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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司機的比喻

「自立計畫就像一

輛公車，需要一位

有執照的司機。

「這輛公車由自立

服務處的職員所建

造。由自立資源中

心運送，並由支聯

會自立支援委員會

來維護。支聯會自

立專員和小組輔導

員幫助成員搭上公

車（但他們必須靠

一己之力上車）。

支聯會會長和主教

是公車司機。

「所有人都必須各

司其職來協助成員

達成自立；然而，

如果支聯會會長及

主教不插入鑰匙開

始發動引擎、駕駛

這輛公車，他們就

哪兒都去不了。」

羅納德 ‧ 亞班， 
菲律賓塔克洛班 
自立服務處經理

前言

我們當中許多人有迫切的需要，許多教會成員不自立，也沒有能力

「供應自己及家人屬靈和屬世生活所需」。 1帶領人們邁向自立是救

恩的事工。多馬 ‧ 孟蓀會長曾教導：「〔自立〕是我們屬世、屬靈

福祉的基本要素，⋯⋯『讓我們自立自主。沒有其他原則可以讓我們

得到救恩。』」 2

需要幫助來變得更加自立的人，包括那些接受禁食捐獻援助的人、返

鄉傳教士、新歸信者、較不活躍的成員，以及需要有更好工作的當地

聖職領袖。現在主在祂自己的教會中，透過本指南中所列的一些有力

的新工具、資源及程序，幫助成員走上自立的道路。 3

主的這些話也是對身為聖職領袖的你說的：「我給了你們⋯⋯權鑰

⋯⋯為了各盡其職和成全我的聖徒」（教約 124：143），以及「那
蒙賜這些權鑰的人，要獲得有關人類兒女⋯⋯的救恩的各項事實的知

識，是沒有困難的」（教約 128：11）。閱讀右方「公車司機的比喻」。
請在推進這個不可或缺的計畫時，仔細思考你所扮演的角色。

教會出版本領袖指南，旨在協助你運用你的權鑰，落實這些新工具，

和幫助成員自行邁向自立。你若這麼做，聖靈就會引導你，主必使你

成為祂的工具，鼓舞貧困者並加速祂救恩的事工。

1. 指導手冊第二冊：管理教會（2010），6.1.1。
2. 參閱多馬‧孟蓀（引述墨林‧羅慕義），「個人及家庭福利的指針」，1987 年 2 月， 

聖徒之聲，第 3頁。
3. 如需更多資料，請見 srs. lds.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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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是我們工作

的產物，是其他一

切福利措施的基本

原則。⋯⋯『讓我

們自給自足，讓我

們自立自主，沒有

其他原則可以讓我

們得到救恩。』」

參閱多馬 ‧ 孟蓀 
（引述墨林 ‧ 羅慕

義），「個人及家庭

福利的指針」，1987
年 2 月，聖徒之聲，

第 3 頁

聖職領袖的責任

支聯會會長團（或區會會長團）

1. 學習和教導自立的教義和原則（見封底）。教導主教和支聯會
自立支援委員會成員有關他們在自立支援上的職責。

2. 擬訂支聯會的自立目標。
3. 組織一個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以發展、執行和監督支聯會
的自立行動計畫。

4. 必要時，優先邀請返鄉傳教士和新歸信者參與促進自立的活動。
5. 將自立列在支聯會議會的議程上。
6. 召喚支聯會自立專員。
7. 必要時召喚教會服務傳教士。
8. 審核支聯會自立進步報告和永久教育基金貸款報告，並採取行
動。

9. 在需要時提供指引，說明如何使用家譜中心進行自立的相關活
動。

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

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包括下列人員：支聯會會長團的一位諮理

（主席）、負責自立支援的高級諮議、慈助會會長團的一員，主教

福利議會的主席和支聯會自立專員。另外可視情況加入支聯會男青

年和女青年會長團成員、支聯會其他專員、全部時間年長傳教士和

教會服務傳教士。

1. 觀看影片「Laboring unto Self-Reliance（幫助他人邁向自
立）」（請至 srs. lds. org/ videos觀看）。

2. 發展、執行和監督支聯會自立行動計畫。
3. 經常召開邁向自立之路祈禱會（見第 4頁）。
4. 組織支聯會自立資源中心，並召喚人員。指定一對教會服務夫
婦傳教士或一位自立專員指導自立資源中心的運作，以及組織

