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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總會會長團
信息
親愛的姊妹們：
為感謝慈助會為教會成員的生活所帶來的祝福，我們指
示撰寫我國度中的女兒：慈助會的歷史與事工一書。我們祈
求本書能為妳們和妳們影響所及的人們帶來祝福。
我們要表達我們對各位的愛與敬佩。我們明瞭妳們是天
父鍾愛的女兒，也是主耶穌基督忠誠的門徒。妳們是這全球
美好婦女組織的一份子。妳們在慈助會座右銘：「愛是永不
止息」的引導下，協助鞏固家庭，建立神在世上的國度。
我們鼓勵各位研讀本書，讓書中亙古不變的真理和鼓舞
人心的榜樣影響妳們的生活。
我們見證，主已經透過先知約瑟•斯密復興了圓滿的
福音，而慈助會是福音復興的重要部分。慈助會的姊妹們
有光榮的傳承；我們祈求這本書能成為保存這項傳承的重
要資源。

總會會長團謹啟

ix

序

「不平凡的事」

就像新約中的馬利亞和馬大，今日的慈助會姊妹依然以耶穌基督忠信門徒的身分在服務。

愛瑪•斯密姊妹在慈助會第一次

成就了許多不平凡的事。慈助會是為了

聚會上，說：「我們將成就不平凡的

幫助神的女兒準備好接受永生的祝福而

事。」 1 她說得對。慈助會的歷史上有

成立的；慈助會的宗旨是要提升信心和

許許多多的例子，說明平凡的婦女因

個人正義，鞏固家人與家庭，以及藉由

為運用對天父和耶穌基督的信心，而

找出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來提供救助。當
xi

婦女們在其召喚上和生活中尋求和接受

研讀這些史實，後期聖徒可以看出天父

個人啟示，並付諸行動，就能達成這些

認識祂的女兒們、愛她們，將神聖的重

目的。

責大任交付給她們，並指引她們完成這

本書不是一本按年代順序編寫的

些責任。在她們的努力下，教會的婦女

編年史，也不試圖備載慈助會的所有

和持有聖職的弟兄們團結一致，共同建

成就，而是要為慈助會宏大的事工提

立神在世上的國度及鞏固錫安家園。

供一個歷史觀。本書透過歷史記載、
個人經驗、經文，以及後期時代眾先
知及慈助會領袖的話語，教導關於後
期聖徒婦女在天父的幸福計畫中被賦
予的責任和機會。

為什麼要研讀慈助會
的歷史與事工?
第十二任總會會長賓塞•甘會長
說：「我們知道，凡懂得珍惜歷史的
婦女，也會關心如何塑造正義的未
來。」 2 研讀本書能使婦女對過去歷
史有更深刻的體會，並對她們的靈性
傳承有更多的了解。
慈助會的歷史教導我們明白神的
女兒所具有的神聖身分和無限價值。本
書是一本充滿靈性的歷史故事，講述許
多堅強、忠信、意志堅定的婦女；她們
默默地服務，很少受到公開表揚。藉由
xii

個人研讀能幫助婦女學習她們在神國中的責任。

個人研讀我國度中的女兒

先知的教導中得到啟發後，就能尋求和

本書的價值不在於所提供的日期

接受個人啟示，並付諸行動。姊妹們若

和史實，而在於書中所教導的目的、

努力成為主希望她們成為的那種人，並

原則和模式。慈助會的每位姊妹若一

且做祂要她們做的事，就能獲得指引。

再研讀及查閱本書，就會明白慈助會的

姊妹們可從阿爾瑪的話中得到鼓

傳承不僅與過去時代的婦女有關，也關

勵，他說：「藉著微小而簡單的事能

係著今日世界各地所有訂立及遵守聖約

成就偉大的事。」 4 她們所完成的微小

的婦女。這份了解能幫助姊妹們從過去

而簡單的事，會讓她們看到主如何鞏固

歷史中得到靈感啟發，在面對未來時感

她們，和引導她們的生活。

到平安。
本書的教導、故事和榜樣能指引
姊妹們確立生活中的優先順序和行為

與他人一起研讀慈助會
的歷史與事工

準則，這有助於她們提升信心和個人

本書是慈助會姊妹們在星期天及平

正義、鞏固家人與家庭以及找出和幫

日共同研讀的一項重要資源。如需知道

助有需要的人。

在慈助會聚會中教導的一般指示，支分

第九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貝拉•施

會慈助會領袖可查閱現行指導手冊及瀏

百福姊妹說：「我相信，今日一般婦

覽網站LDS.org；若需知道在慈助會聚

女都能夠衡量自己的志趣，評估她們所

會中使用本書的相關資訊，亦可瀏覽

參與的活動，然後採取能夠簡化生活的

網站LDS.org，並查閱教會發布的其他

步驟，把首要的事物置於優先，注重最

補充指示。

大、最長久的效益，並且擺脫較無益處
的活動。」 3

本書的影響力應當擴及慈助會聚
會以外的地方。家人可聚在一起研讀

姊妹們學習慈助會歷史時，會從中

和討論書中的榜樣和教導；慈助會姊

發現對她們特別深具意義的典範、行為

妹可以和朋友分享書中內容；各年齡

表現和原則。她們從這些發現及古今眾

層的教會成員都可將本書當作課程、
xiii

特姊妹和哈里斯姊妹的作品，為整個教
會撰寫第一本完整的慈助會歷史；也要
感謝編輯和設計人員，他們掌握住本書
所要呈現的精神，辛勤努力地將它呈現
出來；同時要感謝其他作家、提供文物
史料的人以及歷史學者，引用他們著作
的出處均在本書末尾的註解裡註明。
最後，若非教會歷史上各時期慈助
會姊妹們的信心、奉獻和服務，這本歷
史紀錄絕對無法問世。
姊妹在討論慈助會的歷史和事工時，可以互相
啟發。

演講和議會會議的參考資料。

誌謝
籌備本書出版事宜的人員要向露
西•塔特和她的外甥女依蓮•哈里斯表
達謝意。她們於1996年蒙召喚和按手選
派，完成了一本未出版的慈助會歷史，
她們的作品已成為教會檔案室所保存的
一項資源。她們在記錄總會慈助會會長
的生平和慈助會的重大事件方面所作的
努力，為本書奠定了基礎。
同時也要感謝下列這些人：蘇珊•
譚納，她於2009年蒙按手選派，依據塔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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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慈助會
古代模式的復興
其名稱雖然可能已經現代化，
但此這項機構乃源自古代。
我們已殉教的先知
告訴我們，同樣的組織
亦存在於古代教會中。
伊莉莎•舒

第1章

慈助會
古代模式的復興

救主在塵世傳道期間，始終對婦
女特別關心愛護。十二使徒定額組的

的寡婦。 2 祂復活後，最先顯現的對象
也是一位婦女。 3

雅各•陶美芝長老說：「耶穌基督是世
界上最護衛女性及女性身分的人。」 1

新約時代的女性門徒

無論是在街頭、海邊、井邊或人們

雖然我們無從了解新約中正式的

家中，無論是和一大群婦女或個別的女

婦女組織，但證據顯示婦女在救主傳

性在一起，救主時常教導婦女。祂對她

道期間是很重要的參與者。新約記載了

們仁慈又充滿愛心，並且醫治她們和她

許多婦女，無論是否知其姓名，都運用

們的家人。在許多比喻中，祂故事中的

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學習和奉行祂的教

婦女都在從事日常的活動，由此可見，

導，並為祂的聖工、奇蹟和尊貴身分作

祂對婦女的生活十分熟悉，並能從她們

見證。這些婦女成為門徒的表率，也是

的日常經驗中萃取出亙古不變的福音教

救恩事工中的重要證人。

訓。祂寬恕她們，與她們一同哭泣，並

耶穌和祂的十二位使徒旅行各地

且在她們身為女兒、妻子、家庭主婦、

時，婦女們一路相隨。她們拿出自己

母親和寡婦的不同處境中，對她們付出

的財物來協助祂的聖工。祂死亡和復

愛心。祂了解和賞識她們，賦予她們崇

活後，婦女依然是忠信的門徒。她們

高的地位。

與使徒們一起聚會和祈禱。她們提供

即使在十字架上承受極度痛苦之

自己的家作為教會成員聚會的場所。

際，救主仍表達出對自己母親的關懷，

她們在屬世和屬靈上勇敢地參與拯救

祂的母親當時很可能是一位需要人照顧

靈魂的事工。
3

馬大和她的妹妹馬利亞是新約中

的聖工。在新約稍後的記載中，我們會

女性門徒的榜樣。路加福音第10章記

讀到馬大對救主神性的堅強見證。她與

載了馬大開門迎接耶穌到她家裡。她

耶穌談話時，說道：「主啊，是的，我

照料祂的屬世需求，以此事奉祂；馬

信您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

利亞則坐在主的腳前，全神貫注地聆

到世界的。」 5

聽祂的教導。

耶穌及祂的十二位使徒前往各地

在那個通常只要求婦女提供屬世服

時，也有其他許多女性門徒同行，在

務的時代，救主卻教導馬大和馬利亞，

屬靈上向祂學習，在屬世上事奉祂。

婦女也能在靈性方面參與祂的事工。祂

路加記載：

邀請她們成為祂的門徒，領受救恩，也
就是那不能奪去的「上好的福分」。 4
馬利亞和馬大積極地參與主在世上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各城各鄉
傳道，宣講神國的福音。和祂同去的有
十二個門徒，
「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
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抹
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
趕出來），
「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
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女，都是
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 6
這些婦女很可能除了提供烹飪這類
的服務之外，也在經濟上支持耶穌及祂
的使徒。除了接受耶穌的施助──祂美
好的福音信息和祂的醫治大能所帶來的

「馬大，接〔耶穌〕到自己家裡。」她的妹妹馬
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祂的道」（路加福音10
：38-39）。
4

祝福──這些婦女也為祂服務，奉獻出
她們的物資和熱誠。

「若要培養
基督般的品格，
需要勤奮努力、
孜孜不倦；
偶而為之
或不願意不斷
督促自己成長的人
是無法做到的。」

賓塞•甘
1979年2月， 聖徒之聲，
第146頁
救主在世傳道期間，對婦女特別關心愛護。

使徒保羅記寫婦女們──基於教會職務或
出於自願──為聖徒們服務的情形。他對一位
正義寡婦的描述，正是早期教會中許多婦女的
寫照：「有行善的名聲，就如養育兒女，接待
遠人，洗聖徒的腳，救濟遭難的人，竭力行各
樣善事。」 7 保羅也寫到有智慧、閱歷豐富的
年長婦女的影響力。祂勸告提多要鼓勵年長婦
女為年輕婦女服務，教導她們明白為人妻、為
人母的永恆角色，「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
夫，愛兒女。」 8
5

使徒行傳裡有一篇記載，談到有位

問你們安。」 11

婦人彰顯了保羅所描述的那些美德。大

有位名叫馬利亞的婦女因使徒們

比大（又名多加）住在約帕，為當地有

的緣故而「多受勞苦」。 12 有位名叫

需要的婦女縫製衣服。

呂底亞的婦女和家人一起受洗之後，

「在約帕有一個女徒，名叫大比
大，翻希臘話就是多加；她廣行善事，
多施賙濟。

便為教導過她的那些人服務。 13
有位名叫非比的婦女顯然在她所
屬的教會會眾中擔任事工。保羅說道：

「當時，她患病而死。……

「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非比，她

「呂大原與約帕〔這個城市〕相

是……教會中的女執事……請你們為

近；門徒聽見彼得在那裡，就打發兩

主接待她，合乎聖徒的體統。她在何

個人去見他，央求他說：『快到我們
那裡去，不要耽延。』
「彼得就起身和他們同去；到
了，……眾寡婦都站在彼得旁邊哭，
拿多加與她們同在時所做的裡衣外衣
給他看。
「彼得叫她們都出去，就跪下
禱告，轉身對死人說：『大比大，起
來！』她就睜開眼睛，見了彼得，便
坐起來。」 9
新約還提到其他忠誠的婦女。百
基拉和丈夫亞居拉冒著生命危險幫助
使徒們，提供自己的家作為教會聚會
場所。 10 保羅寫道：「亞居拉和百基
拉並在他們家裡的教會，因主多多地
6

大比大「廣行善事，多施賙濟」（使徒行傳

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她，因她
14

約瑟F.•斯密會長說：「這個組織是由

素來幫助許多人。」 今日的慈助會成

神設立、由神認可、由神制定、由神

員──領袖、探訪教師、母親和其他人

按立的，目的在幫助男人及女人的靈

──仍繼續在援救和幫助許多人，就像

魂得到救恩。」 17 第五任總會會長朗

非比和新約時代其他偉大的女性所做的

卓•舒會長曾對一群慈助會姊妹說：

一樣。

「妳們始終從旁輔佐聖職，準備好要
堅固他們的手，盡到自己的本分，以

後期時代的女性門徒

協助增進神國的福祉；由於妳們分擔

古代教會的婦女莊重、高貴且居於

了重擔，將來主在這事工上賜給祂忠

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她們為人服務，

信的兒女們勝利，並賜予他們超升及

聖化自己，參與拯救靈魂的偉大事工。

榮耀時，你們必定能共享這一切。」 18

隨著慈助會的成立，這樣的組織模

婦女加入慈助會後，便成為耶穌基

式已在後期時代復興。先知約瑟•斯密

督勇敢的門徒，從事救恩的事工。她們

宣告：「等到婦女們組織起來以後，基

和古代教會中的婦女一樣，與持有聖職

督的教會才算組織健全。」 15 總會慈助

的弟兄並肩工作，來提升信心和個人正

會第二任會長伊莉莎•舒姊妹重申這項

義、鞏固家人與家庭以及找出和幫助有

教導，她說：「其名稱雖然可能已經現

需要的人。第十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茱

代化，但此項機構乃源自古代。我們已

麗•貝克姊妹教導：「慈助會是練習成

殉教的先知告訴我們，同樣的組織亦存

為基督門徒的地方。我們學習祂要我們

在於古代教會中。」 16

學習的一切，做祂要我們做的事，成為

除了約瑟•斯密，後期時代的其

祂要我們成為的那種人。」 19

他先知也見證：慈助會的成立是福音
復興中受靈啟發的一環；教會中的婦
女蒙召喚擔任教會的職務，來彼此服
務，造福整個教會。第六任總會會長
7

第2章

「更好的事物」
納府女性慈助會
現在我奉神的名將這項權鑰
交給妳們。慈助會應歡欣，
而知識和智慧自此刻起
將從天上傾流而下──
這是慈助會美好未來的開端。
約瑟•斯密

第2章

「更好的事物」
納府女性慈助會
1842年春天，伊利諾州納府的後
期聖徒熱心地工作，要在他們的城市

分高，總會會長和一些人極力呼籲大家
一起幫忙推動這項工程。

建造一座聖殿。先知約瑟•斯密鼓勵

「〔瑪格麗特•〕柯克小姐……

大家一起來幫忙。男人動手蓋聖殿，

有一天與我談到最近教會呼籲大家為

婦女則積極地尋找方法來貢獻一己之

這些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提供糧食、衣

力。莎拉•甘說道：

服、被褥和日常用品，她說如果有材

「納府聖殿的外牆那時大約90公

料和設備的話，她很樂意做裁縫的工
作。我提供一些布料給她用，然後提
到別人可能也和我們有同樣的想法。
於是我們〔討論〕到成立一個縫紉團
體的話題。這個團體的宗旨在於協助
聖殿的興建。
「接下來的星期四，我邀請了十
多位住在附近的姊妹到我家裡來。」 1
在那個時代，婦女自組社團是很
流行的做法，而且她們通常會訂出章
程和細則──一套管理組織的規定。
在莎拉•甘家裡聚會的那些婦女決定
要擬一份章程和細則，伊莉莎•舒答

聖徒迫切地覺得需要建造納府聖殿。

應負責撰寫這些內容。接著，這些婦
11

女請約瑟•斯密審閱這些章程並發表

「紅磚店」的建築物樓上，約瑟•斯密

意見。先知看了之後，說那是他所看

在這裡有一間辦公室，同時他也在這裡

過「最好的章程和細則，但是他說：

做生意養家。她們在約瑟•斯密和兩位

『這不是妳們所要的。請告訴姊妹們，

十二使徒約翰•泰來長老及威拉•理查

她們的奉獻已蒙主接納，祂有一個比

長老的指導下舉行聚會。 3

這書面章程更好的東西要給她們。我

先知約瑟•斯密並未依照當時普遍

要邀請她們所有的人，在下星期四下

流行的婦女團體模式來成立後期聖徒婦

午，跟我和幾位弟兄開會。我要按照

女組織，而是按照受神啟發和認可的方

聖職的模式把婦女們在聖職下組織起

式將婦女組織起來。

來。』」 2

聚會一開始，他告訴姊妹們要鼓
勵「弟兄去從事善舉，照顧窮困者的

成立慈助會

需要──找尋機會行善，照顧人們的

下星期四，也就是1842年3月17
日，二十位婦女聚集在一間常被稱為

需求──並協助匡正道德，強化女性
們的美德。」 4

愛瑪•斯密
第一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希望有神的靈助我認識及了解自己，使我能克服一切
會妨礙我在永恆諸世界中超升的傳統或天性。我希望能
有豐富的思想、靈活的頭腦，這樣，當神透過僕人揭示
祂的旨意時，我能理解且毫不懷疑。」

致約瑟•斯密的書信，1844年，教會歷史圖書館

12

「慈助會經由
啟示之靈成立，
〔此後〕也一直受
這靈指引；慈助會
已在我們無數美好姊妹
的心中灌輸正義的
渴望，這向來是
主所喜悅的。」

約瑟•斐亭•斯密
1842年3月17日，愛瑪•斯密成為第一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約瑟•斯密的妻子愛瑪•斯密蒙揀選擔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Dec. 1970, 883

任這個新組織的會長。先知鼓勵妻子選出兩
位諮理，與她一起「主領這個組織，照顧貧困
者──提供他們所需，並處理這組織的各項事
務。」於是斯密姊妹選定撒拉•克利夫蘭和伊
利莎白•惠尼擔任她的諮理。之後泰來長老分
別按手選派這兩位諮理，使她們得以在各自的
職位上服務。 5
會中，約瑟•斯密談到他妻子的這項召喚
應驗了主在大約12年前向他揭示的一項預言，
主在預言中稱呼她為「我所召喚的，蒙揀選的
女子。」，並告訴她，她將「由〔約瑟•斯密〕
13

的手按立，按照我的靈給你的那樣，
6

講解經文，勸勉教會成員。」 約瑟•

事。……我們會遇到一些特別的狀況，
也會應付許多緊急的需求。」 11

斯密向所有出席聚會的人宣讀這整篇

聚會結束時，約翰•泰來長老分享了

啟示，即現在的教義和聖約第25篇。7

他的看法。他說，當他看到「極為傑出的

在這項啟示中，主告訴愛瑪她將

人士投入這項偉業，以實

擁有的特權，諸如成為她丈夫的抄寫

踐各項美德，發揮女性的

員，以及為聖徒編纂聖詩。主也勸告愛

慈善心腸」時，他「內心

瑪要留意警告，保持忠信和美德，不要

極為快樂」；而 「看到這

抱怨，要安慰和幫助丈夫，教導經文和

約翰•泰來

勸勉教會成員，抄寫和學習，「把這世

而成立──是根據先前指派〔愛瑪•〕斯

上的事放在一邊，追求一個較好世界的

密女士擔任這項重要召喚時所給的啟示

事」，遵守聖約，保持溫順，慎防驕傲

──並且看到一切事情都以如此榮耀的

和遵守誡命。 8

方式向前推展」，也令他歡欣不已。他

個組織是根據天上的律法

在這項啟示的結尾，主宣告祂對愛

祈求，「神的祝福和上天的平安從今以

瑪說的話不是只對她說的，而是祂「對

後能降臨這個組織。」在閉會祈禱之

所有的人說的話。」 9 約瑟•斯密以他

前，唱詩班呼應了泰來長老的心聲，唱

先知的權柄重申此事，強調這項啟示

出：「我們舉行慶祝，救恩之日到來」。12

中的勸誡和警告對這新組織裡的每位
成員都適用。他表示，「不只〔愛瑪〕，

14

聖職的權柄、模式和祝福

其他人也能獲得相同的祝福。」 10 這項

六個星期後，在一次慈助會聚會

啟示確立了後期聖徒婦女應遵守的基本

上，先知約瑟•斯密詳盡地給予姊妹們

原則。

教導後說道：「慈助會要經由神所制定

經過一番討論後，姊妹們決定將

的體制──透過祂所指派的領袖──來

自己的團體稱為納府女性慈助會。愛

接受教導。現在我奉神的名將這權鑰交

瑪•斯密宣告：「我們將成就不平凡的

給妳們，慈助會應歡欣，而知識和智慧

自此刻起將從天上傾流而下──這是慈
13

助會美好未來的開端。」

要她們在聖殿中接受聖職的圓滿祝福，
知識和智能將流向她們。她們會接受教

身為主的先知，約瑟•斯密持有

儀並立下神聖聖約，幫助她們和家人為

世上聖職權柄的一切權鑰。因此，當他

永生作好準備。（如需更多慈助會與聖

成立慈助會時，他統籌指導慈助會的運

職的資料，見第8章。）

作，為教會婦女開啟機會，使她們能在
主國度的事工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們

慈助會早期令人振奮的事

此時在聖職權柄之下服務，也蒙應許能

納府女性慈助會成長快速，到了

享有她們以往未曾獲得的祝福。這些祝

1842年8月，成員人數已超過1,100人。

福會根據她們的忠信和勤奮而來到。只

起初，並非教會所有的女性成員都自動
成為慈助會成員。姊妹們必須提出申
請，然後根據她們的良善及美德來決
定是否被接受。約瑟•斯密說： 「我
們應該有個菁英團體，遠離世上一切邪
惡，精選、具有美德且聖潔。」 14
納府的姊妹們踴躍地加入慈助會；
能得到認可，以有組織的方式提供屬世
和屬靈上的援助，讓她們感到振奮。她
們也明白這是個大好的機會：能接受先
知的教導，以準備好獲得進一步的屬靈
知識和聖殿祝福。她們喜愛能在這些偉
業上與彼此及聖職弟兄們團結合一。
姊妹們既已擁有這項特權，就有
責任使自己的生活與這項特權相稱。約

