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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

這份基本單位運作指南可在以下地區組織教會單位時為聖職領袖提供指
導方針：教會剛開始建立的地區；幅員廣大且教友散居各處或教友人數
很少的地區，剛開始培養教會領袖的地區；或教友有特殊語言需要或其
他特殊需要的地區。雖然這些情況較常在傳道部內見到，但在區域會長
團的核可下，基本單位運作計畫也適用於有類似情形的支聯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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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信存在於原始教會中的同樣
組織」（信條第6條）。

主耶穌基督於塵世傳道時，以簡單
的方式在信徒中建立起祂的教會。
祂吩咐祂的使徒將一小群教友組織
起來，由一位主領的聖職領袖來照
顧他們。

早期教友能在福音中成長茁壯，乃
是由於基督和祂的使徒：

1.專注於教導福音的原則及教義。

2.鼓勵教友接受教儀，訂立相關的
聖約並遵守聖約。

3.教導教友要在屬靈和屬世的需要
上互相援助。

4.保持簡單的組織架構。

摩門經裡的教會領袖也運用同樣的
組織和管理原則。「阿爾瑪和艾繆
萊克，還有許多被選擔任這工作
的，就這樣遍地宣講神的話語。教
會的設立，在全境以及周圍各區域
所有的尼腓人之中，已成為非常普
遍了」（阿爾瑪書16：15）。

教會復興的初期也採行這些相同的
原則。透過遵循這些相同的組織和
管理原則，今日本教會的教友可以
獲得最完善的照顧。

在區域會長團的授權下，可以運用
基本單位運作計畫在下列地區建立
和組織教會：

1.教會剛開始建立的地區。

2.幅員廣大而教友散居各處的地
區。

3.教友人數很少，剛開始培養教會
領袖的地區。

4.尚未成立支會和支聯會的地區。

5.教友有特殊語言需要或其他特殊
需要的地區。

經過區域會長團的核可，基本單位
運作計畫也可以在有類似情形的支
聯會內推行。

教會若是在上述情況下成立，教友
會組織成較小的團體，稱為分會。

有關基本單位運作的指南可參閱本
手冊，以及家庭指導手冊（31180
265）、分會指導手冊（31179 265）、

聖職及輔助組織領袖指導手冊
（ 31178 265）、 以 及 教 學 指 南

（34595 265）。對於組織完備、已成

為支會和支聯會的單位，應該使用
教會指導手冊（35205 265 和 35209
265）。

基本單位運作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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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看啊，我對你說你要⋯⋯
把我的福音傳給他們；假如他們接
受你的教導，你就要使我的教會在
他們中間建立起來」（教義和聖約
28：8；亦見33：5-6）。

1.組織

家庭

家庭是教會的基本單位。你可從家
庭指導手冊中找到有關家庭及如何
在家中遵行福音的指示。

分會
當一個地區有兩個以上的家庭，而
其中至少有一人是配稱的亞倫聖職

祭司或配稱的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
時，就可組織分會。分會的組織一
開始可能很簡單，只有一位分會會
長；他透過拜訪教友的家庭並鼓勵
他們善盡職責來看顧他們。在這樣
的情況下，分會只舉行聖餐聚會以
及福音課程時間，教導福音課程時
要 運 用 經 文 和 福 音 原 則 課 本

（ 31110 265） 或福音基礎課 本
（31129）。請見第8頁的程序表A。

當分會教友人數增多，同時可找到
更多領袖時，就應成立長老定額
組。這時分會會長可運用其他聖職
持有人，透過家庭教導來協助照顧
教友。而在星期日的福音課程時間
應舉行聖職聚會，同時還要舉行婦
女、女青年及兒童的聯合聚會。請
見第8頁的程序表A。

隨著教友和領袖人數持續地增加，
又可取得聚會用的設施時，就可組
織亞倫聖職定額組和婦女會、兒童
會、女青年及主日學等輔助組織；
星期日福音課程的各個班級應依照
第8頁的程序表B和程序表C舉行。

基本單位運作之五大要素



概言之，本計畫始於個人或家庭，
然後成立分會。之後隨著聖職持有
人的增多及教友人數的成長，就可
組織聖職定額組，接著是建立輔助
組織。

關於建立、組織和管理分會的指
示，可在分會指導手冊、聖職及輔
助組織領袖指導手冊中找到更多詳
盡的資料。

2.聚會場所

家人家庭晚會（家庭指導手冊中
列 有 詳 細 說 明 ） 要 在 教 友 家 中
舉行。

分會聚會可在家中、租賃的建築
物或教會自有建築中舉行。分會
指導手冊內說明，傳道部會長團
可 針 對 如 何 取 得 聚 會 場 所 和 維
護該處所一事，為分會提供相關
資料。

4

分會聚會可在家中、租賃的建築物或教會自有建築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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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

教會出版了課程教材，供教友在
家庭和教會單位中教導耶穌基督
的福音。這些教材是依據經文和
現代先知的教導編寫而成，可以
幫助教友學習福音和遵行福音；
同時也能夠在教友研讀經文和近
代使徒與先知的話語時提供指引。

