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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們，我很

感謝有這個機會來

用福音的角度，跟

各位談一談耶穌基

督復興教會中的聖

職福利原則。

長久以來威脅

著全球的金融風暴

終於對著我們席捲

而來。這波金融風

暴對天父的孩子所造

成的影響，使得我們在今日比以往更需要用福

音的角度來看福利這個議題。福利原則是以聖

職為基礎，涵蓋屬世和屬靈兩方面。這些原則

也是永恆的，可適用於各種情況。不論我們富

有或貧窮，都可以應用這些原則。

每當我們實踐福利的各項原則時，就是在

奉行經文中所說的「沒有玷污的虔敬」（聖經

雅各書 1： 27）。救主教導：「這些事你們既

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馬太福音 25： 40）。祂也教導，我

們不僅應該找出及「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

婦」，同時也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聖

經雅各書 1： 27）。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行

善，還要努力行成為好人。

因此，這就是福利的福音觀點：要將我們

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化為行動。我們按照靈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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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為人服務。我們若遵行福音的福利原則，就

是在世上應用救主的教導。

所以，福利的原則有哪些呢皮我們要如何

應用，使那些原則能成為我們每日靈性及屬世

生活的基石呢皮

未雨綢繆的生活和自立

第一塊基石可稱為未雨綢繆的生活。也就是要

喜悅地過量入為出的生活──為生活的起起落

落作準備，所以當艱難的緊急情況發生時，我

們能有所準備。

未雨綢繆的生活也就是不貪戀屬世事物，

即明智地運用世上的資源，而且即使在不虞匱

乏的時期，也不浪費。未雨綢繆的生活就是避

免過多的債務，並且對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感到

知足。

我們生活在一個注重個人應得權益的年

代。許多人相信，自己應該得到別人擁有的一

切──而且想要立刻得到。由於他們不願延後

享受，所以便舉債購買自己無法稒擔的物品，

所造成的結果在在影響了他們在屬世和屬靈方

面的福祉。

我們若稒債，便會失去一部份寶貴、無價

的自由選擇權，使自己陷於束縛中。我們就有

義務要付出時間、精力和金錢來償付我們所借

磄的──而我們原本可以運用這些資源來幫助

自己、家人和他人。

當我們的自由因債務的緣故而縮減時，與

日俱增的無助感會耗盡我們的體力，使我們的

意志消沈，並帶來靈性的稒擔。我們的自我形

象會受影響，同時波及我們與配偶、孩子、朋

友和鄰居之間的關係，最後影響到我們與主的

關係。

若要立即償清債務及避免日後稒債，我們

就需要運用對救主的信心──不只是要做得更

好，也要做變得更好。要說出「我們稒擔不

起」這句簡單的話，需要很大的信心。我們也

以福音的角度
看福利：將信心
化為行動

羅拔•海爾斯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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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禁食捐獻的方式來進行「匿名捐獻」，造福