透過彼得、雅各和約翰，主將「國度的權鑰」授
予約瑟•斯密（見教約27：13）。

瑟•斯密告訴她們：「現在妳們置身於
15

一種讓妳們能按照神深植在妳們心中的

上展開神事工的必要步驟，慈助會幫助

同情心來行事的境地。如果妳們奉行這

了教會的婦女準備好接受聖職教儀和聖

些原則，會是多麼偉大和榮耀啊！」 15

約，並且幫助婦女履行其家庭責任。

正如十二使徒定額組培道•潘會長在多
年後所說的：「女性有義務將慈助會所

約瑟•斯密的教導

倡導的美德帶進自己的生活中；正如男

在納府慈助會第一次聚會中，伊

性有義務讓聖職所倡導的品格典範落實

莉莎•舒姊妹被指派為該組織的祕書。

在自己生活中。」 16

身為祕書，她細心地為她所出席的慈助

慈助會並非僅是另一個在世上努力

會聚會作詳實的紀錄，即所謂的會議紀

行善的婦女團體而已。它與眾不同，而

錄。約瑟•斯密告訴姊妹們，這些會議

且是「更好的事物」，因為它是在聖職

紀錄將成為慈助會的「章程和律法」。17

權柄下成立的。慈助會的成立，是在世

在大多數的慈助會聚會中，姊妹
們將時間用來接受教導。這些姊妹們很
有福氣，有六場聚會是由先知約瑟•斯
密親自教導。他教導時，她們感受到聖
靈豐沛地傾注而下。在其中一場聚會結
束時，舒姊妹如此記錄，「主的靈強而
有力地傾注而下，那次特別的經驗令在
場的人畢生難忘。」 18
在舒姊妹所作的所有會議紀錄當
中，有關先知講道的記載影響最為深
遠。先知在這類場合的教導，指引了慈
助會姊妹的事工，也指引了與她們一同
服務的聖職領袖。那些教導在今日仍繼

愛瑪•斯密主持慈助會的聚會。
16

續影響著教會事工。

先知約瑟•斯密教導慈助會姊妹。

約瑟•斯密教導的原則幫助慈

嚴的義務去尋求自己的救恩。他說：「

助會姊妹「救助窮困者」和「拯救靈

唯有崇拜我們的神，我們才能得著生命

魂」──此乃慈助會成立的基本原則。19

──每個人都必須親自去做──沒有人

慈助會建立在此基礎上，使其影響力得

可以由他人代勞。」20 他教導姊妹們要

以永續存在，並且日漸增強。從慈助會

保持個人正義，成為聖潔的人民，為聖

早期聚會以來，姊妹們一直應用先知的

殿教儀和聖約作好準備。他鼓勵她們，

教導，致力於提升信心和個人正義、鞏

無論與主、與周遭的人或自己，都要能

固家人與家庭，以及找出和幫助有需要

親善和諧：「姊妹們，妳們之間有紛爭

的人。

嗎?我絕不容許這樣的事──妳們要悔
改，蒙主垂愛。」21「能提升我們的，

提升信心和個人正義
約瑟•斯密教導姊妹們，她們有莊

不是爭戰，不是散佈流言蜚語，不是衝
突爭論，而是溫順、愛心、純潔。」22
17

在一次慈助會聚會中，先知約瑟•
斯密討論了哥林多前書第12章，他強調
每位姊妹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對整個教
會是多麼的重要。他「針對〔教會中〕
不同的職位的事給予指示，並教導每個
人需要在其職務範圍內行事及履行被任
命的職務」。他也針對某些態度提出警
告，有人「覺得擔任教會中的較低職位
是不光采的，並以妒嫉的眼光來看……
〔他人〕的地位。」對於此事，他說：
「一個人貪戀別人的職位，卻不珍惜神

「在光和真理中教養子女」（見教約93：40）。

指派給他們的職位，這是出於人心的愚

「你蒙召喚的職責是以安慰的言

蠢。」 23 透過這樣的教導，他幫助姊妹

語、溫順的態度，在……你丈夫痛苦

們「在主前聖潔地行走。」 24

時安慰他。」 26

約瑟•斯密告訴慈助會姊妹：「

「只要父母在錫安或已組織的任何

我們若要到神前，就要讓自己保持純

錫安支聯會中有子女，卻未教導他們了

潔。」 25

解悔改、對活神的兒子基督的信心，以
及洗禮和藉按手禮的聖靈恩賜的教義，

鞏固家人與家庭
雖然早期的慈助會姊妹參與社區事
務，樂於服務鄰里，但她們從未忽略對
自己家人和家庭的責任。她們忠於自己
為人母親和養育者的天賦恩賜，也忠於
主透過約瑟•斯密所賜關於家庭責任的
啟示：
18

到了八歲，則罪就落在父母頭上。
「因為這將是錫安或已組織的任何
錫安支聯會的居民的律法。
「而且他們的子女八歲時，要接受
赦罪的洗禮，並接受按手禮。
「他們也要教導子女禱告，在主前
正直地行走。」 27

「我已命令你們在光和真理中教養子女。
……

「〔慈助〕會的前景
將不可限量。隨著

「……首先要整頓你的家。……
「我對一個人說的就是對所有的人說
的；……
「……務使〔家庭成員〕在家裡更加勤
奮、關心，一直祈禱。」 28
從納府慈助會會議紀錄所摘錄的內容中
可以看出，約瑟•斯密和姊妹們並未輕忽這
些啟示所教導的原則。從他們的言語和行動

教會成長，慈助會
能發揮效用的範圍
亦將隨之擴大，
會比以往更能夠
行善。所有的姊妹
若齊心合力支持

可以看出，在他們的心目中，自己的家庭和

慈助會，它將成就

他人的家庭是最重要的。例如，愛瑪•斯密

偉大的事工，

教導，「現在就是時候了，母親應看顧自己

不斷造福整個教會。」

的女兒、勸勉她們保持在美德的道路上。」 29
先知約瑟•斯密特別關心夫妻之間的關係。他

朗卓•舒

勸告姊妹們：「讓慈助會教導婦女們如何對待

Deseret Evening News,

自己的丈夫，如何用柔和及愛情對待他們。當

July 9, 1901, 1

一個男人被煩惱所困，當他被憂慮和困難所苦
時，假如有人對他報以微笑，不爭執……假如
有人對他和善，他的靈就能平靜，他的情緒就
能舒緩；當他的心陷入絕望的時候，他需要的
是……撫慰。……妳們回家後，不要對丈夫講
氣話或刻薄的話，今後妳們的所作所為都要充
滿仁慈、仁愛和愛心。」 30 在其他場合裡，先
知也給男人類似的勸誡，他談到，丈夫的職責
19

是「疼愛、珍惜和供養他的妻子」並且
「以溫柔的心看待她的感受。」

31

「佩克姊妹報告，蓋斯先生和家人貧病
交加。已給予他們救助。……甘太太說

慈助會的姊妹們在討論用什麼方

查爾斯頓先生一家人都生病了，他的太

法幫助社區裡的居民時，往往都著重

太心情非常低落，極需人照料。她說她

在家人和家庭。她們聚會的會議紀錄

已協助他們了。」 35

裡盡是這樣的敘述：「霍克斯太太提到

聖徒們能在納府合力建造聖殿，也

杜瑞家庭──還在生病，需要我們的祈

是受到他們對家人的愛所影響。先知約

禱──至少這是我們目前能做的。」32

瑟教導他們可以代替已逝的家人接受洗

「約書亞•斯密姊妹……去探訪麥伊萬

禮。他們曾有段時期獲准在聖殿外的地

姊妹和莫德利姊妹，發現她們的家庭都

點執行這些教儀，不過主命令他們：

極為貧困。需要每天去關心他們。」 33
「……P.M.惠勒……建議慈助會去關心

「為我的名建一所家宅，為了讓至
高者住在其中。

法蘭西絲•劉洛姊妹，她是個年長、患

「因為地上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

病的寡婦，沒有住處，也身無分文。」 34

讓祂來復興你們失去或祂取走的完整
的聖職。
「因為地上沒有一個洗禮池可以讓
他們，我的聖徒，代替死者受洗──
「這教儀是屬於我家宅的。」 36
他們也希望能建造一座聖殿，以便
接受婚姻的新永約，使他們家庭可以永
遠結合在一起。 37
代替已逝者的洗禮和永恆家庭的
應許，讓納府的教會成員感到莫大的
安慰，其中之一是一位名叫莎莉•倫

芬蘭赫爾辛基聖殿的洗禮池
20

道的姊妹。當她十四歲的兒子喬治過世

準備
進聖殿
相信天父、耶穌基督和聖靈。
對耶穌基督的贖罪及復興的福音培養
見證。

我想竭盡所能去拯救我的朋友。……我
料想你們會認為這教義很不尋常，但你
們將會知道這是真實的。」
莎莉向也曾遭逢喪子之痛的母親見

支持並跟隨活著的先知。

證：「噢，母親，如果我們有幸能在第

保持道德清白、遵守智慧語、繳付十
足的什一奉獻，並與教會的教導和諧
一致，以使自己有資格獲得聖殿推薦
書。

一次復活中有分，那麼我們就能再度擁

付出時間、才能和物資來協助建立主
的國度。

找出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來提供救助

參與家譜事工。

有自己所埋葬的那些孩子了。」 38

自1830年教會成立以來，後期聖徒

保持虛心受教和虔敬的態度。

婦女已找到無數的方式提供服務。她們

穿著端莊，儀容整潔。

一直忠於救主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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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時，她捎信給家人，告訴他們這不幸的

當先知約瑟•斯密帶領眾人在俄亥

消息。不久後，她得知了代替死者受洗

俄州嘉德蘭建造聖殿時，姊妹們看到了

一事。她再次寫信給親戚時，字裡行間

建築工人和他們家人的許多需求。如莎

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平安與寬慰：

拉•甘所說的：「婦女們煉製奶油，然

「〔喬治〕的爸爸已經代替他受洗

後歡歡喜喜地把這些奶油送去給建造聖

了；我們相信並接受了當今宣講的圓滿福

殿的工人，而自己的餐桌上卻一點奶油

音，而且，只要能取得已逝朋友的資料，

也沒有。」40 姊妹們也看到了為聖殿製

無論年代多麼久遠，我們都能代替他們接

作地毯和窗簾的需求。寶麗•安吉爾回

受洗禮、拯救他們，這是何等榮耀的事！

想約瑟•斯密看到她們工作時所發表的

我想請你們盡一切努力，把上至祖父母

感言，他說：「在所有善事上，姊妹們

那一代的已逝親屬姓名都寫下來給我，

向來不落人後。〔抹大拉的〕馬利亞是
21

主復活後第一個顯現的對象；而今首先

「安吉爾太太說，要是無法取得

慈助會在聖職權柄下成立後，對建

新布料，必要的話她願意修補舊衣服。

造納府聖殿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協助。在

「斯密太太提議找些羊毛，然後提

某次慈助會聚會上，與會的婦女將重點

供年長的婦女毛線來織襪子給聖殿工人

放在可以用哪些實際的方法為辛勤建造

在明年冬天穿。

參與聖殿內部工作的人也是姊妹們。」

聖殿的人服務。「姊妹們逐一地說出感

「施君罕姊妹願意幫忙縫製弟兄

想，」一致表示「渴望協助建造聖殿，

們的衣服，並且協助聖殿的建造工程。

為錫安偉業盡一份心力。」這份會議紀

「費爾修姊妹提議要捐些肥皂。

錄記載了許多慈助會成員的捐獻：

……

「瓊斯姊妹說，如果有必要的話，

「史坦利姊妹提議捐出亞麻收成的

她很樂意四處去募集布料──她也提出

十分之一，同時每天供應一公升牛奶。

願意供應住宿和伙食給一名建造聖殿的

「畢曼小姐願意做衣服。

工人。

「斯密姊妹提議向教會外、對教會

「德菲太太說，如果慈助會領袖希

友善的商人要一些細棉布等等。……

望的話，她願意坐篷車四處去收集羊毛

「均恩姊妹要捐出自己紡的線。」42

等等，來協助推展這項工程。

這些姊妹發自內心有著一股極大的

「斯密太太建議生意人的太太可捐
出布料，讓別人能有工作的機會。
「惠勒小姐說她願意來幫忙，時間
長短無所謂，全部時間也可以──
「格蘭太太什麼事都願意做。只要
能對人有最大的幫助，編織、縫紉或照
顧病人都行。
「愛爾斯小姐說她願意到各處去
22

募款等。

41

渴望要從事善舉。她們奉獻出來的，從
羊毛、篷車、肥皂、縫紉品、食物、精
緻的衣飾和器具，到時間和才能都有。
教會婦女透過她們的新組織，本著悲憫
的天性採取行動，來建立主的教會。
先知約瑟•斯密勉勵慈助會姊妹
們要致力於鞏固需要幫助的人。在一
次慈助會聚會中，他教導了哥林多前

書第12章之後，他開始讀出哥林多前書

「若要帶領人們棄絕罪，沒有任何事比

第13章裡保羅有關仁愛的講道。先知在

握住他們的手並以溫柔的心看顧他們更

論述這章經文時，說：「在觀察鄰居的

有成效了。當人們向我表達最小程度的

美德時，不要只侷限於你們能看到的部

仁慈與愛心時，這對我的心會產生多大

分；……如果你們願意效法耶穌，……

的力量啊，而相反的做法則往往會引發種

就應該要以開闊的靈魂待人。當你們變

種令人不悅的感覺，使人感到沮喪。」44

得更純真、更有美德、更良善時，讓你

慈助會姊妹們將愛心服務視為其

們的心胸也變得更寬大──更寬大地對

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納府慈助會每

待他人──你們必須恆久忍耐，忍受人

週聚會時，每個姊妹都會報告有哪些

們所犯的過失和錯誤。人類的靈魂是多

人需要幫助。由一位管理財務的姊妹收

麼寶貴啊！」43

取捐獻，然後分配出去，以幫助困苦的

在另一次慈助會聚會中，他教導：

人。這些捐獻包括金錢、用品、才能和

在伊利諾州納府，愛瑪•斯密和約瑟•斯密率領眾人幫助饑餓、無家可歸和患病的人。
23

時間。婦女們捐出衣物和被褥等物品，

起工作來維持生計，但家中失去丈夫和

也提供可以製作衣物的亞麻、羊毛和紗

父親以後，他們的生活變得很困苦。不

線。她們還會捐出食物，像是蘋果、洋

過愛倫仍然參與慈助會的事工，積極救

蔥、麵粉、糖、麵包和奶油。

助遭遇苦難、生病和窮困的人。後來在

愛瑪•斯密姊妹擔任慈助會會長

1844年4月，她和幾個孩子生病了，因

時，樹立了愛心服務的傑出榜樣。她敞開

而也需要幫助。她寫信給英國的家人，

家門接納饑餓、無家可歸和患病的人。

敘述當她去探訪一位名叫安妮的朋友

斯密家的圓木屋，有時人稱「家園」，

時，慈助會如何協助她的經過：

裡面包括一間聚會室和兩間臥室。慈助

「我逐漸恢復健康之後，進城去安

會成立時，家裡除了愛瑪、約瑟和他們

妮住的地方探望她，我待了兩晚，……

的四名子女之外，還收容了11個人。

安妮住的地方有個婦人叫我去向慈助會

早期慈助會姊妹為有需要的人服

申請，要一些我自己和家人所需要的衣

務，偶爾也接受他人的服務。例如，

物。我婉拒了。但她說，我是真的有需

愛倫•道格拉斯與家人於1842年3月抵

要，而我又病了那麼久，如果我自己不

達納府不久，她便加入了慈助會。三個

去要，她會替我要。」道格拉斯姊妹終

月後，她的丈夫喬治過世。她和家人一

於答應去求助。她繼續寫道：「我們去

約瑟•斯密
第一任總會會長
「〔慈助會〕不僅要援助窮困者，也要拯救
靈魂。」

Relief Society Minute Book, June 9, 1842, Church
History Library,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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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那裡的一位姊妹，她問我最需要哪些
東西。我告訴她，我需要……很多東
西。我生病的時候，孩子們穿的衣服都
破了，因為我沒辦法幫他們〔縫補〕衣
服，她說她會盡全力幫我。幾天後，安
妮來了，她們帶了一車的東西給我，我
生平從未收過這樣的大禮。」45

「好讓我們都能在天國中
坐在一起」
十二使徒定額組的約翰•維特蘇
長老談到慈助會的基本工作為：「解

安大略省多倫多聖殿

除貧窮，解除疾病，解除憂慮，解除
無知──解除一切會阻礙婦女得到喜

幫助建造一座聖殿來造福人們。而在

悅和進步的障礙。這是多麼了不起的

先知和其他聖職領袖的靈感和指引之

使命！」 46

下，她們兩人及其他姊妹最終幫助了

後期聖徒婦女具有堅強的信心和

人們準備好進入聖殿。

見證，確實已被賦予「天使般的使

這項事工今日仍持續在進行。將約

命」。 47 十二使徒定額組的羅素•培

瑟•斯密教導的原則奉為圭臬，慈助會

勒長老教導：「教會中每位與主立過

姊妹齊力工作，幫助婦女和她們的家人

聖約的姊妹都有神聖的任務去協助拯

準備好獲得神最大的祝福。她們滿心歡

救靈魂、領導全世界的婦女、鞏固錫

喜地遵從約瑟•斯密的母親露西•麥克•

安的家庭，並且建立神的國度。」 48

斯密的忠告：「我們必須彼此珍惜、彼

莎拉•甘和瑪格麗特•柯克決定
組織一個縫紉團體時，她們的用意是

此看顧、彼此安慰，並且接受教導，使
我們都能在天國中一同坐席。」 49
25

第3章

「固守……
聖約」
離境、遷徙和定居
姊妹們從未忽視這個組織，
也未忘記約瑟‧斯密會長給她們的應許。
……她們始終樂意伸出援手，
懷著溫柔的同情心從事愛心及仁愛之舉。
許多人確實需要這類善舉，
因為那段時期充滿辛勞、苦難，
物資缺乏且生活艱困。
艾默琳•威爾斯

