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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爐邊聚會輔導員的指示每次都會出現在紫色的方塊裡。主持爐邊聚會如需額外

協助，見第13頁。

如何使用這本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是以爐邊聚會形式來設計的，但也可用於其他團體或個人

的場合，包括：

○ 第五個星期日的課程。
○ 定額組或慈助會的聚會。
○ 家中。
○ 其他適當場合。

當你看到這些提示時，請依照指示進行

閱讀 觀看 討論 沉思 活動

請一人為大家讀出

來。

所有人觀看影片。 以小組（2-8人）
為單位，分享約

2-4分鐘的感想。

個別沉思並靜默撰

寫2-3分鐘。
以 個 人 或 小 組

（ 2 - 8人）為單
位，在指定時間內

進行。

邁向自立之路爐邊聚會不應超過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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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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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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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自立之路

著手開始

1.	以祈禱開始（也可以唱聖詩）。

2.	支聯會會長團的一員可作3到5分鐘的介紹和見證。

3.	支聯會自立委員會的一員邀請大家翻到小冊子第2頁，當委員
會成員讀出以下三段時，他們要跟著閱讀。

輔導員： 

歡迎參加邁向自立之路爐邊聚會，這個聚會的目的是幫助你了解更加

自立的理由和方法。我們會分組來討論原則，一起閱讀、沉思和寫下

感想，而不是由演講者向大家講介。

這個經驗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主指出做哪些事能變得更像祂時，你將

透過聖靈而得到提醒。鼓勵你在接受到這些提示時，將它們寫下來，

並據以採取行動。

聚會結束時，你會受邀選擇能幫助你達到以下目標的一個自立小組：

○ 找到工作，或改善目前的工作
○ 妥善管理個人及家庭財務
○ 選擇一條教育管道，並且在學校裡有良好表現
○ 發展個人小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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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彼此先認識一下。

請各桌參與者向同桌其他人簡單地介紹自己。每個介紹不要超過

30或40秒。
輔導員： 

何謂自立？

自立計畫的目的是幫助個人自助而變得自立，自立不僅是有好工作，

有食物儲藏，或銀行裡有存款，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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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應被推崇為他們生活的至高準則（指導

手冊第二冊：管理教會〔2010〕，6.1.1）。

自立的人有何特質？自立的人如果有工作，能滿足自己所需，還會依

賴政府或教會的援助嗎？

討論：

自立是救恩的必要條件

多馬·孟蓀會長教導：「讓我們學會自立與獨立。沒有其他原則可以

讓我們得到救恩」（“Guiding Principles of Personal and Family Wel-
fare,” Ensign, Sept. 1986, 3; quoting Marion G. Romney, 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76, 167）。

你更自立以後，會如何變得更像天父？討論：

閱讀：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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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和屬世是一體的

團體活動（3- 4分鐘）

討論屬世和屬靈的一些生活所需，把答案寫在下面。

屬世生活所需 屬靈生活所需

迪特·鄔希鐸會長教導：「屬世和屬靈就像硬幣的兩面一樣，是密不

可分的」（「主的供應方式」，2011年11月，利阿賀拿，第53頁）。
主在經文中宣告：「對我來說，所有的事物都是屬靈的，我從未給你

們屬世的律法」（教約29：34）。

找到工作和謀生何以既是屬世又是屬靈的事？討論：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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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屬世和屬靈的自立程度如何？

個人活動（5分鐘）

自立需要能力、決心和努力。在最能描述你的方格內打勾，請獨立作答。要誠實面對

自己。如果在公開場合作答讓你感到不自在，可將答案遮住。

從未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我具備的技能可供應自己所需。

我作預算，並加以執行。

我存錢。

我沒有負債（教育或住屋除外）。

我的生活以要事為重。

我每日祈禱並研讀經文。

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聖靈的提醒。

我繳付什一奉獻與禁食捐獻。

我每週領受聖餐。

我配稱持有聖殿推薦書。

我有工作，可供應自己所需。

我不需要依賴政府補助就能滿足自己所需。

我每個月付租金或貸款。

我有足夠的醫療照顧。

我的子女能夠接受教育。

我能在他人有需要時提供服務。

為了能自立，你還需要作其他哪些改變？你作了以上的改進後，

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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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更自立？