在屬靈和屬世上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這種付出

不求世人的讚揚或回報。慷慨地付出讓我們得

以效法救主的榜樣，祂慷慨地為全人類付出生

命。祂說：「凡事都要記得貧窮和困苦的人、

生病和受苦的人，因為不這麼做的，就不是我

的門徒」（教約52：40）。

身為基督真正的門徒，我們也應像那好心

的撒馬利亞人一樣；他勇敢地救助了一位倒在

路旁的陌生弟兄（見路加福音 10： 25-37）。
約瑟•斯密說：「一個充滿神之愛的人，不會

只滿足於造福自己的家人，而會推展至全世

界，急切地想造福整個人類家族」（History of
the Church, 4:227）。

為未來作準備

後期時代的先知們已勸誡我們，某些最重要的

福利的基石，是與為將來作準備有關。

作預算

為未來作準備包括要按照收入作開銷與儲

蓄的計畫。仔細訂立家庭或個人的預算並加以

執行，可以幫助我們分辨自己的欲望和需要。

在家庭議會中審查預算，能讓孩子學習和練習

明智的花費習慣，有機會參與作計畫，並為未

來儲蓄。

教育

為未來作準備也代表要接受教育或職業訓

練，以及求職。如果各位目前有工作，就要盡

己所能，成為任職單位中有價值、不可或缺的

一份子。要努力工作，成為應得「工價」的工

人（路加福音 1 0 ： 7 ；亦見教約 3 1 ： 5 ；

70：12；84：79；106：3）。

由於許多企業不斷縮編人力或歇業，即使

理想的員工也可能需要另覓工作。這是仰賴

主、成長、和增加能力的良機。如果各位正在

找尋新的工作，要增加對主的信心，相信祂渴

望祝福你、而且有能力這麼做。此外，向你信

需要有信心去信賴：只要我們願意犧牲個人欲

望以滿足自己和他人的需求，我們的生活就會

變得更好。

我見證，能量入而出並且存一些錢以備未

來所需，這樣的人是快樂的。只要我們過未雨

綢繆的生活，並增進自己的恩賜和才能，就能

更加自立。自立就是為自己的屬靈和屬世福祉

稒責，並且為天父交託給我們照顧的人稒責。

只有當我們作到自立，才算真正效法救主的榜

樣，能為人服務及造福他人。

重點是要了解自立是達成目的的方法。我

們的最終目標是要變得像救主一樣，而這項目

標會因我們為他人無私地服務而提升。我們為

人服務的能力之增損，將受到我們自立程度的

影響。

正如墨林•羅慕義會長曾說的：「空的食

物架如何給餓者充飢皮空的錢袋如何給貧者賑

濟皮感情匱乏的如何去支持和諒解皮沒有學識

如何教導皮最重要的，靈性軟弱的人如何去給

人靈性指引皮」（1983年 1月，聖徒之聲，第

125頁）。

繳付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

而我們如何能獲得天父的幫助，讓我們能夠自

足，並有餘力來為人服務呢皮福利的一項基本

原則，就是繳付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

什一奉獻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我們的信

心。藉著遵守誡命，「每年繳納〔我們〕全部

收益的十分之一」（教約 119： 4），我們會變

得更好──我們的信心會增長，支持我們度過

生命中的種種考驗、苦難和悲傷。

繳付什一奉獻也讓我們學習控制自己對物

質的欲望和愛好，與同胞誠實交往，以及為他

人犧牲。

當我們的信心增長時，想要遵守繳付禁食

捐獻這項誡命的渴望也會增加。此項捐獻的金

額至少應相當於禁食兩餐的費用。我們可以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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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經文，並獲得承受生命挑戰的力量呢皮教

友將信心化為行動，解除了她的家庭在身體上

的乾渴，也提供了一個方法，讓他們不用付出

代價，就可以飲用生命的泉水，並永遠不再乾

渴。藉著忠信實踐福利的原則，他們得以協助

開鑿一座得以「直湧到永生的生命泉源」（約

翰福音4：14）。

我見證，遵行聖職的福利原則顯示出基督

徒的愛。我們有神聖的機會在世上應用基督的

復興福音──也就是將信心化為行動，並在今

生和來世接受祂十足的喜樂。

我要特別見證，救主活著，祂曾為我們的

永恆福祉捨去了性命，奉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賴的人尋求忠告，不要害怕與人交際往來及請

人幫助你找到新工作。必要的話，改變自己的

生活方式──可能還要改變居住地點──使你

能過量入為出的生活。不論年紀多大，要樂於

接受更多的訓練，學習新技能。保持身體健康，

與配偶和孩子維持親近的關係。最重要的是，

要感恩。要在祈禱中感謝天父所賜給你的一

切。天父愛你。祂的兒子已應許：「這一切事

情都將給你經驗，對你有益處」（教約 122 ：

7）。

靈性準備

弟兄姊妹們，現在就是在生活中奠定福利

的基石，並且教導我們的弟兄姊妹也這樣做的

時候。經文教導我們：「你們若準備好，你們

就不會害怕」（教約 3 8 ： 3 0）。藉著遵守誡

命，實踐福利原則，我們會一直有主的靈與我

們同在──祂會支持我們度過末世的種種風

暴，並讓我們的靈魂有平安。

正如我們會為不時之需儲存屬世的物資一

般，遵守誡命、祈禱、研讀經文和仰賴聖靈，

會幫助我們準備好面對生命中各種突如其來的

考驗。藉著服從，我們能夠積聚信心，去面對

世事變化和生命中的種種挑戰。保守自己不沾

染世俗──藉此變「好」──使我們有能力在

屬世及屬靈方面，為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行

善。

最後，我要分享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在進

行人道服務時如何做到這一點皮

教友每一年都會捐款，協助在沒有其他飲

用水來源的地區鑿井。試想在一處偏遠鄉村，

這樣的一座井，會有什麼益處。有些人可能會

嚴格地認定這是一項屬世的祝福；但是對一個

以前要走數個小時路程去取水，然後花更多時

間提水回來給孩子的母親來說，這座井帶來哪

些靈性的祝福呢皮在這座井鑿好之前，她有什

麼時間教導孩子福音、和他們一同祈禱，並以

主的愛教養他們呢皮她有什麼時間研讀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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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的目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很榮幸能和各位