第3章

「固守……聖約」
離境、遷徙和定居

1844年6月27日，一群武裝暴徒衝

的聖約。」 1

進伊利諾州卡太基的一個小監獄裡，當
時約瑟•斯密、他的哥哥海侖、約翰•

離境：透過聖約獲得支持力量

泰來長老和威拉•理查長老含冤被監禁

最早期的慈助會姊妹就像古代的艾

在這裡。暴徒離去時，約瑟和海侖已喪

蒙人一樣，「以對神……的熱誠著稱」

生，而泰來長老也受了傷。

而且「對基督有堅定的信心」。 2 她們

約瑟•斯密和海侖•斯密的殉教

接受到先知約瑟•斯密的教導，在聖職

並未使聖徒失去信心和忠誠，但這也

權柄的指導下這個正式組織讓她們備受

並不代表教會成員所受的迫害已告結

祝福。如今，她們需要聖殿的祝福。

束。由於迫害仍持續發生，教會的新任

納府聖殿奉獻後，5,000多位聖徒

領袖百翰•楊會長最後勸告聖徒們離開

蜂擁來到聖殿，希望在展開未來這段未

伊利諾州納府，去尋找新家園，讓他們

知的旅程之前，能接受恩道門和印證教

能在平安的環境中居住和崇拜。許多人

儀。他們絡繹不絕地來到聖殿，從白天

聽從楊會長的話，從1846年2月開始紛

直至深夜。百翰•楊會長寫道，他們急

紛離去。

切地想接受教儀，「我整個人完全投入

在這段困難時期，慈助會的正式組

主的事工，在聖殿裡日以繼夜地工作，

織停止運作。不過，姊妹們仍有熾熱的

平均每天最多睡四小時，每週只回家一

渴望要救助遭遇苦難的人、鞏固家庭、

次。」 3

並保持忠信和聖潔。她們遵從了主賜給

聖殿聖約所帶來的力量、能力和

慈助會第一任會長的命令：「固守你立

祝福，支持著聖徒們在旅途中承受嚴
29

寒、酷熱、饑餓、貧窮、疾病、意外和

正如里奇姊妹所說的，對忠信的後

死亡。他們變得更堅強、更有能力──

期聖徒婦女而言，這次離境不是「在黑

在離開納府進入曠野，踏上這段艱辛的

暗中冒險前進」，她們有聖約支持著她

旅程時，他們已經在靈性上作好準備。

們。她們和古代的以色列兒女一樣，懷

和許多慈助會姊妹一樣，撒拉•里

著得救的希望，跟從先知進入曠野。正

奇在面對離境時的種種挑戰時，深受聖

當聖徒們準備離境時，百翰•楊會長向

殿祝福的鼓舞。在離開納府前，她蒙百

他們作了下列的宣告：「這將是我們的

翰•楊會長召喚在聖殿工作，她後來說

聖約──我們會奉行主一切的教儀。」5

道：

於是後期聖徒們在神聖聖約、家人以
「我們在主的殿中接受到許多祝

及同行夥伴的支持下進入曠野。

福，在我們一切的苦難中，這些祝福為
我們帶來了喜樂和安
慰，並且讓我們對神有

有一群後期聖徒在離開納府之前，

信心。我們知道祂會引

在遺棄的聖殿內的會議廳牆上寫了下列

領我們，支撐我們走完

信息：「主已看見我們的犧牲：跟著我

眼前這條未知的旅程。

們來吧。」6 這句話概述了他們的忠誠奉

若不是我們在聖殿中所獲得的信心和知

獻和共同努力。聖徒懷著犧牲奉獻的精

識，以及主的靈的影響力和幫助，這趟

神和對神的信心進行這趟旅程，他們不

旅程就會像是在黑暗中向前跳躍一樣冒

是零零星星地各自走在旅途上，而是以

險。我們的處境貧困，在這樣的冬天中

「以色列營」的集體形式行進，組成一許

開始這趟旅程，猶如走入死亡的虎口。

多小群體，稱為團隊，一路上互相支持。

但我們對天父有信心。我們信賴祂，感

主在賜給百翰•楊「關於前往西

覺到我們是祂的選民，全心接受了祂的

部的以色列營」的啟示中，命令先驅

福音。我們不但不覺得悲傷，反而因我

者「每一團隊要按其擁有的財產，負

們的解救之日來到而歡欣。」 4

擔相等的比例，來照顧窮人、寡婦、

撒拉•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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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信心、仁愛及互相扶持

「在世上的每個時代，
當神召喚或命令一個人
或一個民族去做某項
工作，只要憑著決心、
毅力及對神的信心，
皆能順利達成。」

惠福•伍
Deseret News: SemiWeekly, July 26, 1881, 1
5,000多位聖徒在伊利諾州納府接受聖殿祝福後，才啟程前
往鹽湖谷。

孤兒和軍眷。」 7
在遷徙期間，男子與婦女及兒童的人數比
例往往相差懸殊。許多聖徒在一處稱為冬季營
的地方過冬之後，在1847年春天，大約有520名
男子，連同35名婦女和42名兒童加入了摩爾門
兵團，響應加入美國軍隊服役的號召。另有143
名男子，3名婦女和2名兒童打頭陣，加入第一支
先驅者隊伍中，為其他人開路。有位名叫普莉珊
狄亞•甘的姊妹回憶道：「只有少數的男子留
下來種植穀類和蔬菜，保護婦女和兒童。……
所以，留下來的人盡是老弱婦孺。」8
31

聖徒前往鹽湖谷時，婦女們互相幫忙，照顧彼此的家人。

聖徒們經由持有聖職的弟兄按手而

伊莉莎•列曼於1846年7月14日在

蒙受聖職能力的祝福，並且因姊妹們對

篷車上產下一子。就像許多先驅者的嬰

神的信心、她們的仁愛、力量和祈禱而

孩一樣，這男嬰夭折了。伊莉莎在日記

獲得支持。

中寫下她的遭遇：

和在納府時一樣，當疾病猖獗時，

1846年7月14日：「對一個病婦而

姊妹們充當醫護人員照顧自己的家人，

言，我的處境極不舒適。白天，熾熱的

並彼此照顧。茱西拉•洪德立克回憶

太陽成天高照在篷車上，夜間則寒氣逼

道：「整個營裡，沒有一輛篷車上沒

人，溫差變化如此之大，要想身體健康

有病人，〔然而〕我們像約伯那樣耐

也難。」

心忍受。」 9 當時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尤其是嬰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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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10月15日：「我們今天搬
進了圓木屋。這是我的寶寶住的第一間

房子。我非常感謝能有幸坐在爐火旁，

的友誼和愛心，幫助其他痛失子女的

在這裡，爐火不受從四面八方來的風所

婦女。1847年6月1日，她寫道：「艾

吹襲，我也不會身體一邊暖和而另一邊

薇拉•霍姆茲姊妹的寶寶死了。有人

受凍。我們的房子沒有地板，也沒什麼

請我……在今天去陪她，我答應了。

舒適的設備，就算破屋頂不能遮雨，牆

我陪她去她孩子下葬的地方。」 12

壁倒是可以擋風。」
1846年12月6日：「我的寶寶生病
了，病情一直惡化。他整天哭個不停，
但我不曉得他哪裡不舒服。」

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姊妹們信靠
著聖約的力量。第四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拔示巴•斯密後來回憶那些經驗：
「我不想描述我們是怎樣冒著狂

1846年12月12日：「寶寶死了，他

風、暴雨、大雪跋涉；是怎樣開闢道

的死令我悲慟不已。我們已為他盡了最

路、修築橋樑、建造木筏；我們可憐的

大的努力，但仍無濟於
事；他自從生病後，健
康就每況愈下。我的姊
妹卡洛琳和我每天晚上
伊莉莎•列曼

熬夜照顧他，盡力想救

他一命，因為我們捨不得跟他分開，但
我們卻無能為力。……
「我還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要是
沒有這些朋友，我真希望離開人世，因
為生活中盡是失望和憂傷。不過我相信
有一股力量在眷顧我們，而且會公正地
處置一切。」 11
如伊莉莎所說的，姊妹們的關心
和友誼支持著她。後來她也付出相同

許多後期聖徒婦女在前往鹽湖谷的路途上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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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如何在糧食短缺的情況下，日復一

道：「神的愛在我們心中交流，使得邪

日地拖曳前進；也不想描述我們的營隊

惡者似乎一籌莫展，無法使我們與主疏

經歷了什麼樣的貧困、疾病和死亡。讓

離。他殘酷的利箭有時就像被削掉箭頭

我們感到慰藉的是，……我們能平平安

般無法造成傷害。」 14

安地公開或私下聚會，祈禱、唱錫安的

這些忠信的先驅者婦女謹記先知

歌曲，歡慶我們已遠離迫害我們的人。

約瑟•斯密受靈啟發的教導，對於自

更令我們感到安慰的是，我們看見神的

己在服務方面的能力和潛力懷抱著願

大能透過長老們的按手而顯現，使病患

景。她們協助建設家園和社區。她們

得醫治，跛子能行走。主與我們同在，

藉由信心和仁愛的舉動來拯救靈魂。

祂的大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彰顯。」 13

她們的犧牲對於自己和施助的對象都

婦女們也從彼此間的愛心關懷中獲

具有聖化作用。

得靈性力量。整個旅程中，在遭受疾病

即使沒有正式的慈助會聚會，先

和死亡的痛苦折磨時，她們會運用信心

驅者婦女仍遵循先知的教導，遵守聖殿

為彼此祈禱，互相安慰。海倫•惠尼寫

聖約，這樣的作為使她們為教會歷史和

拔示巴•斯密
第四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一聽到福音，就知道那是真實的；我初次閱讀摩爾
門經時，就知道那是神所啟示的話語；我初次見到約
瑟•斯密時，就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活神的先知，我
心中毫不懷疑他持有的權柄。」

Young Woman’s Journal, Oct. 1901,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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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們「始終樂意伸出援手，懷著溫柔的同情心從事愛心及仁愛之舉。」（艾默琳•威爾斯）。

美國西部的歷史寫下了輝煌的一頁。曾

要的人。他的勸告就如同摩爾門經中的

有一位著名的非後期聖徒史學家寫道：

艾繆萊克對貧窮的卓倫人所作的勸告：

「我不接受他們的信仰，並不表示我對

「你們……若不幫助貧困的人和無衣蔽

他們經常為信仰所作出的那種奉獻及英

體的人，不探視患病受苦的人，有財物

勇行為有所懷疑，尤其是他們的婦女。

卻不分給有需要的人──我告訴你們，

他們的婦女實在了不起。」 15

如果你們不做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看
啊，你們的禱告也是枉然的，對你們毫

定居：「始終……
從事愛心及仁愛之舉」

無益處，你們就像否認信仰的偽善者一
樣。」 16

第一批先驅者隊伍抵達鹽湖谷後，

後來成為第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為了生存而種植農作物和建造住所。他

的艾默琳•威爾斯姊妹描述了姊妹們

們也去幫助別人滿足需求。百翰•楊會

的善行與服務：「聖徒們離開納府時

長勸告聖徒要在屬靈和屬世上協助有需

以及在旅程上，慈助會的聚會必須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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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聖徒婦女跟從自己心中的仁愛行事，
提供服務來滿足周遭人們的需求，因此
類似的團體也陸續在其他屯墾區成立。
越來越多的後期聖徒抵達鹽湖谷，
這項模式一直延續下去。教會領袖召喚
一些人去開墾邊疆地區，拓展到鹽湖城
以北和以南的地區。姊妹們謹記納府慈
助會的傳承和基本原則，在那些屯墾區裡
成立了許多團體來為人服務和救助窮人。
例如，露西•梅索•斯密在猶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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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慈助會姊妹為困苦的手推車先驅者募集
棉被。

普柔浮帶領一個後期聖徒婦女團體，她

召開；然而，慈助會姊妹們從未忽視這

州的後期聖徒。百翰•楊會長在1856年

個組織，也未忘記先知約瑟•斯密給她

10月總會大會上宣布，手推車先驅者受

們的應許，無論何時何地，她們一有機

困在數百公里外的地方。他說：「我要教

會就繼續從事慈善的工作；她們始終樂

導各位，除非你們去實踐我此刻所教導的

意伸出援手，懷著溫柔的同情心從事愛

原則，否則你們的信心、宗教及信仰聲明

心及仁愛之舉。許多人確實需要這類善

都無法使你們的靈魂在神的高榮國度裡

舉，因為那段時期充滿辛勞、苦難，物

獲救。現在去把草原上的那些人帶回來，

資缺乏且生活艱困。」 17

要切實完成我們所謂的俗世事務（或俗世

和其他姊妹們響應號召去幫助來到猶他

1845年，瑪蒂妲•道利察覺到當地

責任），否則你們的信心是枉然的。」18

的美洲印第安人有許多需要。起初她自

斯密姊妹在她的自傳裡記載，在楊

行採取行動，之後又在百翰•楊會長的

會長的勸誡後，當天的與會者隨即付諸

指示下，召集姊妹們在主教的指導下，

行動，去救助他們的弟兄姊妹。婦女們

為原住民婦女和兒童製作衣服。由於後

「當下就在大會堂裡脫下襯裙〔蓬鬆的

底層裙子，那是當時的流行樣式，也可

被褥和衣物，已經多得讓到場的四位主

以保暖〕、長統襪，以及一切多餘的東

教都快抬不動了。我們繼續努力，直到

西，把〔這些物品〕放進篷車裡，送去

所有的人都舒適地安頓下來為止。」斯

給山區裡的聖徒。」

密姊妹說，當這些手推車隊抵達時，鎮

她們繼續收集被褥和衣物，要給

上的某一棟建築物裡「堆滿了要給他們

那些只用小手推車載了幾件家當就來到

的日用品。」她繼續說：「我可以說，

這裡的聖徒。斯密姊妹寫道：「在美好

我這一生，從未做過任何事讓我如此滿

弟兄姊妹的協助下，我們竭盡所能地安

足和快樂，到處洋溢著團結一致的感覺。

慰那些在深秋推著手推車來到的貧困

我只要走進任何一家店裡，說出我要的東

者。……由於慈助會欠缺經費，能做的

西，就可以了；如果我說要一塊布，就會

不多，不過，我們第一次聚會募集到的

有人把布量好給我，不用收錢。［我們］
步履蹣跚地走在大雪中募集物資，衣服
離地面30公分以下的部分都溼了。」19

「樂意援助的手接下
來要做哪些事?」
這些慈助會姊妹展現仁愛，即「基
督純正的愛」，20 她們捐出襯裙和被褥，
拯救從未謀面的一群挨餓受凍的聖徒。
她們在這項服務中獲得極大的快樂。她
們盡全力幫助這些手推車先驅者之後，
又繼續去幫助其他人。露西•梅索•斯
密的話道出了她們的心聲：「樂意援助
慈助會姊妹們抵達鹽湖谷後，仍繼續彼此服務，
互相鼓勵。

的手接下來要做哪些事?」21 這個問題勾
勒出往昔與今日慈助會婦女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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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範圍廣泛
的職責」
如果以色列的女兒和母親中有任何人
感覺到在目前的職責上她們能做的事〔有限〕，
那麼現在她們會發現有足夠的空間
去發揮各種能力和才幹，
用神厚賜給她們的一切去行善。……
楊會長已轉動權鑰，讓慈助會採取行動
和發揮作用去履行範圍廣泛的職責。
伊莉莎•舒

第4章

「範圍廣泛的職責」

1866年12月26日，總會會長團和

她們將「置身於一種讓〔她們〕能按

十二使徒定額組在百翰•楊會長的指導

照神放在她們心中的同情心來行事的

下召開會議。會議快結束時，第二任總

境地。」 3 她們會在屬世和屬靈兩方面

會會長楊會長表示，希望在各地的教會

鞏固自己的家庭和其他有需要的人。經

重新建立慈助會。 1

由這項服務，她們個人的信心和正義也

隔年，楊會長更迫切覺得需要協
助主教履行其的職責──找出和幫助
有需要的人。在著手於各支會重新建立
慈助會時，他給予主教們以下的勸誡：
「讓〔姊妹們〕在各支會成立慈助會。
我們之中有許多能幹的婦女，而我們希
望她們能幫忙這件事。有些人也許認為
這是件小事，事實卻不然。你們會發現
姊妹們將成為這項行動的主力；和她們
分享你們的智慧、經驗及影響力，好好
地用智慧來指導、引領她們，她們將會
為窮人找到棲身處，並找到方法來援助
他們，其速度甚至比主教快十倍。」 2
姊妹們將再度在聖職權柄之下組
織起來，如先知約瑟•斯密曾說的，

鹽湖聖殿建造的情形，
41

會增長。伊莉莎•舒姊妹教導，慈助會

所有的屯墾區，號召姊妹們組織起來，

將「淬鍊和提升〔姊妹們〕，最重要的

不僅為了救助窮人，也為了完成每一項

是，鞏固姊妹們對福音的信心，而慈助

美好高尚的事工。」 5

會這麼做時，將成為拯救許多人的有力
工具。」 4

舒姊妹在擔任伊利諾州納府第一
個慈助會的祕書時，曾保存了內容詳
實的會議紀錄，包括約瑟•斯密的教

各支會的慈助會

導（見第2章）。從納府到鹽湖谷的

楊會長召喚舒姊妹為教會服務，走

旅途中，她小心翼翼地保管著她的會

訪領地各處，協助主教成立慈助會。她

議紀錄簿。她了解姊妹們在那些會議

說：「楊會長指示主教在其支會中成立

中所接受到的教導有多重要。她知道

慈助會，……並重申這項要求，下達到

慈助會的組織該如何架構起來，也記

伊莉莎•舒
第二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們都喜歡得到他人的感謝，但是我們若未得到自認為應
得的感謝，那又何妨? 我們知道主賦予我們重責大任，主深
植在我們心中的正義願望或渴望必定都會實現，我們能為自
己和彼此所做的最大善舉，就是在一切良善高尚的事情上陶
冶、提升自己，使自己能勝任那些責任。」

Relief Society Minute Book, 1868–79, Lehi Ward, Alpine Stake,
Oct. 27, 1869,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7; punctuation and
spelling moder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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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渴望姊妹們能將
這些事銘記在心──
要在自己的職責上
發揮作用，不要因為
在這過程中遇到困難
而灰心沮喪，
卻要信賴神、仰望祂，
而我也應許妳們，
祂奇妙美好的祝福
必傾注在妳們身上。」

朗卓•舒
Young Woman’s Journal,

Sept. 1895, 578
由左至右：伊利莎白•惠尼、艾默琳•威爾斯、伊莉莎•舒

得該組織是奠基於哪些原則上。她了解這個
組織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一個重要部
分。她說明：「能在具有這種性質的組織裡
聚會，不是件普通的事。在各福音期裡，只
要基督的教會健全完備，這個組織都會存在
於教會中。」 6 當時她走訪各支會時，一遍
遍地教導了這些會議紀錄裡的事情。
43

伊莉莎•舒姊妹教導慈助會姊妹。

擴大姊妹的視野及影響力
楊會長除了請舒姊妹與各支會聖職

量。舒姊妹說：

領袖合作之外，也給予她其他的指派任

「如果以色列的女兒和母親中有

務。他說：「我要妳教導姊妹們。」 7

任何人感覺到在目前的職責上她們能

雖然她直到1880年才被按手選派為第二

做的事〔有限〕，那麼現在她們會發

任總會慈助會會長，但此時她已被賦予

現有足夠的空間去發揮各種能力和

主賜給愛瑪•斯密姊妹的相同責任：

才幹，用神厚賜給她們的一切去行

「按照我的靈給你的那樣，講解經文，

善。……楊會長已轉動權鑰，讓慈助

勸勉教會成員。」 8

會採取行動和發揮作用去履行範圍廣

楊會長也向教會的婦女提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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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家庭、教會和世界上行善的力

泛的職責。」 9

告。他的勸誡加上舒姊妹的教導，擴

回顧19世紀後半期的慈助會所作的

大了婦女的視野，使她們更清楚看見

一些教導和工作，可看出重新建立的慈

助會擴大了後期聖徒婦女的視野，也增

美。」 11 摒除就是去除某件事物。當

強了她們正義的影響力。

楊會長勸告女兒們要摒除不良事物，
意思是要她們遠離世俗化、輕薄和不
端莊的行為和衣著。他也教導全體教

仁愛

按照約瑟和愛瑪•斯密在納府建立

會成員要摒除不良事物、加以革新。

的模式，仁愛一直是慈助會姊妹在屬靈

楊會長在勸告聖徒棄絕世俗的作

及屬世上所做一切事物的基礎。楊會長

法時，通常會針對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給

教導：

予實際的忠告；他鼓勵節儉和努力工

「這一切都涵括在我們的宗教

作。例如，他勸誡慈助會姊妹要改進

裡。每一美好的話語和工作、所有屬

飲食和做家事的模式。然而摒除不良

世的事、所有屬靈的事、天上的事、

事物不僅是採取更簡樸的生活方式，

地面上的事以及地面下的事，都屬於

更是指內心的改變。姊妹們要讓自己

我們宗教的範圍。……如果我們做這

有別於世上其他的人──成為真正的聖

些事，並樂於行義，我們的腳就會像

徒，也就是主的人民。伊莉莎•舒姊妹

這些屹立的山嶺的地基一樣〔堅固〕

說：「我想摒除什麼呢? 我想摒除我的

不移。〔除非〕是根據正義的原則，

無知和一切不屬於神的事物。」 12

否則我們不應渴求獲得任何事物。我
們若希望受到公義的對待，就讓我們
以公義待人，對所有的人仁慈、充滿
愛心與仁愛。」 10

個人的啟示

舒姊妹遵照聖職領袖的忠告，她
向慈助會的姊妹保證，如果她們照著
去做，也同樣會獲得祝福。她還教導，

遠離世俗的影響

每位婦女都會獲得靈感，使她們在個人

百翰•楊會長在他的家中教導女

生活、家庭和教會召喚上蒙得指引。她

兒們「要摒除每一種無益的不良事物，

說：「告訴姊妹要謙卑而充滿信心地

在每一件善良優美的事物上更求善求

去履行職責，這樣，神的靈就會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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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同在，並在她們的一切努力中，給