各種語言中最先出版的教材是福音
原則課本（或福音基礎課本）、總會
會長團信息和探訪教導信息。隨著
教會不斷成長，之後會得到經文、
其他課程教材和教會雜誌。

當分會成長到開始舉行聖職和輔助
組織課程的時候，若下列書籍已出
版，就使用這些課程的教材：

麥基洗德聖職與亞倫聖職 聖職的職責與祝福B
聖職的職責與祝福C

婦女會與
女青年

後期聖徒婦女B
後期聖徒婦女C

兒童會4：選正義C
兒童會5：摩門經

福音原則
（或福音基礎）

若有需要，可使用經文、家庭指導手冊、聖職及輔助組織領袖指導
手冊、教學指南、總會會長團信息、探訪教導信息以及聖詩及兒童
歌本，作為上述課程教材的補充資料。

兒童會

主日學

世界各地的課程每年度都統一從1
月1日開始。分會一旦成立，適當

的課程教材連同指示會一併提供給
分會，並且每年都將持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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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導

在家中和教會聚會中教導福音，乃
是靈性成長和鞏固個人見證的要
素。教會中所有的教友都是教師，
無論是父母、領袖、課堂的教師，
家庭教導教師或是探訪教師。

家庭應成為教導福音的核心場所，
而教會聚會中的教導與學習可用以
支持家庭。

主說：「我賜給你們一條誡命，你
們要互相教導國度的教義。你們要
勤勉地教導，則我的恩典必跟隨著
你們，這樣在理論上，原則上，教
義上，福音的律法上，及一切你們
宜於瞭解的關於神國度的事上，你
們可以受到更完美的教導」（教約
88：77-78）。

在教學指南中你可找到一些原則，
協助你用簡單、優美、且有效的方
式教導福音。

5.紀錄與報表

主吩咐教會要保管紀錄。分會中保
管四種紀錄：財務紀錄、教籍紀
錄、歷史紀錄和教友進步報告。

分會一旦成立，就會提供分會關於
保存紀錄方面的資料。在傳道部會
長的指導下，會提供有關保存紀
錄、填寫報表和提交報表方面的指
示。處理這些神聖文件的人應審慎
看管這些包含機密資料的教會紀
錄。

你可在分會指導手冊中找到更多有
關教會紀錄與報表方面的資料。



「並注意這一切事要做得明智而得
體；因為一個人是不必超過他的體
力來賽跑的」（摩賽亞書4：27）。

下列原則與注意事項對基本單位運
作能否成功極為重要。

1.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尋求聖靈的
啟發。聖靈會引導為人父母者、分
會領袖和教師知道該做何事及如何
行事。要謙卑、誠懇地祈求祂的指
引。將事情從頭到尾仔細思考，熱
切祈禱該做哪些事，決定要採取的
措施，並尋求聖靈向你證實那些決
定是否正確。祂會讓你的思想和你
的心中有所領悟，向你啟示該做哪
些事。

「你要謙遜；主你的神必親手引導
你，並且對你的祈禱，賜給你回
答」（教約112：10）。

「是的，看啊，我將藉著那要來到
你身上並居住在你心中的聖靈，在
你的思想和心中告訴你。現在，看
啊，這是啟示之靈」（教約8：2-
3）。

2.教導福音的基本原則和教義。閱
讀摩賽亞書18：18-30，注意在阿
爾瑪的時代是如何教導基本原則和
教義。

3.著重教儀和聖約。協助教友(1)了
解並接受必要的聖職教儀，(2)立下
相關的聖約，並遵守聖約。

4.先建立穩固的聖職領導基礎及發
揮聖職功能。在組織婦女會、兒童
會、女青年或主日學等輔助組織計
畫之前，務必做到這一點。不要一
下子衝得太快。當教會資源及教友
的需要取得良好平衡時，最能培育
出聖職領袖。分會若擴展組織、聚
會及運作計畫的速度過快，領導力
量也會被削弱。

原則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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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聚會程序表
傳道部會長應就聚會程序表的適用性與區域會長團協調，並獲得核可。

星期日聚會程序表Ｂ

此表用於有足夠教友可以開始組成聖職定額組及部分輔助組織的分會。

開會儀式

麥基洗德
亞倫聖職

亞倫聖職

開會儀式開會儀式 兒童會
（3-11歲的兒童）

婦女會 女青年

主日學（12歲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

聖餐聚會

星期日聚會程序表Ｃ

此表用於教友人數足以成立大部份或全部的聖職定額組及輔助組織，且
有足夠的領袖及聚會場所的分會。

為成人、男女青年和兒童而設的福音教導聚會

聖餐聚會

星期日聚會程序表Ａ

此表用於只有分會會長一人持有麥基洗德聖職的分會，或是他身為亞倫
聖職的祭司（當召喚了長老定額組會長時，福音課程時間的結構應更改
如下：所有的聖職持有人一起聚會，而所有的婦女、女青年和兒童一起
聚會）。

聖職聚會 婦女與女青年的聚會

主日學（12歲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

聖餐聚會

兒童會
（3-11歲的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