自立支援小組（見第 2 頁）。
5. 教導支會議會有關他們在自立支援方面的職責。
6. 善用自立支援服務處職員所發展的資源和服務。
7. 必要時，邀請返鄉傳教士和新歸信者參加自立之路祈禱會，並

參加自立支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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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自立專員

專員負責協調自立服務處的各項職能（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 
支聯會自立資源中心和自立服務處經理）。

1. 準備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議程。
2. 訓練教會服務傳教士和義工負責自立資源中心的運作。
3. 訓練和督導支聯會中其他的自立專員。
4. 按需要訂購自立方面的教材。
5. 根據要求訓練及協助主教和支會議會。
6. 幫助成員在 srs. lds. org/ register註冊。
7. 組織、監督、支持，並帶領自立支援小組。（必要時可以請其
他成員帶領小組。）

8. 研讀並遵循 srs. lds. org/ facilitator所提供的原則。

主教團（或分會會長團）

1. 教導支會成員自立的教義和原則（見封底）。
2. 透過支會議會指導自立工作：

• 找出、點算所有的貧困成員，邀請他們變得自立。leader. lds. 
org/ self -reliance裡的成年成員自立工具，可能有助於進行
這個過程。

• 透過定額組和輔助組織領袖，提供有需要的人支持、指導和
協助。

3. 邀請有需要的人完成邁向自立之路的小冊子，並加入自立支援

小組。

4. 必要時召喚支會自立專員帶領小組。
5. 進行永久教育基金貸款認可面談（見 srs. lds. org/ loans）。
6. 審核支會自立進步報告和永久教育基金貸款報告，並採取行動。
主教不應參與收集永久教育基金貸款。

7. 必要時向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請求進一步的協助。

資源

自立資源中心

教會鼓勵支聯會在教會的建築內設立自立資源中心，通常可和家譜

中心共用場地。自立資源中心人員可由教會服務傳教士和義工擔

任，並提供網路、輔導和其他有用的資源，供求職者、創業人和準

學生使用。

「我們若以主的方式，

藉著彼此商議──

真正商議──的方

式來尋求解決之道，

那麼家庭、支會或

支聯會的問題便能

迎刃而解。」

羅素‧ 培勒，
Counseling with 
Our Councils,  rev. 
ed. (2012), 4

「根本不需要另設什

麼新組織照顧這些

人的所需，只要讓

聖職充分發揮作用

即可。」

海樂 ‧ 李， 
「以主的方式供應」 
總會會長的教訓： 

海樂‧李，第 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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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衡量支
會或支聯會成員
在自立方面的進
展 ?
當你協助支會或支

聯會邁向自立時，

不妨定期評估下方

各項的成員人數：

1.主教認為未能自
立的人。

2.已完成 自立之路
者。

3.已完成 我的基礎
者。

4.已創業、有良好
工作或已接受良

好教育者。

自立支援小組

自立支援小組採用議會的模式，與教會大部分的班級、課程或研討

課程有所不同；沒有教師或訓練者，只有小組成員們一同商議、一

同學習、彼此指導、承諾學以致用，並監督彼此的進展。這個彼此

指導、互相討論的過程，加上手冊和影片，營建一個互動的學習環

境，鞏固每位成員朝自立的生活邁進。

支聯會或支會領袖召喚自立專員來組織和帶領自立支援小組。小組

輔導員不是教師；相反的，他們僅協助支援小組遵循課本所列的自

立程序。小組輔導員偶爾需要使用網路，也需要在小組聚會中播放

影片的設備。領袖可以視需要成立多個小組和召喚多位專員。如有

必要，可要求小組成員擔任輔導員。小組至少要召開 12 次聚會，
每次聚會為期兩小時，並含 8 到 14 位成員。小組聚會可以在支聯
會自立資源中心、教會建築或其他方便成員的適當地點舉行。

當地領袖視單位需要成立下列小組：

1. 開創及發展自營事業小組，協助開創或改善自營事業。這些小

組取代創業研討課程。

2. 求職小組幫助人找到新的或更好的工作。這些小組取代職涯研

討課程。

3. 為更好的工作而進修小組幫助人找出進修的途徑，以增加收入。

這些小組取代為成功而策劃。

小組裡的每一個成員都要研讀我的基礎：原則、技能、習慣小冊子

裡自立的 12 個教義主題。

教會員工支援和建議資源表

教會在每個區域雇用人員協助輔導自立支援的工作，包括區域自立

支援經理（ASRM）、自立營運經理、自立服務處經理和其他職員。
這些人員幫助協調支聯會自立資源中心的需求，並提供支聯會相關

資源和訓練；其中的資源可以包括輔導員、首選的計畫和學校名單、

當地的工作機會，以及籌措創業資本時可洽詢的金融機構名單。

自立網站

領袖和成員需要更多資料時，請瀏覽 srs. lds. org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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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及文書資源