衷地說，生活上的各種瑣事一點也不會

予她們祝福。讓她們尋求智慧而非力

阻礙我。但是我若失去福音的精神和力

量，她們擁有多少智慧，就能發揮多

量，沾染一丁點世俗習氣，麻煩就來

少力量。」 13

到；事情就會出錯。我受到考驗，有

她受靈啟發的教導幫助慈助會姊

什麼能安慰我? 你們不能把安慰分給

妹們面對當時的種種考驗。她教導，

我──那種令不朽的心靈感到滿足、

只要她們不斷尋求來自聖靈的指引和安

從天上泉湧而來的安慰。我們在生活

慰，即使置身在逆境中也能享有平安。

中不是有此特權，能讓這種安慰源源

她說聖靈「會滿足人心的一切渴望、填

不絕地流進我們的靈魂嗎?」 14

補每一種空虛。」她繼續說道：「當我
充滿聖靈時，我的靈魂感到滿足。我由

為實行多重婚姻辯護

在教會初期，約瑟•斯密獲得啟示
要實行多重婚姻。 15 雖然一開始很多人
難以接受這項作法，但忠信的聖徒知道
約瑟•斯密是神的先知。他們遵從主向
先知揭示的旨意。他們與神立約，也堅
定虔誠地信守那些聖約。
慈助會於1860年代後期重新建立
時，教會成員仍在實行多重婚姻。然
而，當時許多美國人相信，多重婚姻的
律法對於遵行此律法的婦女是一種貶抑
和虐待。由於一般大眾對後期聖徒及其
信仰有所誤解，美國政府通過立法，禁
慈助會姊妹們若作個人祈禱並與家人一起祈禱，
便能獲得靈感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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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實行一夫多妻的婚姻。
為了對這項立法作出回應，一群

後期聖徒婦女於1870年1月在鹽湖城聚集。在
來自美國各地的記者面前，這群婦女表示她們
支持活著的先知和教會的作法。她們為自己和
她們的丈夫辯護，也宣告自己的信仰和聖約。
伊莉莎•舒姊妹說：「現在該是我們本著這召

「要查考經文──
研究教會出版的啟示，
並奉天父之子耶穌基督
的名求祂向你闡明這些

喚的尊嚴，站出來為自己說話的時候了。……

真理。你若這麼做，

世人不了解我們，為了說明我們弟兄和我們自

把眼光專注在祂的

己的實際情形和獲得公義，我們必須開口說
話。……我們的地位並沒有不如世上其他女
士，我們也不希望給人這樣的錯誤印象。」 16
一位後期聖徒婦女說出了其他許多人的心

榮耀上，一點不疑惑，
祂就會藉著祂聖靈的
力量給你回答。

聲，她說：「在這廣大的世界上，沒有一處像

屆時你將親自明白，

猶他領地那樣和善又殷勤地對待婦女，如此鄭

不必假手他人，

重地捍衛婦女的權利。我們在此表達我們對彼
此的愛，也向全世界展現我們對父神的忠誠；
表達我們願意遵照福音的要求，而高榮婚姻的
律法正是其中一項要求，我們矢志要敬重、教
導和實踐這一切的要求，願神在這些事上賜給
我們力量。」 17
新聞記者表示，這是一場「非凡的聚

也無須仰賴世人
來獲得屬神的知識。」

約瑟•斯密
History of the Church,

1:282

會。」 18 有位記者寫道：「在邏輯思考和言
語表達方面，這群所謂被貶抑的摩爾門教婦
女，和……美國東部的婦女不分軒輊。」 19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在整個領地內有更多的
婦女參與了這樣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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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第四任總會會長惠福•

締結多重婚姻，並且訂立和遵守了聖

伍會長獲得一項啟示，由於這項啟示，

約，這項新啟示再次令許多人難以接

教會不再實行多重婚姻。他把這項啟

受，但是忠信的後期聖徒決定再次遵

示寫在一份稱為宣言的文件裡。關於

從先知。在教會全體成員聽到這項宣

撰寫這份宣言，他說：「天上的神命

言並表示同意的那天，當時擔任第三

令我去做我已做的事，……當我被命

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的琪娜•楊姊妹說：

令去那樣做的時刻來到時，我一切都

「今天眾人的心都受到試煉，但他們

明白了。我到主前，寫下了主吩咐我

仰望神並且願意順服。」 21

寫的一切。」 20
由於人們已經接受先知的勸誡而

後期聖徒母親與女兒共聚一堂，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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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經由啟示接受多重婚姻，後來
又經由啟示接受教會宣言的教會婦女，

實在值得我們的欽佩和激賞。她們謹守
所立的聖約，恪遵活著先知的勸誡；今
日這些婦女備受她們忠信子孫的尊敬。
曾奉行多重婚姻律法的海倫•惠
尼寫道：「我們也許會讀到殉教者、
強大的征服者和許多偉大良善男女的事
蹟，卻看不到錫安高貴婦女和美好女兒
的歷史，她們對於以色列之神所賜的應
許懷有信心，因而能超越小我、服從祂
的更高律法，協助祂的僕人在世上建立
錫安，……我確信天使已將她們的事蹟

「要飽享基督的話」（尼腓二書32：3）。

記錄下來了，將來我們會在永恆的紀錄
冊上看到用黃金文字撰寫的史實。」 22

願意在大庭廣眾之下演講。舒姊妹給
這些姊妹以下的忠告：「不要讓妳們

將信念表達出來

的會長必須從頭到尾一直講話……難

伊莉莎•舒姊妹是位才華洋溢的作

道神沒有賜給妳們演講的恩賜嗎?……

家和演說家；由於她的英文造詣，許多

只要妳們獲賜神的靈，那麼，無論妳

人稱她為「錫安女詩人」。23 她博學、

們的想法多麼簡單，這些思想都能讓

忠信、有條理、有智慧、不退怯、孜孜

聽到的人受到啟迪。」 24

不倦且表達能力強，並且在協助建立主

艾蜜莉•理查說，舒姊妹幫助她學

的國度時，會服從聖靈的提示。她經常

習在大眾面前演講：「〔她〕第一次請

分享自己的知識和見證，並鼓勵後期聖

我在聚會中演講時，我做不到，她說：

徒婦女也在慈助會聚會中這麼做──而

『沒關係，不過下次再有人請妳演講，

不要一直依賴別人來教導她們。

要盡量說一些話。』我照著做了。」 25

有些婦女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不

理查姊妹持續增進自己公開演說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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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889年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在華

塞•甘會長說：

盛頓特區舉行大會時，她在會中發表

「我強調……每位婦女都極有必
要研讀經文。我們希望每個家庭都蒙

了演說。
有位記者對理查姊妹做了如此的描

福能有熟讀經文的姊妹──無論是獨

述：「在眾人注視下，她的身體微微顫

身或已婚，年輕或年老，寡居或是有

抖，但她含蓄、鎮定、莊重，猶如天使

家庭的姊妹。

般純潔甜美……。倒不是她所講的話，

「無論處於什麼特殊情況，越熟悉

而是她演講時所展現的文雅氣息，帶著

經文中的真理，就越能遵守第二條最大

一股優雅，征服了每個人的心。」 26

的誡命，即愛人如己。

今日，慈助會姊妹效法舒姊妹、

要成為精通經文的人

理查姊妹和慈助會早期成員所樹立的

──不是為了貶低別

典範；她們勤奮尋求福音知識，然後與

人，而是要提升他們！
畢竟，誰會比投注這麼

人分享這些知識。她們這麼做，是聽從

賓塞•甘

後期先知的勸誡。第十二任總會會長賓

多心力在撫育和教導上的婦女和母親，

百翰•楊
第二任總會會長
「我們的慈助會姊妹們行了許許多多的善事。你能說得
出以色列母親和女兒們能夠做多少的善事嗎?不，絕不
可能。她們所行的善事會一直跟著她們，直到永恆。」

Deseret News Weekly, June 16, 1869,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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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珍藏』福音真理（這讓她們在
有需要時，隨時可以取用）?」
甘會長見證，慈助會姊妹若「能
在生活中反映出正義並能清晰地表達自
我」時，將成為一股莫大的力量，影響
「世上美好的婦女」去行善。

27

舒姊妹、甘會長和教會許多其他
領袖都看得出慈助會在激勵人們行善方

成為自立
學習喜愛工作並避免懶惰。
培養自我犧牲的精神。
承擔個人在培養靈性力量方面的責任。
承擔個人在健康、教育、就業、財務、
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責任。
祈求有信心和勇氣去面對所遭遇的各
種挑戰。
鞏固需要援助的人。

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當姊妹們在言語
和行為上清楚地表達自己的信仰時，不
但可以鞏固彼此對天父和耶穌基督的信

應一切所需。在這項努力上，楊會長

心，也可以幫助彼此準備好接受天父幸

對後期聖徒婦女的能力、才幹、忠信

福計畫所帶來的一切祝福。

和甘心樂意的態度非常有信心。他提醒
慈助會姊妹要在家中善盡自己對丈夫和

屬世自立

子女的職責。 28 他也教導達成屬世自立

在歷經了一次次的迫害、被驅離

方面的其他職責，其中某些例子會在下

家園和社區之後，後期聖徒最終聚集

面提到。雖然許多特定的屬世職責如今

在鹽湖谷。他們如今已來到一個偏遠的

已不相同，但這些職責背後的原則依然

荒漠，百翰•楊會長希望他們在此繁榮

不變：即後期聖徒受到勸誡要盡一切所

發展，建立永久的家園。他希望他們能

能，為自己及家人提供屬世生活所需。

安然無恙、不受到身體上的傷害，也希

屬靈上都能不受世俗影響，卓然獨立。

縫紉。 楊會長勸告姊妹們為自己
及家人縫製衣服。他說：「我呼籲教會
姊妹們……創造自己的流行時尚，不受
外界影響，縫製能令自己滿意喜歡的衣

這表示聖徒們需要學習技能來供

服。」 29 伊莉莎•舒提到楊會長鼓勵

望他們能安全地避開那些會危害信心和
見證的世俗影響。他希望他們在屬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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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們創造「足以蔚為風潮的流行時尚

幼蠶，也教導別人做這些事。在她指導

──讓明理、優雅、有才智、為世人表

下，德撒律蠶絲協會養蠶20餘年。雖然

率的婦女（其實我們就是這樣的婦女）

她們所做的工作不曾為她們帶來收入，

願意購買。」 30

不過她們可以替自己紡織漂亮的絲綢。

蠶絲。 楊會長成立德撒律蠶絲協
會，由琪娜•楊擔任會長。她們養 ，
餵蠶吃桑葉。楊姊妹很不喜歡這些蠕
動的蠶，甚至因此作惡夢。但她仍然

小麥。楊會長勸告姊妹們：「要學
會自給自足；要貯藏穀子和麵粉，貯藏
起來以應付饑荒的日子。」 31 艾默琳•
威爾斯奉派負責中央小麥委員會，她後
來成為第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很服從，在自己的養蠶室裡孵化、養育

早期慈助會姊妹收集蠶絲，約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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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們願意接受這項新工作，是受到本身
母性的驅使；母性使她們渴望要保護家人免於
挨餓。威爾斯姊妹說：「想像一下孩子啼哭著
要吃麵包的情景。對於此事，誰會比母親的感
受更加深刻?」 32
當時各支會慈助會會長定期開會，討論如

「藉著活神的大能，
我們能夠而且必定會
作到自給自足，成為
高榮世界之下最獨立
自主的一群人。」

何處理及儲藏穀物。鹽湖城某個支會的慈助會
會長莎拉•豪惠表示樂意支持的一番話，代表了
當時許多姊妹的心聲。她說：「我覺得這是主賜
給我們的一項特權，我們要努力在這件事上團結

海樂•李
Church News, Feb. 12,

1944, 8

合作。對我而言，我會竭盡所能來履行職責。我
覺得主也會開闢一條道路，讓我們取得穀物，
雖然季節有點晚了。」33 莎拉•甘那時也擔任
支會慈助會會長，有一次她來開會時，心裡已
有了一個儲藏計畫的腹案。這項計畫實施的第
一年，她的支會慈助會蓋了一座防水的穀倉，
能儲藏1,000蒲式耳（30,000公升）的小麥。
十二使徒定額組的約翰•泰來會長鼓勵猶
他州開斯維的弟兄在這件工作上協助姊妹。他
談到有位姊妹覺得她的丈夫在家庭財務方面「
有點過於大方、漫不經心」。每週她會把一部
分家庭生活費夾在家用聖經中。「幾年後，他
們遇到了財務危機，讓丈夫憂心忡忡。妻子很
快地就從丈夫的神情察覺異狀。於是妻子請丈
夫告訴她什麼事令他憂煩。丈夫告訴妻子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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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在這項工作的勤奮付出，「會在緊
急時刻，為這人民帶來屬世救恩。」 35
這句話在1898年和1899年應驗了；在猶
他州南部遭受嚴重旱災的期間，慈助會
儲藏的小麥成了救災的糧食。
姊妹們辛勤地儲藏小麥，讓後期聖
徒婦女能為家人和聖徒以外的人服務。
教會將慈助會的小麥送給猶他州的美洲
印第安人；於1906年送給在加州舊金山
大地震和火災中倖存的人們；於1907年
送給遭受饑荒的中國人民。 36 第一次世
界大戰期間，慈助會將200,000蒲式耳
慈助會聚會場所，位於猶他州鹽湖城的一間雜貨
店舖樓上，1892年

（6,057,000公升）小麥賣給美國政府，
為成千上萬的人提供了營養。 37。教會

張〔帳單〕快到期了，他擔心繳不出

目前在世界各地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

錢。她設法鼓勵他，告訴他要對神有信

援助的工作模式，乃是源於這項儲藏與

心，並提到那本舊聖經，請他讀一讀，

服務的傳承。

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安慰。她把那本

醫療照護和醫學教育。1873年
9月，伊莉莎•舒表示，百翰•楊會長
希望「許多〔姊妹們〕能完成正規教
育，然後取得醫學學位。」 38
琪娜•楊姊妹是慈助會姊妹在醫療
領域付出極大服務的一個典範。她從教
長祝福中得知自己有醫治的恩賜，於是
她研習產科醫學──接生小孩的醫療技

聖經交給他，他一打開聖經，〔錢〕就
從書頁之間掉落下來。」泰來會長總結
說：「我們有一天可能需要用到姊妹們
所儲藏的這些小麥；我們不可對自己處
理的事務太過自信，反而要盡全力去幫
助她們。」 34
艾默琳•威爾斯姊妹告訴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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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使自己能準備好善用這項恩賜。

和有限的教育作了不少服務，但她很清

她在鹽湖谷幫忙接生了許多嬰兒。在她

楚，猶他州的人口不斷增加，她一個人

的服務當中，她所接受的實用教育與天

無法應付所有人的醫療需求。她鼓勵其

賦才能相輔相成，帶給人們身體上的照

他後期聖徒婦女聽從楊會長的勸誡，去

顧、靈性上的醫治和情感上的慰藉。艾

接受醫療訓練。

默琳•威爾斯姊妹談到楊姊妹時說：「

舒姊妹說：「此時此地，有哪些姊

當病榻邊的人失去勇氣和信心時，她彷

妹胸懷大志並且明白，為了錫安去研習

彿得到天上更高力量的鼓舞，她施助病

這門學科是不可或缺的? 有些人天生就

人的例子不勝枚舉。在這樣的時刻，她

適合當護理人員；這樣的人研習醫學一

真的就像是一位慈悲天使。」 39

定很有成效。……如果她們負擔不起學

雖然楊姊妹憑著自己的屬靈恩賜

費，我們可以資助她們。」 40
在這番鼓勵下，一些慈助會姊妹
到美國東部習醫，然後返回猶他州當
醫生，並且開班教導接生技術和居家
護理。愛瑪•林哲昆斯在猶他州上過
這些課程，她記錄了當時的一些經驗：
「我非常喜歡〔這些課程〕，在
接受使徒約翰•斯密和其他幾位使徒
的按手選派之後，我返鄉從事我的工
作。使徒已經應許，只要我生活正義，
無論遭遇什麼困難，我都會知道該怎麼
做。……
「這項應許已完全應驗。有許多
次，我在病人病況嚴重時向天父祈求

1911年畢業的後期聖徒醫院護理畢業生

幫助，而每次都能如願以償。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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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是，有位女士剛生產完就開始

我無法為姊妹們或我們的社區作出這項

大出血。她的丈夫去請醫生來，但他

服務。關於誕生，最令人感動的事之一

並不了解情況有多嚴重。我……祈求

是，母親最先關心的總是她的寶寶，而

主幫助我們。出血現象停止了，我也

非自己。」 41

為她做了一些必要的處理。醫生抵達

1882年，慈助會成立德撒律醫院，

時，表示之前發生的事實在很不可思

「主的人民當中患病的，可以在這裡獲

議，不過他也說，我剛才做的處理，

得照顧，不但接受精湛醫術的治療，

正是他會採取的作法。……

也能獲益於教會教儀〔也就是聖職祝

「……我已經把上千名嬰兒〔帶

福〕。」 42 這間醫院持續經營了超過十

到這世上〕。我要再次感謝天父的幫

年，直到營運成本超過捐款金額，又有

助，也感謝主賜給我力量，若非如此，

其他醫療設施可使用時，才終止營運。

琪娜•楊
第三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很高興在錫安女兒面前說出我的見證，使她們的信心
得以鞏固，美好的工作能持續推動。親愛的姊妹，要像找
尋隱藏的鑽石那般去尋求見證。如果有人告訴妳，只要在
某個地點挖掘得夠久，就會找到價值連城的鑽石，妳想妳
會吝惜時間、力氣或財物去獲取那件珍寶嗎?……如果妳在
內心探求得夠深入，藉著主的靈的協助，妳就會找到那顆無
價的珍珠，即對這項事工真實性的見證。」

Young Woman’s Journal, Apr. 189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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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選舉權（投票權）

任編輯。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渴望盡

1870年2月，猶他地方政府賦予婦

全力協助我自己教會裡的人提升他們的

女投票權，讓她們參與政府的各項選

生活，尤其是婦女。」 43 她後來寫道：

舉。在那個時候，懷俄明領地是美國

「我一直全心地渴望能做一些事，讓婦

境內唯一已賦予婦女這項權利的地方。

女在從事有關道德、靈性和教育方面的

後來，美國政府撤銷她們的這項特權，

事工時有所進步，同時也讓神在世上的

作為對後期聖徒奉行多重婚姻的一種懲

國度繼續向前推進。」 44

罰。但是後期聖徒婦女仍極力地為她們

婦女典範 （Woman's Exponent）

自己的權利發表意見，清楚地表達自己

發行42年後，於1914年停刊。隔年，慈

的想法。許多姊妹積極地爭取婦女選舉

助會開始出版慈助會雜誌，其中刊載了

權（或投票權）。在她們需要表現出自

慈助會每週聚會的課程。這份雜誌是姊

己是堅強、高貴、有尊嚴的婦女之際，
她們越來越能以言語清楚表達自我，實
為一項祝福。猶他成為美國的一州時，
她們透過自己的努力，重新取得了投票
權。同時她們在美國和全世界的婦女運
動當中也備受敬重。
出版事業

在伊莉莎•舒姊妹的領導下，慈助
會贊助了一份名為婦女典範 （Woman's

Exponent）的報紙。這份報紙是寫給後
期聖徒婦女的，幫助她們了解自己的工
作、生活和歷史。在報紙發行期間，絕
大部分時間都由艾默琳•威爾斯姊妹擔

婦女典範 （Woman’s Exponent）是一份為慈助會
姊妹編寫的報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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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們的一項重要資源。婦女們珍藏這些

1870年在她們的生活革新長幼聯合協會

雜誌，不但從中學習，也將這些雜誌當

中成立了年輕女士部門，也就是今日女

成教材。1971年，供教會成年成員閱讀

青年組織的前身。1878年，教會為兒

的英文版慈助會雜誌及其他雜誌合併成

童成立初級會；起初，慈助會領袖在

一本雜誌，稱為旌旗。從那時起，旌旗

聖職領袖的指導下督導這些組織的工

便一直提供文章來教導和啟發慈助會的

作。1880年，第三任總會會長約翰•

姊妹。

泰來會長分別召喚了總會慈助會會長

19世紀中期，教會開始以英文以外

團、總會女青年會長團和總會初級會會

的語言發行雜誌，這當中有許多雜誌是

長團，將這三個組織的工作加以區分。

在傳道部會長的指導下發行的；1967

此後，女青年組織和初級會組織一

年，這些雜誌統整為一本雜誌，採用

直是由慈助會姊妹領導和擔任事工。她

相同的格式和內容，並且翻譯成各種不

們也在主日學、福音進修班及研究所等

同的語言。這本國際性的雜誌——今日

其他組織中服務，鞏固新生的世代。

稱為利阿賀拿——一直以來所刊登的文
章，都幫助著姊妹奉行福音。

向前邁進

從1987年起，探訪教導信息便一直

慈助會的重建使得後期聖徒婦女承

刊載於利阿賀拿和旌旗中。在教會成立

擔更大的責任，也享有更大的機會。伊

時間不長、成員人數不多的區域，探訪

莉莎•舒宣告：

教導信息也出版單行本。

「各位難道看不出我們的影響力
在增長嗎?我們的影響力將持續擴大，

幫助兒童和女青年準備好在神國中服務

19世紀後期，聖職和慈助會領袖通

58

錫安的婦女無須悲嘆自己影響所及的
範圍太小。

力合作，改善兒童和女青年的生活。慈

「我的姊妹們，願神賜福妳們、

助會領袖響應百翰•楊會長有關革新和

鼓舞妳們，讓妳們得以充滿光，使妳

摒除不良事物的呼籲（見第45頁），於

們明白，唯有錫安的福祉才是妳們應關

舒姊妹個人所展現的信心和樂觀，
堪為所有後期聖徒的表率。她說：「我
會向前走……我會微笑面對強烈的暴風
雨，並用無懼必勝的態度來渡越如同驚
濤駭浪的處境。……『對耶穌的見證』
會燃起一盞明燈，引導我的目光穿越不
朽生命的門廊。」 46

