈給了你哪些改善生活的想法和感覺？

活動——建立「人生的使命」

步驟1：閱讀亨利·艾寧會長所講的話（在第27頁）。主對你有一個計畫。
祂賜給你特別的恩賜和才能，讓你能成為祂希望你成為的那種人。你只要勤

奮尋求了解並服從祂對你的旨意，便能履行你在世上的使命。

步驟2：回答下列問題，寫下你對「今生的使命」的願景。下個星期你會有機
會與小組分享你「今生的使命」。

我今生的使命

我期望自己五年後有什麼成就？

為什麼？

為了達到目標，我需要具備哪些技能、知識或經驗？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沉思：

承諾：

「我們都應勇敢地接

受挑戰，無論在商

場、科學界、政壇、

音樂界、教育界或任

何正當的行業中貢獻

一己之力。不管從事

什麼行業，我們都應

手腦並用，精益求

精，造福人群。」

戈登·興格萊，「造在山

上的城市」，1990年7
月，聖徒之聲，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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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求聖靈讓你知道

主要你做什麼，然後

訂立行動計畫，答應

祂你會服從。下定決

心去執行，直到完成

祂要你做的事為止。

然後，在祈禱中……

祈求能知道下一步該

做什麼。」

亨利·艾寧，「十分勤奮

地執行」，2010年5
月，利阿賀拿，第63頁

完成以下有關目標和指導員的活動。

寫完你「今生的使命」，與家人分享。

請一個人當你的指導員，並約一個時間見面。

活動——建立目標

步驟1：閱讀豪惠·洪德會長所講的話（右欄）。透過目標，我們將希望化為
行動。

目標應該要：

1. 明確且可加以評量。
2. 寫下來，放在每天至少會看到的地方。
3. 設定完成的時間。
4. 有完成目標的具體行動。
5. 時常檢視、回報並更新。

步驟2：在另外一張紙上，寫下能幫助你達成今生使命的兩、三項目標。如下
列範例所示。把這張紙貼在每天會看到的地方。

目標 為什麼？
達成目標的明

確步驟
時間表

我要向誰回報

進度？

範例：每天閱

讀摩爾門經30
分鐘。

這樣才能每天

接受來自聖靈

的指引。

1.每天早上6：
30起床。
2.在早餐之前
閱讀。

3.在表格上記
錄我的進度。

每天晚上睡覺

以前，我會評

估我的進度。

每個星期日，

我會和家人分

享 我 的 進 度

表。

活動——尋找指導員。

步驟1：閱讀羅拔·海爾斯長老的引文（右欄）。指導員有很多種。你可能需
要的是經驗老到、能夠回答問題、做過你想做的事情的人。有的指導員可能

是為人正義的朋友或家人。這些人要願意花時間來鼓勵你在生活中做出改變，

並讓你對自己的進步負責。

步驟2：想一想你需要哪一種幫助。寫下可以當你指導員的人。為名單上的名
字沉思並祈禱。

步驟3：回答下列問題，建立指導員的關係。若要邀請某人當你的指導員，你
可以很簡單地問，「我努力嘗試要改變我的生活。你願意幫助我嗎？

「這是悔改的福音，

我們都需要悔改及解

決問題。悔改、立下

承諾及設定目標的確

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

程。……我建議各位

都這麼做。」

豪惠·洪德，“THE 
DAUNTLESS SPIRIT OF 
RESOLUTI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DEVOTIONAL, Jan. 5, 
1992), 2, speeches.
b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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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尋求學識

「我還是年輕成人的時

候，我會從父母和我

信賴的顧問那裡尋求

忠告。其中一位顧問

是聖職領袖，另一位

是對我有信心的教

師。……要透過祈禱

選擇會關心你的靈性

福祉的指導員。」

參閱羅拔·海爾斯，「面

對今日世上的種種挑戰」， 

2015年11月，利阿賀拿，
第46頁

我的指導員

你希望誰來當你的指導員？

你會何時請他或她來當你的指導員？

你們何時可以見面分享你「今生的使命」及目標？

你希望與指導員會面的頻率？

步驟4：記住，你要為自己「今生的使命」負責。與指導員會面時：

檢視你的進度。

討論有哪些困難阻礙了你的進步，以及你打算如何克服。

下次與指導員會面前，確實地檢討規劃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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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的生活接受教育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約瑟·希塔提長老：我13歲的時候，
住在肯亞很偏僻的一個地方。人人物