1.主能幫助你更自立

「我會供應我的聖徒」，可在srs .lds .org/ videos取得。（沒有影片嗎？
繼續閱讀。）

團體活動（5分鐘）

以下是迪特·鄔希鐸會長在影片中提到的信函：

團體：

1. 輪流讀出各段。

2. 針對各段，進行以下事項：
○ 將總會會長團應許的特定祝福劃下來。
○ 把要得到那些祝福所必須做的事圈出來。
○ 簡短討論你所學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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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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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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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能做哪些事情來獲得總會會長團應許的「更大的希望、平

安和進步」？

沉思：

2.經文能幫助你自立

只要我們運用對主的信心，祂就會用許多方法來幫助我們，其中一個

工具就是經文。先知尼腓教導：「要飽享基督的話；因為看啊，基督

的話必指示你們所有當做的事」（尼腓二書32：3）。

經文曾在何時為你們的生活提供個人指引？討論：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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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活動（5- 7分鐘）

我們今日有摩爾門經為工具，只要將摩爾門經的章節比作對我們生活說的話，就會獲

得所有必要的指引。團體一起閱讀和討論以下先知和使徒所說的每一段話。把研讀與

應用經文的應許祝福劃下來。

亨利·艾寧：「從經文中學習該做哪些事，會讓事情大為不同。……我們會在經

文裡找到答案。主似乎早已預見我們所有人的問題與需求，祂把要給我們的幫助

都放在經文裡，只要我們查考就能獲得」（「談談經文研讀」，2005年7月，利
阿賀拿，第10頁）。

培道·潘：「如果我們認識啟示，那就沒有任何一個重大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因應

的」（“Teach the Scriptures,” Teaching Seminary Preservice Readings Religion 370, 
471, and 475 [2004], 75）。

李察·司考德：「我們每天生活中所面對的問題，摩爾門經都有答案」（“The 
Power of the Book of Mormon in My Life,” Ensign, Oct. 1984, 10）。

羅素·培勒：「就我所知，摩爾門經是所有書籍中最能給日常生活難題提供解答

的資源」（「我們的見證」，1989年12月，利阿賀拿，第13頁）。

羅素·納爾遜：「你想要改掉壞習慣嗎？你想要改善家庭關係嗎？你想要增強個

人靈性的力量嗎？讀摩爾門經吧！它會讓你與主耶穌基督和祂博愛的力量更加接

近」（「對摩爾門經的見證」，2000年1月，利阿賀拿，第84頁）。

我在努力變得更加自立時，做哪些事能讓我從經文獲得更多的個

人指引？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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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入自立小組能幫助你著手開始

你將有機會加入貴支會或支聯會的自立小組，來幫助你更加自立。自

立小組由一群人所組成，聚在一起學習和應用就業、教育及財務等實

用技能。

自立小組一般每星期聚會兩小時，為期三個月，和這個爐邊聚會遵循

的是同樣的程序。小組成員一起閱讀和討論，完成活動，並且個別沉

思，好讓聖靈能啟發他們，知道如何採取行動。

自立小組不同於教會大部分的班級，它沒有教師！而是以議會的方式

運作，以聖靈為教師。小組成員一起商議，學習新技能，解決問題，

承諾要在一週當中做到某些事情，並且報告進度。

小組成員也在一起合作時，培養堅強的友誼，感受神的愛。加入小組

不僅自己受益，也使你在幫助他人邁向自立的路上，提供美好的服務。

「小組的力量」，可在srs .lds .org/ videos取得。（沒有影片嗎？繼續閱
讀。）

可以的話，邀請一位參加過自立小組的人簡短地分享經驗（最多

三分鐘）。

輔導員： 

你應該參加哪一個自立小組？

「選擇一個自立小組」，可在srs .lds .org/ videos取得。（沒有影片嗎？
閱讀第11頁的小組簡介。）

閱讀：

觀看：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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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活動（3- 4分鐘）

閱讀以下敘述，把最適合你的敘述圈起來，請獨立作答。各小組的簡介在第11頁。

找到更好的

工作

個人財務 為更好的工

作接受教育

創業及發展

事業

1. 我急需金錢。 ✓
2. 我失業中。 ✓
3. 我需要更好的工作。 ✓
4. 我想存錢。 ✓
5. 我想清償債務。 ✓
6. 我想為將來作好財務準備。 ✓
7. 我需要接受教育或訓練，以便找到更好的工作或
轉行。 ✓

8. 我在選擇教育管道方面需要有人協助。 ✓
9. 我想在學校裡有良好表現。 ✓
	10. 我想更了解教會教育相關課程，如「教育途徑」

（見第12頁）。 ✓
	11. 我目前有事業。 ✓
	12. 我有創業資源。 ✓
	13. 我在創業期間能夠支付自己的開銷。 ✓
	14. 我想增加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 ✓ ✓ ✓