「我會向前走。……『對耶穌的見證』會……引導
我的目光」（伊莉莎•舒）。

注的事。願妳們將履行家庭職責視為第
一要務；然而身為明智的管家，妳們要
找出時間善盡社會責任，此乃我們身為
錫安女兒和母親應負的責任。妳們在力
求善盡各項職責時，會發現自己的能力
也隨之增長，妳會對自己能完成的事大
感驚奇。」 45
59

第5章

「愛是
永不止息」
仁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不嫉妒，不張狂，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易被激怒，不動惡念，
不在罪惡中快樂，只在真理中快樂，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摩羅乃書7：45

第5章

「愛是永不止息」

艾默琳•威爾斯姊妹

給予受靈啟發的教導；依

於1910年蒙召喚擔任第五

照這項計畫，婦女要經由

任總會慈助會會長時，已

聖職的召喚獲得能力，在

準備好承擔此一重任了。

適當的組織下集合起來，

她隨眾人遷徙到鹽湖谷

以達成施助病患、協助貧

時，一路上曾與一些姊妹

困者、安慰年長者、告誡

並肩工作過，這些姊妹都

輕疏者、援助孤兒的目

對耶穌基督的福音有著堅

的。」 1

定不移的見證，也了解慈助會的基本原

在此之前幾個月，威爾斯姊妹和她

則。從1888年到1910年，她曾先後擔任

的諮理有感於這樣的目標，擬出了一項

琪娜•楊和拔示巴•斯密這兩位總會慈

座右銘。這項座右銘會讓人時時謹記此

助會會長的祕書。

組織奠基的原則和受靈啟發的起源。她

威爾斯姊妹和她的諮理克萊蕾莎•

們選了「愛是永不止息。」 2 這句經文

威廉斯及茱莉娜•斯密擁有見證，知道

作為宣言。這六個字概括了先知約瑟•

慈助會是藉由啟示成立的，因此她們

斯密賦予慈助會姊妹的責任：也就是要

致力維護慈助會成立所依據的各項原

「救助窮困者」和「拯救靈魂。」 3

則。1913年10月，她們說：

以往，先驅者婦女向附近的鄰人發

「我們要宣告，我們的目標是繼

揮仁愛精神；如今，慈助會姊妹要組織

續忠於這偉大組織的原始名稱、創立時

起來，向全球各地的鄰人展現仁愛，即

的精神和宗旨，恪遵先知約瑟•斯密所

「基督純正的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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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姊妹和她的諮理是在一段相

國家或民族抱持不寬容或仇恨的態

當平順繁榮的時期擬定這項座右銘的，

度；讓他們遠離武器；不要容許他們

渾然不知幾年後所發生的事會使這項座

玩打仗的遊戲，或模仿戰爭中死亡的

右銘受到考驗。

模樣當作娛樂；要灌輸他們對國家和
國旗心懷忠誠，但是要讓他們感受到

在戰爭期間過平安的生活

自己是基督的士兵，萬一必須拿起武

1914年，歐洲爆發戰爭。至1918

器捍衛自由、國家或家園，就要這麼

年11月戰爭結束時，許多國家都受到波

做，而不必帶著憎恨或怨恨。……要

及，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

教導國度中令人平安的事物，也要比

這段期間，怨恨和缺乏寬容的情形很可

以往更勤奮地找出貧困者。」 5

能會影響慈助會姊妹們的仁愛之心，於

威爾斯姊妹發表這項信息來敦促

是威爾斯姊妹和她的諮理向教會的全體

姊妹要實踐仁愛，正如先知約瑟•斯

婦女傳達了以下的信息：

密在70年前所教導的那樣。她鼓勵她

「要以愛和耐心對待妳的丈夫和

們要對親人有耐心，以仁慈對待鄰人

子女；要保護兒童，別讓他們對任何

──包括敵人──並為有需要的人提

艾默琳•威爾斯
第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最深切的渴望是，今日的年輕婦女能理解早期
教會成員所做的事工，她們在沒有各項現代設施的情
況下，安慰憂傷受苦的人，探訪孤兒寡婦，所作所為
猶如施助天使。」

Relief Society Bulletin, May 19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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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我們對
世人的感受，應該與
耶穌對世人所流露的
感受相同。祂致力於
增進世人的福祉，
我們的座右銘也應該
始終與祂相同，即──
『地上平安，喜悅
歸與人』。」

慈助會姊妹為有需要的家庭準備新生兒用品（嬰兒服）

約翰•泰來
總會會長的教訓：約翰•

供服務。慈助會姊妹聽從了這項忠告。她們

泰來 （2002），第27頁；

參閱路加福音2：14

努力培養、分享基督純正的愛，她們知道這
愛永不止息。 6 無論在戰爭或和平的時期，這
份愛會一直支持著她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慈助會全
心全意地與其他國內機構合作，如美國國家安
全會議和美國紅十字會。姊妹們參與食物生產
和保存、募款活動、公共衛生、兒童福利工作
及其他服務。她們與這些機構合作時，既有效
率又充滿活力。然而，先知提醒她們，她們絕
不可忽略慈助會的神聖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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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任總會會長約瑟F.•斯密會長

製作的一條棉被在戰爭期間援助了一個

說，世俗的組織「是由男人創設的，或

英國家庭。這位慈助會姊妹於1906年製

是由女人創設的」，但是

作了那條棉被，在裡面塞了一張字條，

慈助會「是由神設立、由

然後寄到加州舊金山，幫助一場大地震

神認可、由神制定、由神

的災民。十一年後，那條被子被送到紅

按立，目的在幫助男人及

十字會，再寄到英國。當英國的受贈者

女人的靈魂得到救恩。」

發現字條時，寄了一封個人感謝函，說

他不希望「看到慈助會與這些婦女創立

那條棉被來得「正是時候，那時我丈

的組織混合在一起，跟從這些組織，或

夫已戰死在前線。」這位寡婦要獨自

是與之混合，失去自己的身分。」他告

扶養八個孩子，也沒辦法工作，她坦

訴慈助會姊妹們：「在每件值得讚揚的

言：「我所能做的就是堅持下去。」 8

約瑟F.•斯密

事，每件神聖的事上，在每件能鼓舞人

許多英國姊妹志願為士兵們縫紉

類兒女、使人類兒女變得純潔的事上，

編織，但她們沒有錢購買所需的材料。

妳們應該領導世人，尤其要領導世上的

美國和加拿大各地的慈助會紛紛慷慨解

婦女。妳們要帶頭，而非尾隨。」7 艾默

囊，捐出一筆急難救助金來協助。她們

琳•威爾斯姊妹有著同樣的遠見。她帶

把錢寄到英國的各個分會，好讓英國的

領慈助會與其他組織合作，但也協助維

姊妹能買材料製作被單、枕頭套和衣物。

持慈助會特有的宗旨和神聖特質。
除了與其他組織合作外，慈助會

美國政府（見第4章），威爾斯姊妹表

姊妹們也獨力或與支會一起完成各種不

示：「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不太需要把

同的事，提供物品給有需要的人，為他

所儲藏的小麥用在原先規劃的用途上，

們募款。有些姊妹製作和販售洋裝、圍

如今，世界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

裙、童裝、棉被和手工編織的帽子和小

從楊會長呼籲姊妹們為不時之需儲藏小

地毯。還有些人飼養和販售牛羊。

麥一事上，我們可看見先知的智慧。」9

猶他州土厄勒的一位姊妹得知，她
66

慈助會於1918年把剩餘的小麥賣給

出售小麥不僅為饑餓的人提供了食

物。克萊蕾莎•威廉斯姊妹在慈助會會

庭與個人都需要財務、健康、情感和靈

長團擔任威爾斯姊妹的諮理，她建議慈

性上的幫助，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慈助

助會把出售小麥的款項存入一個中央帳

會於1919年成立社會服務部門，並獲得

戶，然後用這筆錢的利息來改善婦女和

第七任總會會長禧伯•郭會長的全力支

兒童的健康。後來，威廉斯姊妹擔任第

持。後來成為第八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的

六任總會慈助會會長時，便負責督導將

艾美•列曼姊妹，曾擔任該部門的主

這些經費用在這些用途上。

任。透過社會服務部門，慈助會與支會
及支聯會在許多事上得以通力合作，像

鞏固個人與家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許多家

是幫助貧困的婦女和女孩求職，安排兒
童領養等事宜。不過，該部門的主要目

英國吉德明斯特的慈助會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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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是為家庭提供實用的訓練。列曼姊

從1902年開始，總會慈助會會長贊

妹說，社會服務部門不是「救援機構」

助了一項護理人員訓練計畫。到了1920

而是「服務部門」，著重於「探究家庭

年，因為護理人員專業訓練涉及的範圍

狀況、擬定計畫和預算、集結資源救助

甚廣，慈助會因此成立了一項助理護士

後期聖徒家庭，以及職業訓練。」 10

的訓練計畫。這個為期一年的課程，由

社會服務部門本著這項目標，制

猶他州鹽湖城的後期聖徒醫院開辦，學

定了一項為期六週、有關家庭福利的

員不必繳學費，但必須在自己社區裡作

訓練計畫。支聯會工作人員上完課程

30天的義務護理服務。4年間，共有46

後，再回去教導自己的支會和社區；

名助理護士完成了訓練，之後慈助會

共有4,000多名婦女接受了訓練。

終止了這項計畫，轉為支援紅十字會的

護士和兒童在猶他州鹽湖城的後期聖徒醫院享受音樂，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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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課程。就如同其他幾項計畫一
樣，慈助會運用這項計畫來滿足那段時
期特別的屬世需求，然後將這些工作轉
由其他機構去做。
慈助會領袖鼓勵姊妹繼續發揮仁愛
的精神彼此服務，就像她們在納府初期
所做的那樣。姊妹照顧病患，為需要的
人縫製衣物，並在其他方面救助困苦的
人。例如，在1921年，一群住在土耳其
的亞美尼亞聖徒必須撤離自己的家園。
巴勒斯坦暨敘利亞傳道部會長約瑟•布
司協助他們遷至敘利亞阿勒坡，他在那
裡成立了一個分會，慈助會約有30位姊
妹。這些婦女大多數都非常貧窮，不
過，身為慈助會婦女，她們感覺有此

1920年代初期，約瑟•布司與來自亞美尼亞的慈
助會姊妹

人的愛與友誼著稱。

特權和職責要為比她們更不幸的人服

威廉斯姊妹為母親和嬰兒的高死亡

務。所以，她們聚在一起，將布司會

率感到憂心；她也關心殘障者缺少工作

長所購買的100碼（91公尺）布料，縫

機會，許多婦女生活水準低落。在她睿

製成衣服。她們也為其他營養不良的難

智、有為的領導下，慈助會繼續致力於

民準備了一餐食物。

改善這些問題。1942年，獲得總會和當

克萊蕾莎•威廉斯於1921年4月接

地聖職領袖以及威廉斯姊妹的支持與

替艾默琳•威爾斯姊妹，擔任總會慈助

鼓勵，柯頓塢支聯會慈助會成立了產

會會長。她和威爾斯姊妹曾在總會慈助

科醫院。這間醫院後來納入教會的醫

會會長團一同共事，已準備好面對未來

院網絡。

的挑戰。威廉斯姊妹以組織能力及對眾

威廉斯姊妹看到「我們所接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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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健康、機會和良好的生活水準

1929年底突然陷入經濟大蕭條的困境。

方面」都極需改善。她說：「要達成

慈助會裡所教導和學習的各項特

這種全面性的提升，需要審慎的準備、

質，再度在危機時刻鞏固了個人與家

訓練、教育工作和實際服務。」 11 這些

庭。後期聖徒婦女從對天父和耶穌基

努力有助於應付當時的需求，讓主教有

督的信心中找到力量，憑著自立的技

機會為貧困的家庭提供協助，也幫助教

能謀生，以實際行動發揮心中的仁愛。

會準備好因應幾年後發生的種種困難。

有了這些原則指引她們，她們有能力去
照顧自己和家人，並且主動伸出援手關

培養自立精神

懷他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多年，

1928年，禧伯•郭會長召喚露薏

慈助會致力於改善婦女與家庭的生活水

絲•羅賓孫姊妹擔任第七任總會慈助會

準，著重在健康、就業和教育方面。慈

會長。經濟上的挑戰對羅賓孫姊妹而言

助會姊妹也繼續倡導個人正義和仁愛行

並不陌生。她生長在猶他州西比奧一間

為。後來，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全球於

簡陋的圓木屋裡，在那樣的鄉下地方，

露薏絲•羅賓孫
第七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們若半途而廢，就不會有歡樂；我們若是出於責任
感而這麼做，就不會有喜樂，但是，我們若覺得自己是
這葡萄樹的一根枝子，感覺到天父認為我們配做這枝子
的一份子，並感覺到我們有能力完成此時此刻該完成的
事工，那麼，我們就會享有喜樂。」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Nov. 1933,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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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學會種田、種菜、縫紉，也懂得如何辛勤工
作、縮衣節食和開心度日。
禧伯•郭會長召喚羅賓孫姊妹擔任總會慈
助會會長之前七年，已按手選派她為總會慈助
會會長團第二諮理。她深感自己無法勝任那項
工作，她的女兒說：
「母親到郭會長辦公室接受按手選派時，
她很確定他一定是受了誤導，才會以為她有這
個能力，所以她告訴郭會長她很
樂意盡全力去做他吩咐的一切

禧伯•郭

「我們要……熱切
不斷地敦促人們，
他們極有必要為未來
可能帶來更大壓力的
日子，學習過正義的
生活，避免浪費，
培養勤儉、節約、
勤奮、嚴格量入為出

事，不過她希望他知道，她受的

的習慣，並且要存

教育有限，而且沒什麼財富和社

一點積蓄，不論金額

會地位，她擔心自己不是慈助

多麼微小。」

會姊妹想像中的領袖典範。她最後說：「『我
只是個卑微的婦女！』郭會長回答：『露薏絲
姊妹，教會中的姊妹百分之85都是卑微的婦
女。我們要召喚妳擔任她們的領袖。』」 12
郭會長的一番話鼓勵了羅賓孫姊妹，她

總會會長團
（禧伯•郭、安東尼•
伊文斯、小路賓•
克拉克。）

分享自己獨特的才能，先後在擔任諮理及會長

Deseret News, Sept. 2,

時，都全心全意地服務。她有智慧、有愛心又

1933, Church section, 7.

勤勞。由於欠缺正規教育和物質財富，使得她
能了解及幫助有相同境遇的人。她很能設身處
地為持家者和母親著想，並給予她們實用的忠
告。她了解在經濟拮据情況下度日的艱辛，不
過她也知道母親在家中的影響力。因此她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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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意聖職領袖所說的，教會成員需要
繼續培養自給自足的基本價值。她說：
「九十三年來，慈助會一直呼籲我們要
照顧我們當中的貧困者。我在想我們現
在是否在這方面太過倚賴政府了。」 14
1936年4月，總會會長團推出一項
涵蓋整個教會的福利計畫。這讓教會能
更有力地幫助貧困的成員。在1936年10
月的總會大會上，禧伯•郭會長說明了
這項計畫的目的。
加州的慈助會姊妹為她們支聯會的福利計畫保存
食物，約1940年

他說：「我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盡可
能建立一個制度，以去除懶惰的咒詛，

72

母親盡可能留在家裡陪孩子，不要留下

廢止救濟金的邪惡，使得教會成員再度

孩子去工作。

擁有自立、勤勞、節儉的美德，並尋回

美國政府制定了許多救助計畫，

自尊。教會的目標在協助成員自立。工

試圖力挽經濟危機的狂瀾。一度，慈助

作應再度被推崇為教會成員生活的至高

會社會服務部門與這些社區機構合作，

準則。」 15

為貧困家庭服務，但是，這方面的需求

多年後，第十六任總會會長多馬•

不斷增加，已超過了該部門能應付的限

孟蓀會長也呼應這項教導，他說：「要

度。該部門有一位工作人員就曾眼見她

記住，教會給予教會成員的幫助，是為

負責的個案數量從1929年的78個家庭，

了協助他們自助。教會成員重新自立是

暴增到1934年的700多個家庭。 13

個人及家人的責任，聖職定額組及慈助

教會很感謝政府機構的努力。羅

會只是從旁協助。我們在幫助他們自

賓孫姊妹表示，在幫助貧窮困苦者這

立，而不是使他們變得依賴。主教應該

方面，美國政府「做得好極了」。但是

設法協助每位接受幫助的人培養正直、

自尊、尊嚴及健全的品格，使他們最終

乾燥處理或瓶裝的蔬菜水果、衣服和被

16

褥。有段時間，教會請姊妹在瓶裝水果

福利計畫的一項指導原則是，慈

時，每裝十瓶就捐一瓶給福利計畫。第

助會姊妹和聖職弟兄在工作時應互相

九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貝拉•施百福姊妹

配合。第十一任總會會長海樂•李會

回憶她們當時把被風吹落的水果收集起

長在擔任支聯會會長時協助制定福利

來罐裝保存，送給有需要的姊妹。經由

計畫。他說：

這項服務機會，她對慈助會的宗旨更加

能完全自給自足。」

「〔教會福利計畫〕要達成的最重
要目標是，在整個教會中促進合作及團
結合一的精神。……

感激和讚賞。
慈助會領袖是教會福利制度的重
要一環。她們在總會、支聯會和支會

「支會裡的慈助會與聖職定額組及

層級，參與福利委員會的會議，參與決

主教團合作到什麼程度，該支會的〔福

策，協調工作。隨著教會福利系統中的

利〕計畫就能實行到什麼程度。」 17

農場、工廠、發行中心和其他實物設施

支會慈助會會長的角色尤其重要，
當時的總主教約瑟L.•胡適令主教說：
「依我之見，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入某人
的家中，分析這家庭的需求，然後明智
地供應這些需求。那就是慈助會會長，
我們也可以稱她為家庭管理人。……畢
竟，這些美好的婦女都有自己的家庭，
也都有履行母職和管理家庭方面的經
驗。」 18
慈助會非常適合在支會福利工作
上擔任重要的角色。在主教指導下，她
們評估家庭的需要，然後視需要提供經

德州里奧的慈助會姊妹聚會，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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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模日益擴展，這協調的工作就變得

出了四項基本目標：「紓緩教會成員因

更重要了。慈助會社會服務部門於1969

支持教會活動而『不斷增加的重擔』；

年併入教會福利與社會服務處。

減輕主教的負擔；刪除需要昂貴、大型
聚會場所的計畫；以量入為出的方式維

強化仁愛的凝聚力

持教會的運作。」並要求慈助會和其他

從1939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

組織將工作進行「整併、合作、縮減、

大戰的戰火席捲世上大部分地區，教

簡化和調整，以配合〔總會〕會長團合

會的大多數計畫都受到這場全球性的

力達成上述目標。」 19

戰亂波及。1940年3月，禧伯•郭會長
會長的第一諮理小路賓•克拉克會長與

護衛家庭

各輔助組織的會長開會，重新檢視所有

教會領袖簡化各項計畫的主要目

的計畫和活動。他們為教會各大部門列

的，是為了護衛家庭。聖職領袖和輔

克萊蕾莎•威廉斯
第六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透過我們的組織，慈助會的工作人員已將福音傳播出去，
讓貧困者得到照顧，讓患病的人得到安慰，讓灰心喪氣的
人感到振奮，散播愛與祝福的信息。……世上最偉大的是
愛。我們若時時將此謹記在心，並當作一項信息分享給週
遭的人，我們不但會蒙受祝福，也會成為一項工具，造福
與我們往來的人。」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June 1922,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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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組織領袖很擔憂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