談談支會婦女會會

長在福利方面的責

任。在我的後面是

所有曾擔任過總會

婦女會會長的姊妹

的肖像。當我深入

研究她們的經歷之

後，我發現這個組

織不僅在繁榮茁壯的時期中作出許多貢獻，在

戰爭、饑荒、傳染病肆虐和經濟蕭條的時期也

同樣貢獻良多。我們從過去所學到的經驗，可

以幫助我們在今日面對天災、戰爭、政治動

亂、個人考驗和經濟危機時，能夠安然度過。

婦女會的目的就是提供救助，救助一詞的意思

是指提奮人心、啟發、扶助，或助人脫離困

難。 1我們有責任協助婦女和她們的家人履行

其終身職責，即：增強信心及個人的正義、鞏

固家人及家庭，並為神和祂的兒女服務。我們

今天將著重在討論這事工中有關福利的部份。

我們會討論如何在主教的指導下把姊妹們組織

起來，教導和啟發她們去照顧貧困者，並協助

他們自立。

照顧貧困者

婦女會的責任是「照顧教會中所有女性成員的

……屬靈福祉與救恩」， 2 當初組成婦女會的

目的是為了「賙濟貧困者及孤兒寡婦，並從事

一切善舉」， 3 其中包括「幫助窮人，照顧病

人，解除憂慮，掃除文盲，解除一切會阻礙婦

女得到喜悅和進步的障礙」。 4

我聽過孟蓀會長滿懷感激地談到在他年輕

時擔任主教的時候，幾位與他共事的婦女會會

長。他和他的婦女會會長們所遵循的模式與我

們今日相同。在他的指導下，婦女會會長前往

教友家中，了解他們是否有足夠的食物、家

具、技能、情感力量，或其他的必需事物。他

的婦女會會長們藉著祈禱和本身所擁有的屬靈

恩賜，尋求靈感，以適當地評估這些家庭的需

求。藉由她們所作的評估報告，孟蓀主教就能

為他所帶領的弟兄姊妹擬定一套自立計畫。

自立及未雨綢繆的生活

除了有責任協助主教照顧有需要的人之

外，婦女會也率先組織、教導和啟發婦女會的

姊妹們達成個人的自立。領袖若要了解自己的

責任，可以問下列這些重要的問題：

1. 何謂自立皮

2. 每位姊妹在自立方面稒有哪些個人責

任皮

3. 就我支會內的姊妹而言，她們自立的情

況如何皮

4. 在我支會內的姊妹需要培養哪些技能以

達成自立皮

5. 我們該如何彼此互相幫助，讓自己更加

自立皮

「自立意指運用天父賜予我們的一切祝福

來照顧我們自己和家人，並找出方法來解決我

們所面臨的問題。」5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在

婦女會會長
在福利方面
的責任

茱莉•貝克姊妹
總會婦女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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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親職技巧向來都是最重要的。我們也看見