在生活中作改變是需要信心和努力的。為了使自己進步，你需要全力

做到下列事項：

○ 每週參加（一般每週2小時，為期3個月）。
○ 在一週當中，做到所承諾的事。
○ 鼓勵小組中其他人也達成目標。
○ 每週在小組會議之外，要做大約4到10小時的功課。

哪個小組最適合我的情況？為了更加自立，我願意作這些承諾嗎？
沉思：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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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簡介

在四個自立小組中，每個小組成員都要研讀並練習邁向自立的基礎小

冊子中的原則。每次開小組會議以前，就要完成這件事，因為無論小

組成員選擇什麼樣的路，學習這些基礎原則和技能對屬世和屬靈的進

步都有所幫助。小組成員會更相信耶穌基督有能力供應他們所需。他

們也會練習到時間管理、溝通和解決問題等生活方面的技能。

找到更好的工作

針對的是正在找工作或找更好工作的人。小組成員會學到如何辨認機

會，建立人脈，以專業方式呈現自己，並為求職面談作準備。他們也

會在聯絡人和面談方面訂立目標。

個人財務

針對的是想要妥善管控自己財務的人。小組成員會學到如何清償債務，

避免陷入財務困境，並且投資未來。他們會制定財務計畫，按照預算

執行。鼓勵配偶也一起參加。

為更好的工作接受教育

針對的是需要額外教育或訓練以獲得工作的人。小組成員會收集資料，

擬定並提出就業和教育計畫，也會每週花時間練習技巧，幫助他們成

為更有效率的學習者。

創業及發展事業

針對的是已擁有個人事業或有創業資源的人。小組成員會學到成功的

小型企業家所需的特質和技能。他們會練習記帳、行銷及現金管理。

他們要去訪問企業主、顧客和供應商，並擬定計畫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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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個小組

自立委員會的一員現在會安排你加入其中一個自立小組。一旦選定小

組，就填寫以下資料。

我的自立小組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輔導員姓名：

電話號碼：

請主領的持有權柄人員分享簡短的見證。

以祈禱結束。

輔導員： 

CES的教育機會

教會教育機構（CES）提供學費低廉的教育機會，引領找到更好的工作，包括：

○ 後期聖徒商學院線上微課程和訓練，幫助你取得某一特定工作的資格，提升目前的就業狀況，或者取得證

書。課程從15分鐘到12週不等，並且能保證獲得求職面談。

○ 「教育途徑」是為期一年期的課程，幫助你準備好進入或重返大專就讀。學生修習線上課程，並參加當地

的學習聚會。完成後，學生可以在當地學校、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或後期聖徒商學院繼續取得證書或學

位。上「教育途徑」課程需要有中等程度的英文能力。

如欲找出貴地區有哪些教育機會，請造訪churcheducation.l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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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舉辦邁向自立爐邊聚會

給支聯會自立委員會的指示

○	自己要讀完並完成這本小冊子。
○ 為參與者訂購足夠的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store .lds .org）。
○ 為參與者準備足夠的筆或鉛筆。
○ 在康樂廳擺放足夠的桌子。
○ 請自立委員會的成員在每個門口歡迎來參加的人，並到各桌和參
與者一起討論。

○ 可以的話，邀請一位參加過自立小組的人在爐邊聚會中分享經驗
（見第9頁）。

○ 造訪srs .lds .org/ report，下載爐邊聚會報告表，在爐邊聚會當中
填寫完畢。

○ 每桌安排一位委員會成員，以鼓勵小組參與，並確使會議按程序
進行。

○ 提醒參與者將手機轉成靜音。
○ 可考慮以聖詩、祈禱、聖職領袖或支聯會自立委員會成員簡短的
歡迎詞（3-	5分鐘）來開始爐邊聚會。

○ 按照小冊子所寫的內容進行。
○ 請各小組輔導員寫下加入其小組的學員姓名和電話號碼。在第一
次小組聚會中，每位輔導員要詳填小組報名表。

○ 如果支聯會涵蓋的地理區域廣大，支聯會委員會可以考慮依照小
組成員所在位置將小組分開。

○ 造訪srs .lds .org/ report，輸入爐邊聚會報告表上的資料。

爐邊聚會前：

爐邊聚會中：

爐邊聚會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