在這段期間，慈助會姊妹與社區和

家庭組織和家人關係開始瓦解。由於男

聖職領袖密切合作。艾美•列曼姊妹在

人上戰場，婦女沒有丈夫和年齡較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多數時間內擔任第

兒子給予協助，因而必須獨自養家。教

八任總會慈助會會長，她說：

會領袖再次鼓勵家中有小孩的母親，要

「我認為，始終讓我心存感激的

盡可能以不必外出擔任全職工作的方式

其中一件是，……就是慈助會姊妹們一

來供養小孩。這些領袖鼓勵慈助會姊妹

直不斷得到聖職領袖的支持──來自總

們學習自立的基本技能：製作棉被、縫

會持有權柄人員以及當地聖職領袖的支

製衣服、種植園圃、保存及儲藏水果蔬

持，尤其是支會主教。

菜。在靈性方面，他們也強調母親在家

「總會持有權柄人員不僅讓各輔助

中所扮演的角色。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

組織的摩爾門婦女領袖在教會中獲得許

需要良好的年輕公民，這些年輕人從母

多寶貴的機會，而且，這些婦女領袖與

親那裡學習到道德和正直。

其他人道援助機構合作時，總會持有權
柄人員也給予了許多鼓勵。」 20

與社區組織和聖職領袖通力合作

這類合作的一個例子是印第安學生

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美

安置計畫，在當時十二使徒定額組的賓

國的慈助會成員響應號召，在其他公益

塞•甘長老的支持下，這計畫於1947年

組織或機構擔任志工、提供支援。1942

開始實施。透過這項計畫，居住在設有

年，10,000多名慈助會姊妹完成了紅十

正規學校、教會組織健全地區的後期聖

字會的居家護理、急救和營養課程。教

徒家庭，可邀請小鄉鎮的美國印第安青

會也發起反煙和反酒活動，以保護在軍

少年到家中住一段時間。這項計畫有助

中服役的後期聖徒之健康。藉由支持這

於這些青少年擴展生活經驗，亦可增進

些計畫和提供愛心服務，慈助會姊妹不

不同文化之間的了解。

但改善人們的健康，也促進了人與人之
間的善意。

慈助會領袖，尤其是第九任總會慈
助會會長貝拉•施百福姊妹，在甘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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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下協助推動這項計畫。許多姊妹

們有些人失去了屬世一切財物，失去了

直接為這些青少年服務，把他們當成自

我們所珍惜的每一件東西，但是當我們

己的孩子，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這項

說：『在黑暗中與神同行，勝過在光明

計畫一直持續到1996年為止。十二使徒

中卻沒有神相伴』的時候，我們是有感

定額組的培道•潘會長後來表示：「印

而發的。……

第安學生安置計畫已達成其目的，現在
予以終止。這是很自然的事。……樓房
蓋好了，鷹架就會被拆除。」 21

「我們歡唱錫安之歌，信賴我們的
主。祂讓一切事情好轉。」 22
另一位區會慈助會會長可竹•齊
普洛曾在許多夜晚，在黑暗中與神同

「基督純正的愛」：
將仁愛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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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去關心姊妹們，為她們服務。她
住在荷蘭，當時該國被軍隊佔領。由

歐洲慈助會的姊妹們在第二次世界

於衛兵常把路人攔下來檢查盤問，她

大戰中飽受痛苦折磨，然而即使在可怕

隨身帶著識別證，以便能探訪區會裡

的戰亂中，她們依然表現出令人讚揚的

各分會的慈助會。

勇氣來彼此服務。她們繼續保持忠信，

齊普洛姊妹的兒子約翰說，「軍隊

倚靠自己的見證和耶穌基督的贖罪。她

佔領的時間持續了五年，夜間外出越來

們在這段時期的生活和見證實在讓人振

越危險。」他回想母親的奉獻精神說：

奮和感動。

「你們是否能夠想像，家母在那樣危險

戰爭結束後，曾擔任德國司徒加區

的情況下，多次勇敢地在夜間騎著單車

會慈助會會長的馬利亞•史百德寫道：

外出探訪其他分會?」他回憶道：「無

「過去這五年的日子非常艱困，

論她當時的心情或外在處境如何，她

我們都變得非常謙卑。我們對主的信賴

都要履行自己的職責。她實在是一位了

以及對祂教會的見證一直是支持我們的

不起的婦女和領袖！如今我心中毫不懷

力量。祂慈悲地保全了我們，雖然我們

疑，她是主親自揀選、在那時候擔任慈

飽受苦難，祂卻賜給我們祂的力量。我

助會會長的。」

「越是奉獻自己
去幫助他人，
所獲得的永恆快樂
就會越多。」

喬治•斯密
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36, 71

可竹•齊普洛，中，與她的姊妹及子女

齊普洛姊妹的兒子認為：「她在那樣的情
況下一次又一次出去，不知道會面對什麼樣的
問題，想必她那時已完全信賴主。」 23
丹麥聖徒的情況比其他許多國家聖徒的情
況稍好，他們還有食物可吃，所以他們會將食
物分給較不幸的鄰國人民。丹麥傳道部慈助會
會長夏娃•奎格森說：「在戰爭期間我們負責
幫助忍饑挨餓的鄰國挪威。我們和傳道部辦公
室合力為此目的捐款，每個月都有許多裝滿食
物的包裹寄去給挪威的弟兄姊妹，他們一直對
此有著說不盡的感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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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白朗會長親自目睹了這樣的仁

們和親人能保住性命、為擁有少許的生

愛舉動。他於1937年到1939年擔任英國

活必需品和沒有窗戶的住家而感謝神，

傳道部會長，1939年到1945年擔任歐洲

這對於我們之中許多人來說，不但是一

後期聖徒軍人協調員，1945年到1946年

種啟發，也是一記當頭棒喝。我們有許

再度擔任英國傳道部會長，之後擔任十

多人在物質上的祝福遠超過這裡的任何

二使徒定額組成員和總會會長團成員。

一人，卻經常抱怨失去了某些奢華的享

他報告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看到

受。」 25

慈助會姊妹服務的情形：

一位東德的姊妹海葳•畢芮考提供

「在戰區有成千上百位慈助會婦女

食物給挨餓的俄國戰犯，雖然這樣的仁

一直冒著危險、考驗和艱困過生活，她

愛舉動可能會使她和家人入獄或遭到槍

們所受的苦不亞於戰場上的男子。這些

決。 26 多年後，她和其他幾位在第二次

英勇的婦女即使面對看似難以度過的難

世界大戰期間有過類似考驗的人接受訪

關，依然勇往直前。……

問，談談當時的經歷。在每段訪談結束

「與這些婦女一起跪下祈禱，聽

時，採訪者都會問：「你如何在面臨這

到她們為一些平凡簡單的祝福、為她

些考驗時保守見證?」這位採訪者把她

艾美•列曼
第八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慈助會的初始成員並沒有想到……她們心愛的慈助會
會變得如此壯大。」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Mar. 194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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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足，在憂患沮喪時刻給我安慰。……
「我很感謝過去有這機會……在
慈助會服務，我長大成人後的大多數
歲月裡，一直很開心滿足地與成千上
萬的慈助會成員一起工作。我曾到她
們的家拜訪，在她們家過夜、用餐，
也因此見識到她們美好的品格、她們
的無私、善解人意、忠信和犧牲。對
於這樣的姊妹服務情誼，我內心的崇
敬之情無法言喻。」 28
在考驗試煉和動亂不安的時期，
全球的慈助會姊妹們遵從了摩爾門的
「仁愛是基督純正的愛，這種愛永遠持守」
（摩羅乃書7：47）。

勸誡，「要固守著仁愛，那是一切事
物中最偉大的。」她們的表現證明了

得到的所有回答用這句話作了總結：

她們確實了解「一切事物終必止息，

「這段時間不是我保守了見證，而是

……〔而〕仁愛是基督純正的愛，這

我的見證保守了我。」 27

種愛永遠持守。」 29 一次又一次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時，
全球的慈助會姊妹們都飽受憂傷貧困之

她們始終忠於她們的座右銘：「愛是
永不止息。」

苦。然而，即使經歷了這一切，她們仍
繼續彼此服務，鞏固家庭和增強見證。
在親眼目睹了許許多多的苦難和
無私的服務之後，艾美•列曼姊妹說：
「〔我的〕見證一直是我的碇錨及
支持我的力量，它在歡樂時刻讓我心滿
79

第6章

全球的
姊妹情誼圈
這偉大的姊妹圈子
會保護妳們每一位和妳們的家庭。
慈助會可被比喻為一個庇護所──
一處安全和保護的地方──
古時的聖所。妳們在裡面會平安無恙。
它就像一道護衛的圍牆，
圍繞著每一位姊妹。
培道•潘會長

第6章

全球的姊妹情誼圈
先知約瑟•斯密與納府的慈助會姊
妹們開會時，教導她們除了提供屬世上
的服務外，也要在靈性上鞏固人們（見
第2章）。慈助會姊妹以這項勸誡為依
據，她們一起服務時，在人生的暴風
雨裡找到了愛與安全。她們彼此分享耶
穌基督的福音，並與週遭的人分享。慈
助會已成為遠離世俗影響的庇護所和避
難所，並為世人帶來光明，具有極大的
影響力。
在猶他州奧格登的一次慈助會聚會
中，第二任總會慈助會會長伊莉莎•舒
姊妹感謝姊妹努力在屬世和屬靈上彼此

慈助會姊妹一起服務時，會在人生的暴風雨裡找
到愛與安全。

鞏固。她告訴姊妹們，雖然教會並未逐

使那些對福音已變得冷淡的人內心火

一記錄她們在幫助困苦者一事上所作的

熱起來? ──有另一本紀錄記寫著妳們

捐獻，但主已將她們的拯救事工完全記

的信心、仁慈、美好行為和話語，那是

錄下來：

另一本紀錄，任何事都不會遺漏。」 1

「我很清楚，有為數可觀的捐獻並

慈助會姊妹主動關懷那些內心逐漸

未寫在〔紀錄〕冊上。約瑟•斯密會長

冷漠的人，以及那些需要信心、仁慈、

曾說，慈助會的成立是為了拯救靈魂。

好行為和美好話語的人時，她們所做的

姊妹們曾做了哪些事來找回迷失的人?

事都在天上有一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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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姊妹情誼
20世紀中期，在世人因戰爭和天

助會的宗旨。

災而飽受苦難之際，慈助會的事工不

1980年，十二使徒定額組的培道•

斷擴展。慈助會恪遵其宗旨──提升

潘會長和他的妻子唐娜拜訪捷克斯洛伐

信心和個人正義、鞏固家人與家庭，

克（今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的慈

以及找出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不但為

助會。他後來回憶道：

後期聖徒姊妹提供了一處庇護所，也成

「取得簽證不容易，我們也非常謹

為一股良善的影響力。1947年，總會慈

慎行事，以免危害教會成員的安全和福

助會會長團（貝拉•施百福姊妹、瑪麗

祉，他們經過世世代代的努力奮鬥，在

安娜•夏普姊妹、歌竹•葛夫姊妹）教

苦不堪言的壓迫下，讓自己的信心保持

導：「我們肩負醫治的使命，需要有更

活躍。

開闊的胸襟、更仁慈的舉動、更堅定的
意志。」 2

「最令人難忘的一次聚會是在一個
樓上房間舉行的。窗簾全都拉上，即使

當時，有些政府設下政治上的限

是在夜晚，參加聚會的人都要一個個在

制，甚至築起阻絕的障礙物。這種種的

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方向前來，以免

限制和障礙，諸如所謂的鐵幕和柏林圍

引人注目。

牆等，都是用來限制某些人和排斥他人

「有12位姊妹參加聚會。我們用50

的。相形之下，慈助會姊妹築起靈性的

多年前印製的詩歌本唱錫安聖詩──只

庇護之牆，來保護和接納所有的人。她

有歌詞，沒有樂譜。教師用一本手工裝

們同聚在一個全球的姊妹情誼圈內，並

訂的課本虔敬地教導〔課程〕。……

邀請人們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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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自己對復興福音的見證，並信守慈

「我告訴那些姊妹，她們隸屬於世

即使在一些國家，人民因為政治

界上規模最大、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最美

上的限制和法律而無法公開參與宗教活

好的婦女組織。我引述先知約瑟•斯密

動，慈助會成員仍覺得她們與世界各地

與其他聖職領袖一起成立慈助會時所說

的姊妹們連結在一起。她們始終默默地

的話。……

「妳們在今日被揀選為
神的忠信婦女，
要摒棄小器、說閒話、
自私、粗鄙和所有
不聖潔的行為。
要認識妳們身為天父
女兒的神聖權利。」

豪惠•洪德
1993年1月， 聖徒之聲，
慈助會成員在姊妹情誼圈中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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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我們同在。那位優雅、虔敬地指
揮音樂的好姊妹，當眾流下了眼淚。
「我告訴她們，按照先前的指派，我一回
去之後，就會在一場慈助會大會上演講；我問
她們是否需要我轉達什麼。她們有些人寫下紙
條；裡面的一字一句，全都是本著付出的精神
寫的──而不是想要求什麼。我永遠忘不了有
位姊妹所寫的：『這個小小的姊妹圈子要向所
有的姊妹致意，送上我們的心思意念，並懇求
主幫助我們大家向前邁進。』
「姊妹圈子這幾個字讓我蒙得啟發。我彷
彿可以看到她們站著圍成一個圓圈，這圈子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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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房間外的地方，環繞著整個世界。」3

來的，然而慈助會的傳承卻是用心相

潘會長回想那次聚會說：「我在

傳的。」 5 這樣的傳遞在慈助會的姊妹

那個圈子當中站了一會兒，並感覺到

情誼圈裡發生。

信心、勇氣和愛心的驅策力量在這圈
子裡裡外外流動著。」 4

庇護的地方

這樣的信心、勇氣和愛集結起來，

從慈助會早期開始，姊妹們始終在

形成各地慈助會姊妹的傳承。總會會長

提供一處庇護所，一個充滿醫治力量、

團的諮理亨利•艾寧會長鼓勵慈助會姊

愛心、仁慈、關懷和歸屬感的地方。在

妹與他人分享這項傳承。他說：「當妳

納府，姊妹們依賴彼此的信心和技能，

們協助他人在心中接受仁愛這項恩賜

分享食物和衣物，在慈助會中找到了庇

時，就是在將這傳承傳遞下去了。那

護所。在她們越過平原，在猶他地區定

些人接受之後，把它再傳給其他人。

居的過程中，一直是如此。如今教會在

慈助會的歷史是用文字及數字記錄下

世界各地不斷成長，姊妹們仍持續在慈

貝拉•施百福
第九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這些年來，慈助會的目的始終一致，就像真理永遠不
變一樣。這些目的對當年在納府的一小群婦女很重要，
今日對世界各地的婦女依然很重要。這就是慈助會的奇
蹟。我在慈助會中工作多年，如今才剛開始體會到它的
偉大。」

參閱1975年3月，聖徒之聲，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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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發生一場大地震，震央就
在桑伯格家庭的住處附近，這股保護力
量此時更加顯露無遺。桑伯格一家人住
的學校，兩側的建築物都倒塌了。第一
次強震後的幾個小時內，桑伯格姊妹的
慈助會會長彷彿慈悲天使般，來到他們
家評估他們的需要、給予他們協助。由
於許多道路和建築物都損毀，所有的通
訊線路也中斷，這位關心姊妹的慈助會會
長用她能找到的唯一交通工具，騎著單車
穿越瓦礫堆，去探訪支會裡的許多姊妹。
「不管〔一個家庭〕搬到哪裡，總會有個教會大
家庭在那兒等待著他們」（培道•潘）。

在外界紛擾不安之際，桑伯格姊妹
得到慈助會的安全保護。她的慈助會會

助會裡找到庇護。

長關心支會裡每位姊妹的安全和需要。

培道•潘會長說：「這偉大的姊妹

和桑伯格姊妹一樣，全世界的許多

圈子會保護妳們每一位和妳們的家庭。

後期聖徒都能作證，潘會長的這番話是

慈助會可被比喻為一個庇護所──一處

真實的，他說：「不管〔一個家庭〕搬

安全和保護的地方──古時的聖所。妳

到哪裡，都有個教會大家庭在那兒等待

們在裡面會平安無恙。它就像一道護衛

著他們，這一點真讓人欣慰。從他們到

的圍牆，圍繞著每一位姊妹。」 6

達的第一天起，弟兄就歸屬於當地的聖

芭比•桑伯格於1999年和家人從美

職定額組，姊妹就歸屬於慈助會。」 7

國搬到台灣，當時她是個年輕的妻子和
母親。雖然她和丈夫只會留在當地教英
文六個月，台灣的姊妹們仍然用慈助會
的保護力量圍繞著她。

影響力的所在
貝拉•施百福姊妹於1945年4月蒙
召喚為第九任總會慈助會會長，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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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週後，喬治•斯密會長被按手選派
為第八任總會會長。斯密會長鼓勵施百
福姊妹和慈助會全體姊妹要提供屬世支
持，援助受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而
依然受苦的人們。他也請姊妹們在全世
界的婦女當中發揮影響力，他說：「當
先知約瑟•斯密轉動權鑰讓婦女脫離束
縛時，他也為全世界開啟了契機。」 8
慈助會大樓，猶他州鹽湖城，1956年

慈助會大樓，影響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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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教會宣布了興建慈

證、以及對教會姊妹有機會去服務心存

助會大樓的計畫。 9 1947年10月，總會

感恩……、對領袖的忠誠、為一項偉業

會長團核准貝拉•施百福姊妹提議的計

所作的無私奉獻。它反映出慈助會根深

畫：慈助會每位成員都被要求捐獻五塊

蒂固的美好本質。」 10

美金來贊助該計畫（當時慈助會成員總

這棟大樓座落在鹽湖聖殿的東北

數為100,000人）。世界各地的姊妹紛

邊，於1956年10月3日奉獻。第九任總

紛寄來捐款，還有些姊妹寄了自己國家

會會長大衛奧•麥基在奉獻祈禱文裡

的手工藝品來美化建築內部。一年間，

談到，這棟大樓將散發出影響全球的

姊妹募到了554,016美元。

力量：「慈助會為了使她們的服務更具

施百福姊妹宣告：「這項成就代

成效，更能幫助教會裡和世界上貧困、

表了一筆為數相當可觀的金額，但其

遭受苦難的人，在教會成員的協助下興

意義並不僅如此。這也代表了許多無

建了這棟美輪美奐的慈助會總部。」 11

形的價值──珍貴無比的價值，代表了

自1984年起，總會女青年會長團及

對婦女在福音計畫中被賦予崇高地位的

總會初級會會長團的辦公室也都設在這

感激之情、對慈助會事工之神聖性的見

棟大樓內。

對其他信仰人士的影響

受到羞辱。她建議退出這些組織，因為

關於與世上婦女分享本教會的價

『我們從這些委員會得不到一點好處。』

值觀，施百福姊妹從喬治•斯密會長

「這位睿智、年邁的先知將身體

那裡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她蒙支持為

靠向椅背，帶著困惑的表情看著她，

總會慈助會會長不久後，「全國婦女

問道：『妳們想退出，是因為從這些

委員會來函，宣布她們將在紐約市召

委員會得不到什麼好處?』

開年度會議。
「施百福姊妹曾參加過那些會議，
而且有鑒於她以往的經驗，她和兩位諮

她回答：「『我們有這樣的感受。』
「他說：『告訴我，妳們對這些協
會做了什麼貢獻?