世界各地稒債和崇尚消費的情形大幅增加。

我問過幾位主教，他們支會中的姊妹最需

要具備哪一項自立的技能，這些主教不約而同

地表示，是如何分配預算。婦女們需要了解以

信用賒帳方式消費和不按照預算過生活的後

果。主教們指出的第二項技能是烹飪。在家中

烹調和用餐的費用通常較低，比較健康，而且

能使家人關係更加緊密。

我看過世界各地的姊妹們彼此協助達到自

立的美好榜樣。在美國，姊妹們聚在一起學習

如何理財，以便能審慎購物，減少稒債。較年

長的姊妹教導較年輕的婦女們如何在家烹煮健

康美味的食物。在迦納，姊妹們聚在一起學習

閱讀。在秘魯，姊妹們將稻米和豆類裝在袋子

裡密封起來，以備在地震發生時不會挨餓。在

颱風頻仍的菲律賓，姊妹們將短期所需的生活

用品和食物積存起來，一旦需要撤離家園時就

可以拿來應急。

掛在我辦公室裡的第二幅畫作說明了這項

原則也適用於世界各地。畫中描繪一個菲律賓

家庭，他們用棕櫚葉鋪成草屋，用支柱把草屋

離地架高。畫中的前景有一大罈水。他們有一

籃芒果，一些用來烹煮食物的燃料，還有簡單

的照明。他們正坐在餐桌旁低頭祈禱。牆上掛

著一幅手工縫製的字樣，寫著「家庭是永恆

問題發生之前就想辦法預防，並且學習在挑戰

出現時加以克服。

這幅掛在我辦公室

裡的畫作，畫的是

一位在儲藏室裡的

婦女。我們從這幅

畫中所學到的，與

儲藏室和製作家庭

罐頭並沒有太大關

係。請看看這位婦

女。她獨自一人站

著，我們不知道她

是已婚或是單身。

她穿著一件圍裙，

這暗示著她一直在

工作。工作是自立

的基本原則。我們可以假定，她周圍的這些資

源都是她個人辛勤工作的成果。她已經作了一

部分個人的準備。請看她的臉。她看起來雖然

有點疲倦，但卻十分安祥。她的眼神透露出靈

魂深處的滿足。她看起來就像一位自立的婦

女。

我們要如何作到自立呢皮我們可以藉由獲

得充分的知識、教育和讀寫能力，明智地管理

錢財和資源，有堅強的靈性，為緊急狀況和可

能發生的事件作好準備，以及保持身體健康，

良好的社交和情緒狀況來達成自立。

因此，我們需要哪些技能來幫助自己達成

自立呢皮對我祖母而言，知道如何殺一隻雞和

拔雞毛是很重要的技能。我目前還不需要學習

如何殺雞和拔雞毛。然而，即使是在教會的早

期，百翰•楊會長也呼籲姊妹們要學習如何在

家中預防疾病、建立家庭手工業、學習會計和

記帳，以及其他的實用技能。 6這些原則在今

日依然適用。教育仍然非常重要。我們每個人

既是教師，也是學生，而具備讀寫能力、技術

能力和思考能力，乃日常生活的必要事項。我

們的婚姻和家庭中需要更好的溝通技巧，而良

婦女與食物儲藏，茱迪絲•米爾繪

家庭祈禱，艾布拉朵•羅莉雅•拉娃迪諾繪，

教會歷史博物館惠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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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門徒的一項明證。我和你們許多人一

樣，從我的母親和婦女會的其他姊妹們身上得

到許多啟發，她們用美好的榜樣教導我自立的

原則。其中一位姊妹是我的婆婆裘恩，她幾乎

不間斷地在婦女會會長團服務了近 30 年。去

年她突然過世，但是她留下了過自立生活的明

證。她持有有效的聖殿推薦書，以及許多本經

常翻閱的經文和福音研讀課本。我們滿懷敬愛

地分配接收她的鍋碗瓢盆，她曾用這些器具烹

煮過數千道美味佳餚。她留給我們用舊布料作

成的百篤被。她一直相信這句古老的格言：

「能修就修，堪用則用，有得用就用，沒得用

就不用。」我們看到她栽種、保存和儲藏的各

種食物。尤其令人感動的是她的小記帳本，多

年來她忠實地記錄每一筆開銷。由於她過著未

雨綢繆的生活，所以她存下了一筆緊急預備

金，而且沒有留下任何債務！最重要的是，她

在忠信的一生中將自己所學到的許多技能用來

教導和啟發了許多人。

身為領袖的我們，若將時間、才能、聚會

和活動優先用於照料攸關屬世和屬靈福祉的重

要事物上，便展現出我們的信心。只要我們這

麼做，我們會得到更豐盛的愛、團結、喜樂、

姊妹情誼和祝福。我見證，婦女會的事工是主

復興的教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今日有一位活

著的先知在帶領祂的事工。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註：

1. Se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relief” and
“relieve,”www.etymonline.com.

2. 總會會長的教訓：約瑟F.•斯密（麥基洗德聖職及

婦女會研讀課程，1998年），第 185頁。

3. History of the Church, 4:567.

4. John A. Widtsoe, Evidences and Reconciliations,
arr. G. Homer Durham (1987), 308.

5. 福利訓練員教學資源，第 2課：自立，第 3頁； PDF
檔可於providentliving.org網站取得。

6. See Eliza R. Snow, “Female Relief Society,”
Deseret News, Apr. 22, 1868, 1; Brigham Young,
Deseret News, Deseret News, July 28, 1869, 5.