資匱乏。但是那些看來買得起讓人羨

慕的東西的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

人。我了解到，教育是過更好生活的

關鍵。

我心中不斷浮現一個想法，要去跟我

想就讀的學校的校長談一談。我需要

騎上父親的單車才能踏上這趟耗時半

天的旅程。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村

子。我不太會說英語，而那位校長是

個白人。我從來沒有遇過白人，也沒

有直接跟白人說過話，一想到這個就

令我怯步。

但我心裡有個聲音一直催促我，告訴

我應該這麼做，於是我出發去拜訪那

位校長。當我看著他的時候，看得出

來他對我這個小男孩像軍人一樣挺直

地站在他面前感到相當驚訝。他慈祥

的眼神，給了我勇氣。我告訴他，我

真的很想到他的學校就讀，如果他能

接受我，我會非常開心。然後他說：

「嗯，等考試成績出來後再說吧。」

我說：「謝謝你，校長。」不到四分

鐘，我就離開了辦公室。

在他辦公室的那四分鐘是我人生最關

鍵的時刻。我是小學中唯一被當地最

好的學校錄取的學生。這位善良的先

生給了我機會，讓我非常感激，這件

事激發了我要成為班上最好學生的志

向。

那為我開啟了新的契機，讓我能進入

另一所好學校，並準備唸大學。教育

讓我有機會在大學中遇到我的妻子，

也讓我能夠在城裡找到一份工作。我

們住在奈洛比時，遇到一對夫婦傳教

士。他們邀請我們到他們家參加有教

會成員參與的聚會。當時我要是不在

奈洛比，可能就永遠遇不到福音了。

擁有穩定的工作讓我能夠在教會服

務。

我見證教育是能夠自立的關鍵。它會

為你開啟許多在屬世上供養自己的方

法，讓你在靈性上也能自立。

回到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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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職的各項教儀

中，都顯示了神性的

能力。」

教義和聖約84：20

12：接受聖殿教儀

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分享你「今生的使命」。

對你來說，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做最重要的事」，可在srs.lds.org/videos取得。（沒有影
片嗎？閱讀第31頁。）

有哪些無足輕重的小事使我們分心而無法進步？福音教儀如何

能幫助我們？

教義和聖約84：20，以及培道·潘會長所講的話（右欄）

在我們學習自立的過程中，為什麼符合聖殿的配稱標準是很重

要的？

活動

步驟1：和夥伴一起，讀昆丁·柯克長老所講的話（下頁右欄）和下列經文。
把應許給在聖殿中崇拜的人的祝福劃下來。

「因此，在聖職的各項教儀中，都顯示了神性的能力。」（教約84：20）

「好使他們在您裡面成長，獲得聖靈的充滿，按照您的律法組織起來，準

備好獲得一切必需的事物。」（教約109：15）

「好讓您人民中的任何人違誡時，都能迅速悔改並回到您那裡，在您眼裡蒙

恩，並恢復您已按立要傾注的祝福，到將在您家宅中崇敬您的人身上。」

（教約109：21）

「神聖的父，我們祈求您，使您的僕人能以您的能力武裝起來，從這家宅

出去，使您的名能在他們身上，您的榮耀在他們四周，您的天使負責照顧

他們。」（教約109：22）

「神聖的父，我們祈求您，……使為攻擊他們而造的武器沒有一樣能成○

功。」（教約109：24-25）

步驟2：請各自沉思：「我的生活需要做什麼改變，好讓我可以更常參與聖殿
教儀？」

報告：

沉思：

觀看：

討論：

閱讀：

討論：

「我們參與聖殿的神

聖教儀事工時，主必

將祝福我們。聖殿事

工的祝福不會只限於

在聖殿所作的服務，

我們將在所有事上都

蒙受祝福，且有資格

蒙主來照顧我們在屬

靈和屬世兩方面的事

情。」

培道·潘，THE HOLY 
TEMPLE (198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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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重要的事