理慎重考量了這項邀請達數周之久。
「她們決定向總會會長建議，讓慈
助會終止在那些委員會的會員資格。她
們擬妥一份建議書，詳列這麼做的種種
理由。
「施百福姊妹忐忑不安地把這份文
件放在喬治•斯密會長的書桌上，說：
『慈助會會長團建請總會理事會終止慈
助會在全國婦女委員會和國際婦女委員
會的會員資格，各項理由都列在這份文
件裡。』
「斯密會長詳閱了這份文件，然後
問道：『慈助會擁有這些組織的會員資
格不是超過半個世紀了嗎?』
「施百福姊妹解釋說，去一趟紐約
花費高昂又費時，她也談到她們有時會

貝拉•施百福，左，在一次國際婦女委員會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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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繼續說道：『施百福姊妹，妳

說：『妳大概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吧。貴

讓我感到驚訝。妳們一直在想能獲得什

國的會長說，妳在這些事務上始終堅守

麼嗎? 難道也不想想妳們能付出什麼?』

貴教會的立場，她們知道摩爾門教會的

「他把文件交還給她，伸出手來，

立場是什麼，並覺得讓妳留在那裡比較

態度堅定地表示：『妳們要繼續保留這
些委員會的會員資格，讓人感受到妳們
的影響力。』」 12

穩當。』」 13
這些組織的婦女知道她們的朋友貝
拉•施百福一定會維護教會的原則，她們

她確實讓人們感受到她的影響力。

需要那樣的智慧和力量。1945年，在芬蘭

她參與全國婦女委員會和國際婦女委員

赫爾辛基的國際婦女委員會中，她獲選為

會的事務，並在這些組織中擔任領導職

美國代表團的領隊。當她在大會開幕時帶

位多年，堅定地捍衛耶穌基督福音的原

領一大群人進場時，她的思緒回到過去：

則和慈助會的宗旨。
施百福姊妹每次出席國際婦女委員
會，都被指派去參加「社會福利及道德
福祉」會議。她回顧說：
「有一次我對總是被指派到社會
福利及道德福祉〔會議〕表示抗議，
當時我跟國際婦女委員會會長的交情
不錯。……我說：『我每次都參加這各
場次，可是這會議變得越來越低俗，我
想換一下。』她說：『妳當然有權換一
個，我會確保妳達到心願的。』
「之後她回來，說：『妳的要求
我們無法照辦，因為貴國委員會堅持要
妳留在社會福利及道德福祉會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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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助會姊妹和全部時間傳教士，於德州聖安東尼，
約1950年

「當我看著眾星雲集的觀眾席上來自許多
國家的人，……突然回想起我們在先驅者時代
的〔慈助會〕領袖所說的話……，『我們要領
導世上的婦女，』……『以促進錫安婦女的權
利，和各國婦女的權利。』……我知道我們的

「我們若藉由
配稱的生活
使自己符合資格，
我們若懷著堅定信心

先驅者婦女領袖，已藉由神所賜的理解力，知

履行指派給我們的

道慈助會日後的發展。……我深信，讓世上婦

職責，我們在履行

女感受慈助會影響力的時刻已經來到。」

14

1987年，總會會長團勸告慈助會退出全
國婦女委員會和國際婦女委員會。時候已經
到了，總會慈助會會長團應當投注更多心力
在本身這個快速成長的世界性組織，而不是
在其他國內或國際事務上。但隨著教會不斷擴
展，後期聖徒婦女也持續不斷在世界各地──
在社區、學校和良好的地方組織──發揮影響

責任時若尋求全能者的
靈感指引，就能成就
奇蹟般的事。」

多馬•孟蓀
1988年7月， 聖徒之聲，
第48頁

力。她們遵循喬治•斯密會長和施百福姊妹所
建立的模式，把思考的著眼點放在她們能付出
什麼，而不是她們能獲得什麼。
滋養及教導慕道友和新歸信者

隨著教會在全球各地的成長，慈助會一直
是能對慕道友和新歸信者產生影響力的地方。
這項影響力包括讓新成員有服務和領導的機
會。總會慈助會會長團諮理絲薇雅•歐瑞姊妹
談到母親希爾達•阿瓦倫加在薩爾瓦多的聖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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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瓦多擔任分會慈助會會長時的故事：

今日的我。我從她身上學到，要抱持仁

「家母歸信不久，就蒙召喚在我們

愛、仁慈、誠實和負責的態度去履行召

聖薩爾瓦多的小分會擔任慈助會會長。

喚。她是我的良師和榜樣。我現在已經

她告訴分會會長，她沒有經驗、沒作好

80歲了，但是仍一直忠於救主和祂的福

準備，能力也不夠。她當時大約30出

音。我傳過教，一直不斷蒙受主的豐盛

頭，所受的正規教育不多，一生都奉

祝福。』」 15

獻於照顧丈夫和七個孩子。但是分會
會長還是召喚了她。

這位盡心盡力的慈助會會長不但幫
助分會成員鞏固見證，也幫助正在認識

「我看到我的母親勇敢地迎接挑

教會、或是剛接受洗禮和證實的婦女滋

戰。她在慈助會服務的時候，學會了領

養信心。她帶頭努力，讓慈助會成為一

導技巧，發展出各種新才

個溫馨、友善且能獲得滋養的地方。

能，例如教導、公開演
講、規劃及籌備會議、活
動和服務計畫等等。她對

潘會長夫婦拜訪捷克斯洛伐克那個

分會裡的婦女發揮了影響

小小的姊妹圈子後不久，有位正在尋找

力；她為她們服務，也教導她們如何彼

靈性庇護、愛及人生意義的年輕婦女，

此服務。那些姊妹愛戴、敬重我的母

被吸引進那個圈子。她名叫奧嘉•柯瓦

親。她幫助其他的婦女發掘、培養、運

洛娃，當時在布爾諾市一所大學就讀博

用她們的天賦才能；她幫助她們有能力

士班。這所大學強迫學生接受無神論的

去建立神的國度和靈性堅定的家庭。她

教導。奧嘉覺得她周遭的學生和其他人

一直忠於她所立的聖殿聖約。因此她去

都毫無人生方向。她渴望能有更具深度

世時，能問心無愧地面對她的創造主。

的靈性生活，也感覺到她的朋友和同事

希爾達•阿瓦倫加

「多年後，有一位曾經在慈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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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分享福音來影響他人

有同樣的渴求。

擔任諮理、與她共事的姊妹，寫了一封

奧嘉在大學求學期間，認識了一

信給我說：『妳的母親教導我，造就了

位75歲的後期聖徒弟兄奧塔科•伏庫

像救主古代的使徒一樣，慈助會姊妹們能成為神手中的工具。

克。她後來回憶道：「他的外表看起

們是如何找到喜樂，以及他們在何處讀

來像是75歲，但是他的心境大概只有

到關於神的事。他們送給她一本摩爾門

18歲，而且快樂洋溢。當時捷克斯洛伐

經，她開始熱切地閱讀。

克瀰漫著憤世嫉俗的想法，因此這頗為

奧嘉歸信了復興的福音，並且決定

不尋常。……我看到他不僅學識淵博，

受洗。她必須在夜間的樹林裡受洗，以

也懂得如何快樂過生活。」她向他和他

免讓人注意到這項宗教活動。不料，她

的家人請教人生的意義，最後，他們介

受洗當天晚上，樹林裡有許多漁夫。奧

紹她認識教會的其他成員。她想知道他

嘉和她的朋友耐心等待著，最後他們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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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為「智慧學校」的班級。他們在這

烈祈禱，漁夫終於離開了。
有位教會成員參加了奧嘉的洗禮

些場合教導倫理價值觀和道德觀，幫助

會，他問奧嘉：「妳知道今天晚上在

人們在生活得到靈性和喜樂。許多學生

水邊為什麼有這麼多漁夫嗎?」他接著

感受到了聖靈的影響力，而且他們經常

說：「記得耶穌走在加利利海邊時，

有機會和特定人士討論天父和耶穌基督

曾向正在海裡撒網的西門彼得和安德烈

的福音。 16

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

後來，芭芭拉•烏因達姊妹在擔任

魚一樣。』」奧嘉感覺「他的意思是，

第十一任總會慈助會會長期間，有機會

我應該要很快成為神的工具，帶領年輕

與丈夫造訪捷克斯洛伐克。多年前她丈

人加入教會。」

夫年輕時曾在那裡傳教。他們走進一間

奧嘉真的做到了。她影響了許多正

即將舉行會議的房子裡，一位充滿朝氣

在追尋真理和幸福的人。由於他們的國

的年輕婦女熱心地走向他們，說：「歡

家禁止傳教，她和伏庫克家庭開辦了一

迎！我叫奧嘉，是慈助會會長。」烏因

依蓮•傑克
第十二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們是偉大整體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彼此，才能讓姊妹
情誼完整無缺。我們伸出手與姊妹們握手時，就像是向各
大洲伸出手，因為我們來自各個國家。我們努力去了解
主想要告訴我們的事，和了解祂要造就我們成為什麼樣
的人時，我們便凝聚在一起。我們雖說不同的語言，但
我們是同心同德的一家人。」

參閱1992年7月，聖徒之聲，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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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夫婦注意到她的面容散發光輝，主的

「我們請每個地方單位留意自己社

靈與她同在。奧嘉•柯瓦洛娃在她的小

區的需求，然後決定出最迫切需要的社

分會中擔任慈助會會長，她在一個充滿

區服務是什麼。你想像得到這些服務對

政治壓迫和宗教迫害的環境中，成為一

這世界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嗎?

股向善的影響力；她為加入教會、成為

「我們有位慈助會會長到加州某

慈助會成員的人協助提供庇護，並且帶

個城市的市議會，說：『你們覺得社

領人們歸向基督，協助拯救人們的靈魂。

區裡有哪些需要去做的事，是我們可

柯瓦洛娃姊妹的歸信故事和傳道事

以效勞的?』那些人說：『妳是說全世

工，應驗了第十二任總會會長賓塞•甘

界有20,000個團體都這麼做嗎?』她說

會長的部分預言：「將來世上必有許多

是的。〔有位市議員〕就說：『妳們會

良善的婦女（她們通常是有豐富靈性內

改變世界的。』我想我們已經改變世界

涵的婦女）大規模地加入本教會，因此
本教會在末世時代的許多重要成長，將
取決於本教會婦女是否生活正義及思維
清楚，以及她們是否──能在好的方面
──明顯地有別於世上的其他婦女。」17
透過服務來影響他人

1992年，世界各地的姊妹以參與
社區服務計畫的方式慶祝慈助會成立
150週年。這項工作在總會及地方聖職
領袖的指導下推動，姊妹們藉此在世界
各地發揮了慈助會的影響力。當時擔任
第十二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的依蓮•傑克
姊妹說：

服務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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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讓世界變得更好。那是一件讓

後也與他人分享這項祝福。她在機場裡

我們更加團結的事，而且提供了各式各

走上前來，對他說：「孟蓀會長，我在加

樣的服務，……〔姊妹們〕在南非為居

入教會、成為慈助會成員

家老人製作膝蓋罩毯；……在薩摩亞的

之前，不會閱讀也不會寫

一處鐘塔四周種植花卉；為無家可歸者

字，我的家人也都不會。」

的庇護所提供服務，提供書籍給兒童，

她告訴孟蓀會長，慈助會

或是為未婚媽媽粉刷住家，諸如此類的

多馬•孟蓀

事。我們覺得在全世界，這些社區服務

她也幫助他人學習閱讀。與她交談之

計畫對姊妹和社區而言，都是件很美好

後，孟蓀會長「想著當她翻開聖經，第

的事。」 18

一次閱讀主的話語時，心中必然感受到

姊妹教她學會閱讀，現在

的那份無比快樂……。那天在路易斯安
透過提升識字能力來影響他人

當慈助會姊妹籌劃社區服務計畫
時，傑克姊妹和她的諮理則著重於一項

那州門羅，」他說道，「我獲得了聖靈
的證實，知道妳們在姊妹之中提升識字
能力，確實是一項崇高的目標。」20

全球服務工作：幫助姊妹學習閱讀。她
說：「我們覺得全世界的婦女都需要具
備閱讀能力，有許多人不會閱讀。你能

忠信的慈助會姊妹即使已在社區

否想像—─如果她們不會閱讀，怎麼教

和世界各地發揮影響力，但仍不忘在自

導子女，怎麼改善環境，怎麼研讀福音?

己的支分會裡彼此鞏固。第十五任總會

因此我們認為，最能使人獲益的，莫過

慈助會會長茱麗•貝克姊妹還是個經驗

於提升識字能力。……不過，我們的目

生疏的年輕母親和家庭主婦時，在慈助

的也包括鼓勵每位姊妹終生學習。」19

會裡找到了姊妹情誼、安全庇護和影響

第十六任總會會長多馬•孟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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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和鞏固支分會的姊妹們

力。她回憶道：

長，曾經在路易斯安那州門羅遇見一位婦

「慈助會應該妥善規劃、與其他

女，這位婦女受惠於這項慈助會服務，之

組織同心協力、全力動員來鞏固家庭，

「妳們是世上最偉大
組織的成員，這組織
是神在世上國度的
重要部分，其設計與
運作方式，會幫助
這組織裡的忠信成員
在天父的國度中
獲得永生。」

約瑟•斐亭•斯密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閱讀能力有助於婦女改善本身的環境、研讀福音和教導子女。

Dec. 1970, 883

並幫助家庭成為遠離世俗勢力的神聖庇護所。
多年前我剛結婚的時候，學到了這個道理。當
時我的父母原本住在我們家附近，但後來他們
說要搬遷到另一個地方。我一向很依賴母親的
教導以及她睿智、激勵人心的榜樣。如今，她
卻要離開我好長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沒有電子
郵件、傳真機、手機、網路攝影機等等這類東
西，一般郵件的寄送速度緩如牛步、頗為人所
詬病。在她離開之前的某一天，我流著淚和她
坐一起，問道：『以後誰來當我的母親呢?』
母親認真地思索了一會兒，透過聖靈和啟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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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助會唱詩班在鹽湖城大會堂中獻唱，1956年

力量（那種的力量總是會臨到像她這樣

幫助我。從那時起，我開始從許多高貴

的婦女身上）對我說：『如果我一去不

和充滿信心的婦女身上學習良多。」 21

回，妳無法再見到我，如果我沒辦法再
教導妳其他的事，妳要緊緊地依附著慈

不斷擴大的姊妹圈子

助會，慈助會就是妳的母親。』
「母親知道，如果我生病了，姊妹

公開談起他在捷克斯洛

們會來照顧我；在我生產時，她們會來

伐克與慈助會姊妹往來

幫忙。但是我母親最大的願望是，慈助

的經驗，是在1980年的

會的姊妹們能夠成為有力的靈性領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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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道•潘會長首次

培道•潘

總會慈助會大會上發表

演說的時候。他說：「當時我領悟到

透過表達仁愛來鞏固姊妹情誼

22

多馬•孟蓀會長在對慈助會姊妹

1998年，他再度分享此項經驗，這次

的一場演說中，針對仁愛的行為表現

是在向教會全體成員演講的總會大會

如何鞏固慈助會姊妹情誼一事，分享

上。他表示：「如今慈助會不只是一

了一些見解：

一個很大的姊妹圈子的景象。」

個圈子，更像是一塊鋪在各大洲上的
蕾絲布料。」 23

「我認為仁愛──或是『基督純正
的愛』──與批評和論斷是相反的。談

慈助會姊妹都隸屬於這個蒙神啟發

到仁愛，此時我心中想到的，並不是把

的組織，這組織是先知約瑟•斯密在聖

我們的物資送去救助受苦的人；當然，

職權柄下成立的。當婦女參與慈助會，

這樣做絕對是必要且適當的。然而，今

奉獻一己之力，就能繼續提供庇護和姊

晚我心中想到的，是以對人寬大為懷，

妹情誼，並發揮強大的良善影響力。潘

寬容他們的行為來表現的仁愛；是那種

會長應許在這項偉業中服務的姊妹們，
會得到許多偉大的祝福：
「妳們的每一項需要，將會在今生
和永恆裡得到滿足，妳們曾受到的忽視
和錯待都會被糾正過來。當妳們投入獻
身於慈助會，所有這些都會臨到妳們身
上，而且會很快來到。
「在慈助會中服務能提升和聖化每
一位姊妹。妳們應該永遠保有慈助會成
員的身分。當妳們投入獻身於慈助會，
組織它、經營它、參與它，妳們就是在
支持這項偉業，讓每一位進入這偉業影
響範圍的婦女都能蒙福。」 24

「真正的仁愛是付諸行動的愛。到處都需要仁愛。」
（多馬•孟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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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的仁愛；是那種有耐心的仁愛。
「我心中想到的仁愛，會敦促我們
有同情心、憐憫心、慈悲為懷，不只表

「我們所需要的那種仁愛，是不會
樂於聆聽或講述別人的不幸遭遇，除非
那些不幸的人能因而受益。……

現在人們患病、受苦和憂傷的時刻，也
表現在他人軟弱或犯錯的時候。

「仁愛是對那些令我們失望的人有
耐心；是克制容易覺得受冒犯的衝動。

「這世界極需要仁愛，去關心被忽

仁愛是接受人的軟弱與缺點；是接受別

視的人，為灰心氣餒的人帶來希望，援

人真實的本性。仁愛是能超越外貌、看

助受苦的人。真正的仁愛是付諸行動的

到那些不會因時間而黯淡的品格；是克

愛。到處都需要仁愛。

制將人分門別類的衝動。

這項「來，跟我們坐在一起」的邀請，讓人感受到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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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群單身支會的年輕姊妹長

項歷久不衰的座右銘，這項永恆真理，

途跋涉幾百英里，去參加她們慈助會

能在各位所行的一切事上指引妳們。願

一位姊妹的母親的喪禮時，就是在彰

仁愛充滿妳們的靈魂，並在妳們的一切

顯仁愛，那種基督純正的愛。當盡責

思想和行為中彰顯出來。」 25

的探訪教師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回去拜
訪某位冷淡、甚至有點愛批評人的姊妹
時，就是在彰顯仁愛。當我們記得年長
的寡婦，並帶她參加支會聚會和慈助會
活動時，就是在彰顯仁愛。當有人邀請
獨自坐在慈助會裡的姊妹：『來，跟我
們坐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讓人感受到
仁愛。」
「妳們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千百種
微小的方式來表達仁愛。每個人的人
生都不完美。願我們對一同走在這趟人
生旅程的人，都懷有基督純正的愛，而
不要彼此論斷、批評。願我們都明白，
每個人都在盡其所能應付自己眼前的種
種挑戰，也願我們都會竭盡所能去提供
幫助。
「仁愛被定義為『最崇高，最尊
貴，最強烈的愛』，是『基督純正的
愛……；凡在末日被斷定有仁愛的，
〔她〕的景況一定很好』。
「『愛是永不止息。』願慈助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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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清潔……的虔誠」
透過探訪教導
看顧和施助
我們周遭都有需要我們關懷、鼓勵、
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
……，我們就是主在這世上的手，
有責任為祂的兒女服務、提升他們；
主有賴我們每一個人來達成這些事。
多馬•孟蓀

第7章

「清潔……
的虔誠」
透過探訪教導看顧和施助
耶穌基督在世時，以身作則向我
們顯明應過的生活。伊莉莎•舒姊妹

去關愛、認識、服務、了解、教導和
施助。」 4

寫道：「祂為我們標明道路，並一路
帶領著我們。」 1 祂向我們顯明該如何

探訪教導的緣起：
施助──如何彼此看顧和鞏固。祂以一 收集捐獻和安排服務
個一個地方式，施助個人。祂教導，我

1843年，由於伊利諾州納府的人

們應當撇下九十九隻羊，去救那隻迷途

口增加，該城市的後期聖徒劃分成四

的羊。 2 祂個別地醫治和教導人們，
甚至花時間和2,500位群眾的每個人相
處，讓他們每個人都能親自見證祂的
神性。 3
救主在傳道期間召喚祂的門徒與
祂一起工作，讓他們有機會為人服
務、變得更像祂。在慈助會，每位姊
妹都有機會透過探訪教導，一個一個
地看顧和鞏固姊妹們。第十五任總會
慈助會會長茱麗•貝克姊妹說：「由
於我們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與教導，
因此我們重視這項神聖召喚，代表祂

救主以身作則，教導我們如何彼此看顧和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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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支會。在那年7月28日舉行的一項

報告所觀察到的情形，然後由領袖安排

會議中，慈助會領袖在每個支會指派

協助事宜。

了四位姊妹組成探訪委員會。探訪委

第六任總會會長約瑟F.•斯密會長

員會最顯著的責任就是評估需求和收

曾談到，他看到慈助會姊妹為某個家庭

集捐獻。

付出了基督般無私的愛：

捐獻包含了金錢、食物和衣物，

「不久以前我很榮幸能到一個偏

而探訪委員會每週將她們收集到的捐

遠地區，探訪一個錫安支聯會的村落。

獻交給慈助會的財務人員，慈助會運

當時整個地區都普遍受到疾病的侵襲。

用這些捐獻來援助和救助貧困者。

我們旅行了許多天，才在傍晚抵達那屯

有位姊妹在履行這項責任時，表達

墾區，隨即應邀與會長一同走訪一些病

自己的信念說：「我們的救恩取決於我

人。我們發現有位貧困的姊妹趴在床

們對窮人是否慷慨。」另一位姊妹亦有

上，病情十分危急。她可憐的丈夫坐

同感，說：「主一再地證實此事，祂對

在病床邊，因妻子重病而憂慮不已，

於我們的仁愛舉動感到喜悅。」 5

幾個嗷嗷待哺的小孩也聚在一旁。一

這個作法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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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看起來十分困苦。