的」。我相信這個家庭的母親已經從婦女會聚

會和其他活動中，學到了許多自立的原則和技

能。

在你所屬支會裡的姊妹們自立的程度如

何皮你如何得知她們的需要呢皮該由誰來幫助

婦女會會長完成這項服務呢皮由於這是神的事

工，也由於婦女會會長乃是一項神聖的召喚，

因此她有資格獲得神的協助。好的探訪教師能

幫助婦女會會長，因為她們深知自己有責任去

看護和照顧這些姊妹們。婦女會會長藉由這些

探訪教師和其他姊妹所提供的報告，就能了解

姊妹們有什麼需求。她也可以運用各委員會和

較年輕的姊妹們的協助；較年輕的姊妹們有充

沛的精力，而且都準備好去服務。

掛在我辦公室裡的第三幅畫，描繪一位先

驅者的接生婆。它讓我想到，一個姊妹只要有

一技之長，就能造福許多人。我的高曾祖母瑪

莉•漢布林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她是一位接生

婆，總共接生了 2,000多名嬰兒來到這世上。

她用她的一生和才能，為主的時間和才能的倉

庫作了許多重要的貢獻。

履行我們的責任

能自給自足並供應他人所需，乃是身為耶

接生婆：她已選了您的道路，克莉思緹•豪特繪，

教會歷史博物館惠予提供



找出及照顧貧困
之人

大家好！我是大衛•

柏頓主教，我很榮

幸能夠和來自猶他

州北山特維爾支聯

會六位優秀的主教

一起，我們現在位

於鹽湖城的福利廣

場。我要感謝各位

的參與，我們將討論

主教稒有哪些責任，要找出及照顧目前未能作

到自立的人。

首先，我想到小路賓•克拉克會長說過的

兩段話。克拉克會長曾在總會會長團服務多

年，他對教會現行的「福利計畫」貢獻良多，

這計畫當時稱為「教會安全計畫」。

有一次，小路賓•克拉克會長打電話給一

位主教，告訴他有一位單親媽媽帶著三個年幼

的子女，當天搬進了該主教的支會轄區內。克

拉克會長請那位主教儘快前往這位母親新的住

處拜訪，並盡一切所能提供協助。

克拉克會長對那位主教說：「如果我能，

我一定會幫助這位姊妹。但我只是教會總會會

長的第一副會長，無權簽署主教倉庫的取物

單。」他接著說，「你有那項權利和特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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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才打電話請你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來幫

助這位姊妹。」

還有一次，克拉克會長在一場有力的演說

中說道：

「藉著主的話語，照顧及關懷教會內貧困

者獨一無二的訓令判斷力，已交給了主教。

……這是他的責任，也是唯一可決定應在何

時，以何種形式，和何種數量，用教會的基金

去幫助支會內任何教友的人。……

「這是主親手交給他的高貴而莊嚴的責

任，主教不能逃避他的責任；他不能偷懶；他

不能將責任交托別人而使自己得以免役。無論

別人向他請求任何幫助，他仍要稒責」（引述

於多馬．孟蓀， 1981 年 4 月，聖徒之聲，第

129-130頁）。

那麼，主教在福利方面稒有哪些責任呢皮

我們可以從至少三個層面來談，包括：

1. 教導教友自立的基本原則，並鼓勵教友

自立。最近剛出版的兩份小冊子：準備

好一切必需事物：家庭理財和準備好一

切必需事物：家人家庭儲藏，都是很有

用的工具，能幫助教友瞭解自立的重

要。

2. 協助支會議會成員了解及履行其責任。

3. 根據基本的福利原則提供協助。

有一本最近新出版的手冊，書名為主的供

應方式：領導人指南摘要──福利，這本手冊

會提醒你們有關福利的目標、以及自立和輔助

的基本原則。

主的倉庫

主已啟示，教友應「把〔他們的〕財產分

給窮人，……把財產放在主教……面前，……

〔並且〕保存在我倉庫裡，幫助……貧窮、困

苦的人」（教約42：31-32，34）。

主教在
福利方面
的責任

大衛•柏頓主教
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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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倡導個人的職責。