成年成員自立工具能在主教找出並集中幫助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成員

時提供支援。可以在 leader. lds. org/ self -reliance取得這項資源。

邁向自立之路祈禱會

支聯會或支會定期舉行邁向自立之路祈禱會，透過幫助成員從教義

的角度了解自立的重要、評估目前自立的程度、決定達到屬世自

立所需的技能和收入，以及選擇能夠幫助他們達成目標的自立支

援小組等，推動成員踏上邁向自立之路。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可在

這個過程中提供協助。個人可自行評估，或和聖職領袖、自立專員

一起評估；可在自立資源中心或其他場合進行。請在 srs. lds. org/ 
videos觀看「如何運用自立之路」。

訓練影片

請在 srs. lds. org/ videos線上觀看下列影片。

歡迎提出意見

請透過 SRSfeedback@ ldschurch. org以及 srs. lds. org/ feedback
提交你的建議、意見和經驗。

觀眾 影片標題

領袖 我必供應我的聖徒

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

支聯會自立支援委員會會議

支聯會自立專員

幫助支會議會

如何成立自立支援小組

幫助他人邁向自立

我的基礎影片（12）
輔導員 我的目的

如何帶領自立支援小組

如何：準備

如何引導：我的基礎

如何引導：報告

如何引導：學習

如何引導：沉思

如何引導：承諾

如何：管理聚會

「採取行動」的學習

領袖指南

4



小組教材

教材、影片和訓練都收錄在福音圖書館行動應用程式和網站 srs. 
lds. org上，也可從教會發行中心訂購教材。

邁向自立之路

所有的學員用這本小冊子開始了解目前自立的程

度，並選擇會幫助他們自立的小組，包括創業、求

職，以及接受教育等小組。

我的基礎：原則、技能、習慣

三個小組的成員每次聚會都用這本小冊子來討論和

應用有關自立的重要屬靈原則。

創業及發展事業

針對已擁有個人事業或想要開始創業的人。小組成

員練習作紀錄、行銷與現金管理。他們也透過小本

生意的實驗，測試增加收入的方式。

求職

針對已有所需技能可找到好工作的人。小組成員透

過找出就業機會、人際網絡、有力的自我介紹，以

及為面試問題作好準備，來找到工作。參與這個小

組是為了獲得一份工作。

為更好的工作接受教育

針對需要接受教育或訓練來取得一份好工作或創業

的人。小組成員先找出能幫助他們變得自立的工

作，然後尋找能幫助他們爭取那份工作的學校或計

畫（包括邁向自立之路的計畫）。參與這個小組是

為了就學和獲得永久教育基金貸款（如有需要）。

完成我的基礎和創業及發展事業要求的小組成員有資格獲得後期聖徒

商業學院的證書。

邁向 
自立之路

我的基礎： 
原則、技巧、 

習慣

自立

12374_265_PEF_MyFound.indd   1 3/5/15   1:43 PM

創業及 
發展事業

自立

12376_265_MyBusiness.indb   1 3/24/15   3:40 PM

求職

自立

12375_265_MyJobSearch.indb   1 3/24/15   2:54 PM

為更好的工作 
接受教育

自立

12377_265_My Education.indb   1 3/24/15   1: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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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的教義和原則

教義

1. 屬世事物也是屬靈事物
教義和聖約 29：34；阿爾瑪書 37：38-43

2. 主命令我們要自立，且祂有一切能幫助我們的能力
教義和聖約 104：15-16；100：1；尼腓一書 9：6； 
尼腓二書 27：21，23；摩賽亞書 4：9；馬太福音 28：18

3. 自立是一項超升的原則。
教義和聖約 132：20

原則

有關下列原則的更多詳情，請參照自立的小冊子我的基礎：原則、 

技能、習慣。

1. 運用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尼腓一書 9：6；希伯來書第 11章

2. 服從
教義和聖約 93：28；130：20-21；亞伯拉罕書 3：25； 
希伯來書 5：8-9

3. 採取行動
尼腓二書 2：16，26

4. 服務並且要團結
摩西書 7：18；加拉太書 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