若無法觀看本影片，請讀出此腳本。

旁白：有一架飛機在一個十二月的黑

夜，墜毀在佛羅里達州，有100多人
罹難，它只差20英里的距離就可平安
降落。

迪特·鄔希鐸會長：當意外發生後，

調查人員試圖找出原因。起落架確實

已經放下，飛機的機械狀況一切完

好。所有的裝置都正常運作，除了一

顆燒壞的燈泡之外。這顆大約價值20
分美金的小燈泡，引發了一連串的事

件，最後導致100多人罹難的悲劇。

當然，壞掉的燈泡並沒有直接導致這

場意外事故，意外的發生是由於機組

人員將焦點放在當時似乎是最重要的

事上，而忽視了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這種專注在無足輕重的小事而忽視大

事的傾向，不只發生在飛行員身上，

也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我們都處

於危險之中。……你的心思是否專注

在那些轉瞬即逝、一時有利的事物？

還是你會把心思放在最重要的事情

上？

（「我們現在辦理大工，不能下○

去」，2009年5月，利阿賀拿，第
59-60頁）

回到第30頁。

承諾在這一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方格中打

勾：

如果你有聖殿推薦書，請訂下一個日期前往聖殿。

如果你沒有聖殿推薦書，請與你的主教或分會會長面談，討

論你要如何作準備來接受自己的聖殿教儀。

與家人或朋友分享你今天學到關於聖殿教儀的部分。

翻到第32頁，檢視你接下來的步驟。

承諾： 「我們應該好好研讀

教義和聖約第109篇，
並遵從〔豪惠·〕洪

德會長的勸誡，『要

將聖殿視為〔我們〕

成員身份的偉大象

徵』。」

昆丁·柯克，「看見自己

在聖殿裡」，2016年5
月，利阿賀拿，第99
頁；引述自總會會長的教

訓：豪惠·洪德（2015
），第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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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心愛的弟

兄們，你們踏上這

條……路後，我要問

是否一切都做好了

呢？看啊，我告訴你

們，沒有，因為你們

還沒有到這程度，除

非你們已根據基督的

話，以對祂不可動搖

的信心，完全依賴那

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

勞。……你們必須對

基督堅定不移，……

努力前進。」

尼腓二書31：19-20

在你的邁向自立之路上繼續前進

恭喜你！在過去的十二週裡，你已經養成新的習慣，也變得更

自立了。主希望你繼續加強這些能力，並培養其他新的能力。

只要我們祈禱並傾聽，聖靈就會讓我們知道生活中還有哪些事

情需要改進。

我們在邁向自立之路上還可以做哪些事情？我們要如何繼續互

相幫助？

承諾在接下來的12週中採取以下行動。完成該承諾後，就在
方格中打勾：

檢視並繼續奉行這12項原則及自立的習慣。

與他人分享你所學到關於自立的部分。繼續幫助你的組員，

或擔任新的自立小組的輔導員。

參加另一個自立小組，加強自己的能力。

研讀下列自立的教義原則。

自立的教義原則

自立是一項誡命。

主的目的是要供應衪的聖

徒，而衪擁有一切能力可

以做到這一點。

屬世和屬靈是一樣的。

教 義 和 聖 約 7 8： 1 3 -
14；摩西書2：27-28

教義和聖約104：15；約
翰福音10：10；馬太福音
2 8： 1 8； 歌 羅 西 書
2：6-10

教義和聖約29：34；阿爾
瑪書34：20-25

閱讀：

討論：

承諾：

「主是那麼地關心我

們，祂給予我們服務

的指引，以及培養自

立的機會。祂的原則

始終如一、永不改

變。」

馬文·艾希頓，“GIVE
WITH WISDOM THAT
THEY MAY RECEIVE
WITH DIGNITY,”
Ensign, Nov. 198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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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信

我，○ ，參加了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所提供的

自立小組課程，並已完成下列結業的必要條件：

12堂課程中，我出席了至少10堂的課程。

我練習了所有12項原則並教導家人這些原則。

我完成了一項服務活動。

我已練習並奠立自立的技巧、原則及習慣的基礎，並會終生持續善加運用。

參與者姓名○ 參與者簽名○ 日期○

我確認參與者已完成上述必要條件。

輔導員姓名○ 輔導員簽名○ 日期○

註：後期聖徒商學院的證書可能稍後由支聯會或區會自立委員會頒發。

你會繼續你的邁向自立之路嗎？

「因此，你們應當是怎樣的人呢？我實在告訴

你們，應當和我一樣。」

尼腓三書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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