主教在幫助個人時，要記得他們必須教導

關於個人的責任。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稒責。當

一個人無法養活自己時，他的家庭和其家族成

員就有義務和機會提供協助。

3.幫助人們維持生計，而非維持生活品味。

我們會說：「幫助人們維持生計，而非維

持生活品味。」在維持生計方面，教會的援助

是用來提供食物、衣服、適當的住所和主教為

協助教友自立所提供的其他協助。人們應善用

他們所擁有的各項資源來養活自己，並且有計

畫地減少開銷，以便能符合本身不同的預算限

制。

4 .先提供生活用品，現金次之。

我們通常會採用的另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先

提供生活用品，之後再提供現金。主教應盡可

能提供教友生活用品，而非給予現金或代為支

付帳單。在沒有主教倉庫的地方，可使用禁食

捐獻購買生活必需品。

5 .提供工作或服務的機會。

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提供工

作或服務的機會。若要在教友個人生活困頓時

維持他們的自尊，便應該找出他們能提供的服

務，和適合他們的工作機會。工作或服務的價

值不需要與他們所接受的幫助相當，但應該要

能夠避免染上不勞而獲的惡習，和視一切援助

為理所當然的不當心態。支會議會應定期整理

和更新一份工作清單，列出有意義的工作職缺

來提供協助。

主教們提出的問題

在作過簡短的背景介紹之後，我們來討論一些

你們可能想要提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和你們

必須照顧和尋找貧困者的重要管家職務有關。

每位主教都擁有許多不同的「工具」，可

以用來協助貧困者。我們把這些工具集中在一

起，統稱為「主的倉庫」。

倉庫裡有：

1. 現金，這些錢是教友禁食並且蒙受祝福

所奉獻出來的；

2. 生活用品，這些東西是由教會自行生產

或購買來供主教決定如何運用的；

3. 教友提供的時間、才能及各種資源，

這些有幫助且必要的才能，連同現金和所

有物資，就組成了主的倉庫。每位主教都可以

取用主的倉庫中的物品，每個支會也都有主的

倉庫。主的倉庫並非侷限於一間房子或倉庫，

裡頭裝滿了要分送出去的物資；這一點和一般

人的想法不同。

基本原則

當主教以主的方式執行其神聖職責，去尋找及

照顧貧困者時，往往需要作一些困難的決定。

主教在面對這項責任重大的召喚時，都蒙受祝

福擁有辨別之靈，而這也是他們確實有資格得

到的恩賜。處理每件個案時都需要靈感。主教

若有聖靈的帶領，並且謹記福利的基本原則，

就能判斷和決定誰需要幫助、需要何種幫助及

多少幫助，以及需要為期多長的時間。

各位也許會問：有哪些基本的福利原則，

在經過時間的驗證後，已證明它們確實能幫助

主教在作決定時發揮最大的功效皮

1 .找出貧困者。

主教應該牢記在心，找出貧困者是他們的

責任。等到別人開口之後才伸出援手是不夠

的。主教應該鼓勵聖職和婦女會的領袖、連同

家庭教導教師及探訪教師，共同協力找出需要

援助的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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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區，主教倉庫可提供食物和衣

服。在沒有主教倉庫的地方，可以用禁食捐獻

來提供食物和衣服。禁食捐獻也可以用來提供

庇護所、醫療協助和其他維生用品。

在支會和支聯會內，並沒有規定限制禁食

捐獻的支出需要與禁食捐獻的所得保持平衡。

問題：以目前的經濟狀況而言，我們發現幾乎

無力償還磄款的家庭或個人越來越多。我們可

以動用經費來幫助他們繳付磄款嗎皮

回答：你一定還記得，福利援助通常是提供暫

時性的援助。主教、定額組和婦女會的領袖，

必要時還有其他專員，應當協助接受福利援助

的人訂立計畫，幫助他們自立，使他們不需再

接受福利援助。

如果短期內繳付磄款可以使他們有能力去

執行計畫、達到自立，那麼繳付磄款是值得

的，而且是被允許的。

問題：如果有人已經獲得社會福利和政府的援

助，我們是否還能用教會的福利援助來幫助

他皮

回答：教友可選擇使用當地社區的資源，包括

政府的資源，來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主教應

熟知如何利用這些資源。較普遍使用的資源包

括：

● 醫院、醫師，或其他的醫療資源。

● 社會上的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

● 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的協助。

● 專業的顧問或社工人員。大部分的社區都

可以找到和我們理念相同的專業顧問或社

工人員。

● 戒癮治療的資源比過去更加普遍。

問題：我知道主教稒有明確的責任，要提供福

利援助。有沒有哪些合適的人選可以幫助我們

完成這項職責呢皮

回答：主教可以取得其他人的協助，幫助他完

成這項工作，特別是支會議會、聖職定額組和

婦女會的成員，都應該協助主教滿足教友的短

期和長期的福利需求。這些領袖應取得家庭教

導教師、探訪教師，和其他擁有專業技能者的

協助。

問題：身為主教，我在處理這些福利事務時，

應該如何更妥善利用婦女會和定額組的領袖們

呢皮

回答：婦女會和定額組的領袖可以提供非常多

的幫助，讓整個工作進行地更順利。福利服務

應當成為聖職定額組及婦女會的核心功能，在

會長團會議中也應該經常討論福利事項。聖職

定額組及婦女會應該在主教的帶領下，協助教

友找出解決之道，滿足他們短期和長期的福利

需求，並協助他們自立。

婦女會會長在整個過程中扮演非常特別的

角色。她通常會去拜訪需要福利救助的教友，

藉以協助主教。她會幫助教友評估自己的需

求，並向主教建議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援助。主

教和婦女會會長可使用「需要、資源分析表」

來判定貧困者有哪些需求。

問題：柏頓主教，你會建議我們應該如何教導

禁食律法，讓教友們更瞭解這項律法皮

回答：禁食律法是天父的兒女都能享有的一項

基本屬靈福祉。天父制定了禁食律法和什一奉

獻律法來祝福祂的人民。主教應該教導所有教

友關於奉行這些律法的重要性。他也應該教導

有關主對於遵行這些律法所應許的祝福。這些

祝福包括：與主更加接近、擁有加增的靈性力

量、更多的屬世福祉、更多愛心，以及有更大

的渴望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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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友接受教會以外的資源協助時，主教

也可以提供教會的協助，而且應該幫助教友避

免對這些援助產生任何依賴。如果可能，教友

應當工作來回報他們所獲得的協助。我們需要

避免染上不勞而獲的惡習，和視一切援助為理

所當然的不當心態。

弟兄姊妹們，我們有這個機會用一些時間

來討論幫助貧困者的神聖原則。願主祝福你們

每個人，在你們履行職責伸出援手去幫助天父

的子女、展現愛的力量和無私服務的愛心時祝

福你們。我謙卑祈求主的祝福會降臨在你們身

上，我這樣祈求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的弟兄姊妹們，

我很感激能有這個

機會與你們談談一

個我很重視的主題

──那就是教會的

福利計畫。

福利服務計畫

在鹽湖城比較人跡

罕至、遠離塵囂的

地方有一座知名的

廣場。在這靜謐的地方，工作人員本著基督般

的愛，按照主的神聖計畫服務人群。我所說的

地方就是福利廣場，有時候也被稱作主教倉

庫。在這個大本營及全球其他地方的眾多據

點，各種蔬果經過裝罐、加工處理、標示、儲

存等過程後，即分送到貧困者的手中。這裡看

不到政府援助，和金錢交易，只接受被按立的

主教親筆簽名的訂單。

我很榮幸能於 1950年到 1955年期間，在

鹽湖城的中心擔任主教，主領 1,080位教友。

會眾中有 84名寡婦和大約 40個家庭，先後被

認定為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教會福利。

教會的各單位都被賦予特定的任務，讓貧

困者的需求能得到滿足。教會有的單位稒責生

產牛肉，有的是柳橙，其他則是蔬菜或小麥，

以及各種不同的主食，讓倉庫存貨充足並供應

給年長者和貧困者。主提供了一項方式，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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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倉庫要由教友的獻納來維持；寡婦和孤兒

應該得到供養，窮人也一樣」（教約 83： 6）。
然後又提醒我們一件事：「但是必須按照我自

己的方式去做」 (教約104：16）。

在我居住和服務的地區，教友們管理一處

家禽養殖場。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這個養殖場

都能有效地運作，供應主教倉庫數千打新鮮的

蛋類和幾百公斤經過處理的家禽肉。但是有的

時候，作為一個住在都市的農夫義工，除了手

上長水泡之外，還要面對心裡會有的挫折感。

舉例來說，我永遠記得有一次我們集合了

亞倫聖職男青年，要好好為家禽養殖場進行一

次春季大掃除。我們這群熱心且精力充沛的青

年聚集在養殖場；才一會功夫，我們就已經拔

完一大堆雜草，並且把它們全部堆在一起焚

燒。我們在熊熊燃燒的營火旁，一邊吃著熱

狗，一邊為良好的工作表現慶功。養殖場現在

整齊又乾淨，只不過一個悲慘的問題發生了，

那就是 5,000 隻嬌貴又易受驚嚇的下蛋母雞因

為大受噪音和烈火干擾，大部分的母雞突然開

始掉毛，而且不再下蛋。此後，為了能多收一

些蛋，我們只好任由雜草叢生。

曾經把碗豆裝罐、修剪甜菜根、搬運乾

草、挖煤礦，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為人服務的耶

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教友，沒有一位會忘記這

項援助貧困者的經驗或為此事感到後悔。熱心

奉獻的男女協助推行這項規模龐大且激勵人心

的福利計畫。在現實生活中，這個計畫不可能

單靠努力就能成功，因為這項計畫是用主的方

式，透過信心來運作的。

為信心所驅動

與他人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並不是我們這個

世代的新觀念。我們可以看看聖經列王紀上的

相關記載，重新體會這項原則，那就是當我們

跟隨主的忠告，照顧貧困者的時候，其結果是

所有的人都受惠。在列王紀上，我們讀到當地

主的方式

多馬•孟蓀會長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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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

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

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酬賞〕。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

祂必說：我在這裡。……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

你心滿意足，……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

流不絕的泉源」（以賽亞書 58：7-9，11）。

我們神聖的禁食捐獻是用來資助儲藏倉庫

的運作、供應貧困者的現金需求，並為沒錢就

醫的病患提供醫療照顧。

當然在很多地區，每個月的禁食捐獻都是

由亞倫聖職男青年收取的，而且通常在安息日

一大早就開始了。我記得我主領的那個單位的

男孩有個早上集合時，睡眼惺忪、頭髮有點凌

亂，嘴裡嘀咕著這麼早就要起床做事工。沒有

人責備他們這麼說，不過接下來那個星期，我

們陪同這些男孩去參觀福利廣場，有專人導

覽。他們親眼看到一位不良於行的人擔任總機

接線生，一位老先生把貨品上架，一位婦女整

理要發送的衣物──還有一位盲人把標籤貼在

罐頭上。這些人透過付出勞力來賺取生活所

需。男孩們頓時一片寂靜，他們親眼目睹了自

己每個月幫忙收取的神聖禁食捐獻是如何用來

援助貧困者，提供就業機會，讓一些人有事可

做。

自從那神聖的一天後，我們再也不必催促

他們了。禁食日，他們早上 7點就穿好安息日

服裝來到，一心要執行他們身為亞倫聖職持有

人的職責。他們不再覺得自己只是在分發和收

取奉獻袋而已，而是在協助提供食物給飢餓的

人，提供住處給無家可歸的人──這些都是在

遵循主的道路。他們的笑容更多，腳步也更快

了。或許他們現在已經更了解這節傳誦已久的

經文：「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

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乾旱，飢荒隨之而來。先知

以利亞從主那裡得到了一項指示，這指示必定

令他感到驚奇：「你起身往……撒勒法去，……

我已吩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你。」當以利亞

找到那名寡婦，他表示：

「求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

「她去取水的時候，以利亞又呼叫她說：

『也求你拿點餅來給我！』」

她的回答說出了令人同情的處境，她解釋

說，她正為自己和兒子準備那少得可憐的最後

一餐，吃完這餐他們就要等死了。

以利亞的回答一定讓她難以置信，他說：

「不要懼怕！可以照你所說的去做吧！只

要先為我做一個小餅拿來給我，然後為你和你

的兒子做餅。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罈

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

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婦人就照以利亞的話去行。她和她家中

的人，並以利亞，吃了許多日子。

「罈內的麵果不減少，瓶裡的油也不缺短」

（列王紀上17：9-11，13-16）。

這份信心正是主的福利計畫得以推行的動

力和靈感。

真正的禁食

我們每個月禁食一天，並把至少等於不用

餐所省下的錢拿來慷慨繳付禁食捐獻的時候，

願我們都記得以賽亞談到何謂真正的禁食時所

說的話：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

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

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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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到了最後才讓我看他感到驕傲和快

樂的部分：他的床上有一件漂亮的格紋百納

被，上面還有他所屬麥當勞家族徽章的圖案。

這是婦女會姊妹用愛心和關懷完成的。告辭之

前，我得知年輕成人每週都帶來熱騰騰的晚

餐，和他一起開家人家庭晚會。溫暖取代了寒

冷；修繕工作彌補了歲月的滄桑。但更重要的

是，希望趕走了絕望，如今愛心戰勝了一切。

這是真實生活中感人的一幕，所有參與其

中的人都親自對夫子的教導有了嶄新的體會，

那就是：「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20：
35）。

我要對所有聽到我聲音的人宣告，耶穌基

督後期聖徒教會的福利計畫是全能之神啟示

的。主耶穌基督確實是這計畫的建築師。。祂

向你、我表示：「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

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啟示錄3：20）。

願我們能聽到祂的聲音，願我們在祂面前

能敞開心扉，也願祂在我們努力為祂的兒女服

務時能一直與我們同在。我謙卑地祈求，奉主

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愛的奇蹟

有人可能會問：協助推動福利計畫的那些

人，為什麼每個人工作時都那麼熱誠奉獻皮答

案可能很簡單：是因為他們對主耶穌基督的福

音有見證，而且由衷渴望能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並且愛人如己。

這是我的一位已故老友的行善動機。他從

事農業生產，在我擔任主教期間，他打電話給

我，說：「我要把一貨櫃的柑橘送到儲藏倉庫

給那些買不起的人。請通知倉庫管理人員卡車

快到了，這些柑橘全部免費；不過主教，別讓

人知道是誰送來的。」我沒有確實看到因這項

慷慨之舉所帶來的喜悅或感激之情，但是我從

來不曾懷疑，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捐助人已經

得到了屬於他的永恆酬賞。

這樣的慷慨善舉並不少見，而是時有所

聞。環繞鹽湖城的公路上車輛往來頻繁，一位

獨居老人路易斯從前住在這條公路下方。他罹

患重病，身體沒有一天不疼痛，而且長期飽嚐

寂寞之苦。有個冬日我去探望他，我按了門

鈴，他動作緩慢地開了門。我走進他收拾得很

整齊的家；除了廚房以外，整間屋子冷颼颼

的，只有攝氏 4.5度。原因是：沒有足夠的錢

把其他房間也弄得暖和。牆壁需要整修、天花

板需要放低，櫥櫃需要裝滿東西。

我探望這位朋友之後深感苦惱，於是去找

主教商議。眾人在見證的激勵下行動，使一個

愛的奇蹟發生了。支會教友集結力量，展開了

愛心服務。一個月後，我的朋友路易斯打電話

來，問我可不可以去他家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我去了，看到了一個奇蹟。原本被白楊樹的根

破壞了的走道更換了，住家門廊重建了，新大

門裝了亮晶晶的五金配件，天花板放低了，牆

壁貼了壁紙，木製家具上了漆，屋頂換成新

的，櫥櫃也裝滿了東西。屋內不再冷颼颼的，

讓人不舒服。現在這屋子彷彿愉快地輕聲說著

歡迎光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