期。通常，受指派去探訪的姊妹們會

「不久，一位和善慈祥的中年婦

提著籃子，收取火柴、米、小蘇打和

人進到屋裡，帶了一籃營養的食物和

瓶裝水果等物品。所得的捐獻大多用於

佳餚給這困苦的家庭。詢問之下，我們

協助供應當地的需求，但有些則用來供

得知她是奉支會慈助會的指派，在當晚

應遠在千里之外人們的需求。例如，第

來看顧及幫助這位患病的婦人。她作好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慈助會姊妹將

一切準備來照料小孩，幫他們洗澡、餵

500,000件衣服收集、分類、修補和打

食、哄他們睡覺，並打掃房子，盡可能

包，運往歐洲。

地使那生病的婦人及其丈夫感到舒適。

除了收集捐獻，探訪委員會也會評

我們亦得知，隔天會有另一位好姊妹奉

估探訪家庭的需求。她們向慈助會領袖

派來接手。就這樣，這個貧困的家庭每

「我們要用愛心彼此
相待，堅強的要
慈愛地照顧軟弱的，
使之茁壯；看得見的
要帶領看不見的，
直到他們能自己
看見那道路。」

百翰•楊
參閱 總會會長的教訓：
百翰•楊 （1997），

第220頁。

探訪委員會收集捐獻來協助供應當地的需求。

天都從慈助會的姊妹那裡得到最親切的照護，
直到病人恢復健康、解除病痛為止。
「我們亦得知，這個慈助會的組織如此
完善，姊妹們如此訓練有素，因此屯墾區中
每一個患病的人都能得到類似的照護、安慰
與救助。我以前從未目睹過此一偉大組織把
它的功用與優點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我心
想，主啟示先知約瑟•斯密在教會中設立這
樣一個組織是何等地慈悲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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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教導是靈性上的施助

慈助會會長，她與她支會裡的姊妹們分

儘管探訪教師總是照顧個人與家

享了類似的忠告：「探訪教師有責任每

庭的屬世需要，但是她們還有一項更崇

月探訪一次〔指派給她

高的目的。第二任總會慈助會會長伊莉

們的〕姊妹們，詢問這

莎•舒姊妹教導：「我認為探訪教師是

些成員的生活是否順利、

一項崇高神聖的職位，我希望姊妹們不

快樂。她們有責任講述

要認為這項職務只是在為窮困者向人乞

莎拉•甘

討。妳們應充滿神的靈，懷著智慧、謙

語。」 9 慈助會領袖強調，探訪教師

卑和愛心的態度，那麼即使她們沒有東

「不僅要收集物資，更要教導和講解福

西可以捐贈，也不怕妳們的到訪。」

音原則。」 10 1916年，教會正式要求探

智慧、安慰與平安的話

舒姊妹希望姊妹們在受到探訪之

訪教師，不僅要提供屬世的服務，也要

後，會「察覺到她們家裡有所不同。」7

每月討論一項福音主題。從1923年起，

她勸告探訪教師在探訪家庭之前要先

總會慈助會會長團開始每個月提供統一

在靈性上作好準備，使她們能查明和

的信息，由探訪教師來傳達。

滿足那些家庭在屬世和屬靈上的需要，

「探訪教導的再生」──
靈，以便在進屋時，能知道屋裡的氣 「為婦女帶來美好經驗」
她說：「探訪教師……應當充滿主的
氛。……要在神和聖靈之前懇求，好

1944年，教會福利計畫（見第5

使自己能獲得〔聖靈〕，使妳能準備好

章）實施八年後，第八任總會慈助會會

面對那個家庭的氣氛。……有時候妳會

長艾美•列曼姊妹開始質疑，一直以來

想要說出平安與安慰的話語，如果妳發

由探訪教師負責收集捐獻的傳統作法，

現有姊妹的感覺冷淡，就要真心地關心

是否該延續下去。在研究該議題後，她

她，像妳讓孩子靠在胸前那樣，使她感

和她的諮理向總主教團建議，「收集款

到溫暖。」 8

項的事……應當由總會持有權柄人員決

莎拉•甘在1860年代後期擔任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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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不是慈助會。」

總主教黎格蘭•理查將此項建議
呈報給總會會長團。他後來報告說，
總會會長團和總主教團都覺得「慈助
會停止由探訪教師收集慈善款項是明
智之舉。」 11
貝拉•施百福姊妹當時是列曼姊妹
的第二諮理，她針對這項探訪教導上的
變動，分享了親身的經驗：
「總會弟兄們說：『慈助會的探訪
教師不必再收集慈善款項了，妳們要成
為一個服務的組織，而不是一個慈善救

探訪教師一直努力幫助探訪對象滿足屬靈和屬世
上的需求。

濟的募款組織。』
「……我仍清楚記得，有一天我跟

是去提升那個家庭的靈性。對於有此需

慈助會會長團成員、祕書和兩三位理事

要的婦女，這將是美好的經驗。……我

會成員坐下來開會，其中一位姊妹說：

一點也不認為探訪教導會就此終結。』

『這等於是敲響探訪教導的喪鐘。如果

「事實也證明並非如此。從那時起，

她們不能去為窮人募款，還有誰會願意

這項計畫不斷蓬勃發展，之前沒做過探

挨家挨戶地去拜訪呢?』……我發表看

訪教導的婦女也要求去做探訪教導。」12

法，說道：『我不相信這是探訪教導的

施百福姊妹後來成為第九任總會慈

喪鐘，我相信這是探訪教導的再生；我

助會會長。她看到無數例子，顯示探訪

相信許許多多曾經拒絕擔任探訪教師的

教導能將美好的事物帶進慈助會所有姊

姊妹，現在會很樂意當個親善的訪客，

妹的生活中。她見證：

觀察那戶人家的情形，了解他們有哪些

「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事都是由我們

需求，而不是在作社會福利調查。她們

的探訪教師和慈助會會長完成的，因為

不會覺得像是在要錢，她們會知道她們

她們秉持著這項召喚的精神去行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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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殊榮、職責和承諾：
基於人類天性，她們了解其他婦女，也 分享全世界探訪教導的願景
們是慈助會的代表。……她們是母親，
能體會她們的憂愁。因此我們絕不可有

總會會長團的諮理亨利•艾寧會長

狹隘的觀念，認為社會福利只是為饑餓

見證，探訪教導是主計畫中的一環，要

或貧窮的人所設的。救主不也曾告訴

為世界各地的人提供協助：

我們要記住那些在靈性上貧窮的人嗎?

「在這個形形色色的世界中，唯一

有錢人不是也和窮人一樣會生病嗎? 他

能在這麼龐大的教會裡提供支持與安慰

們不是也很難找到能看顧他們的人嗎?

的體系，只有透過住在貧困者周遭的僕

……而這正是慈助會應當做的事。我可

人才能實現。主從慈助會的一開始就已

以告訴各位數不清的真實故事，探訪教

經預見了這點。

師們因履行召喚，而幫助接受探訪的家
庭分勞解憂。」 13

「祂設立了一個模式。兩位慈助會
的姊妹蒙受主的召喚，接受指派去探訪
另一位姊妹。這項做法從一開始就是對
的。……
「慈助會的成員向來受到當地持有
聖職的牧人之信任。每位主教和分會會
長都有一位慈助會會長可以倚靠。慈助
會會長則有探訪教導教師去了解每一位
姊妹的考驗與需求。她可透過這些教師
去了解每個人和每個家庭的內心世界。
她可以提供所需，協助主教履行其召
喚，去滋養個人和家庭。」 14
如艾寧會長所言，探訪教導非常適
用於教會在全球不斷成長的現況。透過

中非的探訪教師去探訪其他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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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看顧的體系，每位後期聖徒婦女都

妹們如何互相探訪，去了解姊妹們的需
要。因此她們說：『我們要教導關於探
訪教導。』……
「她們決定從聖保羅的一個小分會
開始做起，那個分會位於該城市的工業
地區，當地的居民大多非常貧窮。慈助
會會長團事先通知那個分會的幾位姊妹
說：『請在某個晚上的某個時間，到我
們租的那棟房子來和我們開會。』」
班加特姊妹和一位諮理「開車穿
潔若婷•班加特姊妹，左下，與巴西的姊妹。這
幾位姊妹共同協助在自己的國家成立慈助會

越這個擁有一千兩百萬人口的城市，
來到這分會，……有七位謙卑的婦女

有機會成為主手中的工具。

到場。」

慈助會的姊妹一直勤奮地在世界各

會議一開始，姊妹們先唱詩歌和祈

地進行探訪教導的工作。例如，教會在

禱，之後班加特姊妹的一位諮理站起來

巴西成立初期，大多數分會都沒有慈助

教導關於探訪教導的事。「她拿著一張

會，也不知道該如何成立慈助會。由於

小紙條，身體顫抖得很厲害，連紙條都

當地領袖對慈助會所知甚少，當時的傳

在搖晃。她站起來唸出她的信息，前後

道部會長威廉•班加特就召喚妻子潔若

花了五分鐘。

婷•班加特擔任傳道部的慈助會會長。

「她在唸完後坐下，所有的人都轉

她對這國家不熟悉，語言也不流利，而

身看著〔班加特姊妹〕，她說：『我不

且才剛生下第七個孩子。儘管如此，她

會說葡萄牙語。』但是她們希望她教導

開始與她的諮理和祕書一起工作。這些

她們，房間裡沒有人會說英語，她站起

姊妹們由傳教士姊妹協助口譯，決定

身來，把她所懂的葡萄牙語都說出來，

「她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導姊

就是以下這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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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神活著。』

「神確實很關心我們、眷顧我們，但祂

「『我知道耶穌是基督。』

往往是藉著其他人來滿足我們的需要。

「『我知道這是真實的教會。』

所以，在祂的國度中，我們必須為彼此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服務。」 17 第十六任總會會長多馬•孟

「這就是那個小分會召開的第一次

蓀會長說：「我們周遭都有需要我們關

慈助會會議──由一位不曾有過探訪教

懷、鼓勵、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

師，不曾看過探訪教師，並且不曾擔任

人，……，我們就是主在這世上的手，

過探訪教師的姊妹，以探訪教導為主題

有責任為祂的兒女服務、提升他們；主

作了五分鐘演講，〔之後〕以一段對福

有賴我們每一個人來達成這些事。」 18

音的見證作為結束。」

今日的探訪教導：
她們一樣的人開始，慈助會如今已經在 繼續努力效法耶穌基督
「……從當初那一小群人和其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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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這個國家茁壯成為一個美好、生氣

只要後期聖徒婦女遵守所立的聖約

勃勃且信心十足的婦女團體。這些姊妹

來效法耶穌基督，探訪教導的故事就會

都是才華洋溢、受過教育、聰穎傑出的

不斷在各地姊妹的生活中流傳。總會會

領袖。若非耶穌基督的福音及她們的信

長團第二諮理迪特•鄔希鐸會長說：「

心，她們無法達成如此的成就。」 15

諸位美好的姊妹們為人提供愛心服務，

探訪教導已成為一項有力的工具，

並不是想要獲得個人的好處。妳們在這

讓世界各地的後期聖徒婦女藉此關愛、

件事上效法了救主，祂雖是君王，卻不

教導和服務他人──如約瑟•斯密教導

追求身份地位，也不在意別人是否注意

的，「按照心中的同情心來行事……，

到祂。祂無意與人競爭。祂的心思總是

神將這種同情心放進妳們的胸懷。」。16

想著去幫助別人。祂教導、醫治人們，

盡心盡力的探訪教師響應後期時

和他們談話並且聽他們說話。祂知道真

代先知的號召，提供基督般的服務。

正的偉大與外在的榮華富貴或地位並沒有

第十二任總會會長賓塞•甘會長教導：

什麼關係。祂教導並且奉行這項教義：『

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19
這些年來，姊妹們已學到，探訪教導有賴
於承諾、奉獻和犧牲。她們已學到，她們需要
聖靈來指引她們的探訪工作；她們也看到，透
過教導真理和作見證，懷著愛心提供屬世的協

「誰能想像和了解她們
數不清的愛心善舉?
她們在空蕩的餐桌上
提供食物，

助，樂意與姊妹同哀、安慰她們、為她們分擔

在患病悲觀時刻

重擔，能帶來莫大的力量。

滋養信心，包紮傷口，

承諾、奉獻和犧牲
甘會長強調，探訪教師需要有完全的承諾

以慈愛的雙手、
私下言語的慰藉

和投入。他說：「妳們的責任在許多方面與家

來減輕痛苦，並且

庭教導教師很類似，簡而言之，就是要『一直

在遭逢死亡變故

看顧教會成員』──不是每個月二十分鐘，而

及隨之而來的寂寞

是要一直這樣做──『和他們在一起，並堅固他
們』──不是只敲敲門，而是與他們在一起，振

時刻中，給予安慰。」

戈登•興格萊
E nsign, Mar. 1992, 4

慈助會姊妹從事愛心服務時，就是在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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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被召喚為探訪教師的時
候，受指派探訪一位從未參加聚會的姊
妹。……我每個月一定去敲她的門。她
會打開裡面的門，但是讓外面的紗門關
著。……她什麼話都不說，只是站在那
裡。我會用快樂的表情說：『嗨，我是
凱西，妳的探訪教師。』由於她什麼話
都不說，我會說：『我們今天的課程是
關於……』，然後試著簡單扼要地說一些
振奮人心和親切友善的事情。我說完時，
她會說：『謝謝妳』，然後把門關上。
探訪教師和服務對象能夠彼此鞏固、互相扶持。

「我不喜歡去那裡，……但我還是
去了，因為我想要服從。就這樣過了七

奮他們、鞏固他們、啟迪他們，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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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月後，我接到主教打來的電話。

有力量──『確使教會裡沒有罪惡，沒

「『凱西，』他說，『你探訪教導

有冷酷……，沒有背後中傷，也沒有邪

的那位年輕婦女剛生了一個孩子，那嬰

惡的言談』」20 甘會長從妻子嘉美娜身

兒只活了幾天就死了。她和她的丈夫要

上看到這樣的獻身投入，甘姊妹談到自

在墓地旁舉行下葬儀式。她要我問妳願

己如何努力當個探訪教師：「我盡量不

不願意陪她一起去，她說妳是她唯一的朋

去壓抑任何說好話、做好事的念頭。」21

友。』我去到公墓。在場的只有那位年輕

探訪教導是一項持續進行的指派工

婦女、她的丈夫、主教和我，沒有別人。

作，永遠沒有真正完成的時候。探訪教

「我每個月只見她一次，而且每次

師經常需要付出犧牲及不畏挫折，尤其

都是短短幾分鐘。隔著紗門，我甚至看

在工作看似毫無進展的時候更是如此。

不出她懷有身孕，但我那笨拙卻充滿希

凱西•韓福瑞的故事便是一例：

望的探訪卻造福了我們兩個人。」 22

探訪
教師可以問的問題

用電話互相連絡，所以我作了祈禱，我

下列各項問題能讓探訪教師有機會給
予安慰、分享相關的福音教導及提供
有意義的服務。

院去。我到達醫院時，她才剛分娩，所

妳有什麼讓妳擔心、憂慮的事嗎?
妳對福音或教會有哪些疑問?
妳願意讓我們幫忙妳做

?

提出這類問題時，探訪教師應該提出
能提供具體協助的方法，例如臨時托
兒、協助做家事，或幫忙跑腿辦事等
等。說「如果有任何需要，請打電話
給我們。」，這種做法比較沒有幫助。

獲知該在什麼時候帶著這些嬰兒服到醫
以我能及時把慈助會姊妹們送的衣服交
給她。」 23
由於每位姊妹的處境都不同，探訪
教師需要來自聖靈的特別指引，以便知
道用什麼方法最能幫助每個探訪對象。
奈及利亞的佛蘿倫斯•區克鄔拉就曾獲
得這樣的指引。她「受指派去探訪教導
一位在婚姻和家庭上遇到困難的姊妹，
因此必須約在市場見面作探訪。區克鄔

尋求聖靈的指引

拉姊妹在聆聽和觀察這位姊妹所遭遇的

忠信的探訪教師不斷地尋求及蒙得

挑戰後，她請自己的丈夫給她一個聖職

靈性上的指引。一位巴西慈助會姊妹談

祝福，使她能知道如何幫助這位苦惱的

到有一次她獲得主的幫助：

姊妹。接受過祝福後，她覺得應該與這

「我無法用電話與姊妹們聯絡，因

位姊妹討論什一奉獻的重要。『她含著

為我們都沒有電話。所以我會跪下來祈

眼淚告訴我，她並沒有繳付什一奉獻，

禱，想知道那星期我需要探訪誰，而我

因為她賺的錢不敷使用。』區克鄔拉姊

每次都能如願以償。〔之後〕，支會裡

妹回憶道。『我建議她和我一起討論瑪

有位年輕姊妹，沒有衣服給即將出生的

拉基書3：10，並且要她到我家去，好

嬰兒穿。我不知道她的預產期，不過我

能放鬆心情、單獨和我討論，她同意

知道她快生了。我召集了幾位姊妹，我

了。經過討論後，我鼓勵她運用信心繳

們一起為她的嬰兒製作衣服，我們可不

付什一奉獻，並且至少要持續六個月，

希望她用報紙包著嬰兒回家。我們不能

我也藉著聖靈向她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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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見面過了幾個月後，這

「依我所見，這項探訪教導計畫不

位姊妹的情況有了大幅改善。她的女兒

能用強迫的方式。這是一件用愛心和鼓

得到了獎學金，得以完成高中教育，她

勵去做的工作；愛心可以讓這麼多人歸

的丈夫也在主教的協助下變得活躍，接

信、讓這麼多人受到鼓舞，實在令人驚

受了召喚。他們夫妻兩人也一起努力改

奇。就如主在許多啟示中說的，我們是要

善財務情況和兩人之間的關係。他們後

『警告、講解、勸勉、教導，並邀請……

來也成了啟發別人的好榜樣。」 24

歸向基督。』（教約20：59）。……
「不要以能夠登門拜訪和結交朋友

教導真理和作見證

感到滿足，這些當然也是必要的。……

甘會長曾教導，探訪教師分享福

友誼當然很重要；如果能結交朋友，同

音和作見證時，能夠幫助姊妹們跟隨

時又能教導人們認識生命與救恩的永恆

救主：

原則，豈不是更好?

「兩位姊妹能結伴去探訪一個家
庭，這是何等光榮的機會。……

「妳們的見證是最好的媒介。……
妳們不必總是用非常正式的態度來作見
證；作見證有許多種方式。……
「……探訪教師……在展現活力、
分享願景、徹底履行職責和分享見證方
面，都必須表現卓越。」 25
有位年輕母親向幫助她回歸福音生
活的探訪教師表達感謝：
「我到現在都一直很感謝我的探訪
教師，因為她們愛我、不論斷我。她們
的確讓我覺得我很重要，也讓我知道自

探訪教師分享真理和作見證，就能幫助他人跟從
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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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教會中有一席之地。
「她們來我家，我們會坐下來聊

天。……她們每個月帶一項信息給我。
「她們每個月都來拜訪，讓我覺
得有人重視我，讓我覺得她們真的關
心我、愛我、看重我的價值。
「由於她們的拜訪及探視，最後我
決定我該重回教會了。我想我之前只是
不知道該怎麼回去，而經由她們的造訪
和主動關心，讓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必須了解，不論我們現在是
什麼樣子，神都愛我們，而我的探訪教
師幫助我了解確實是如此。
「如今我和我的丈夫已在聖殿印
證了。」 26

探訪教師若祈禱尋求幫助，就能獲得聖靈的指引。

探訪教導是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帶進
姊妹們及其家人生活中的一個方式。第

靈性的破衣──在度日。她們有權利穿

十三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瑪麗•史穆姊妹

上錦袍──靈性的錦袍。……能進入姊

說：「我想請求姊妹們不要擔心是否該

妹們的家中，將她們身上的破衣換成錦

打一通電話，每季每月是否該作一次探

袍，〔這〕是妳們的特權。……

訪，以及這麼做是否行得通，而是要專

「……妳們是去拯救靈魂。誰能夠

注在滋養柔弱的靈魂。我們的責任是要

說，今日教會中某些活躍成員之所以活

確使福音的火焰繼續熊熊燃燒。我們有

躍，不是因為妳們曾去探訪她們，給了

責任去尋找迷失的羊，幫助他們感受救

她們新的展望與願景呢? 妳們拉開了簾

主的愛。」 27

幕，開拓了她們的視野。……

甘會長教導：
「現在有許多姊妹是穿著破衣──

「瞧，妳們不僅是拯救了這些姊妹，
甚至也拯救了她們的丈夫與家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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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愛心給予屬世上的協助

這些忠誠的探訪教師說，透過這些小小

探訪教師提供屬世上的服務和看

的仁愛舉動，妳們是在效法救主；當妳

顧，都是基於仁愛。有時姊妹及其家人

們幫助、關懷、提升、安慰、傾聽、鼓

在物質生活上需要幫助，卻很難或無法

舞、滋養、教導和鞏固妳們所看顧的姊

獨力解決，而這種情形可能發生在嬰兒

妹時，妳們就是主手中的工具。我要簡

出生、家人生病或死亡的時候。和納府

單舉〔兩個〕這類施助的例子。

時期及西遷至鹽湖谷旅途中的早期慈助

「羅莎因為罹患糖尿病和其他疾

會姊妹一樣，現代的探訪教師往往是最

病而身體日漸衰弱。她在幾年前加入教

先伸出援手的人。總會慈助會會會長團

會。她是個單親媽媽，有個青少年階段

諮理絲薇雅•歐瑞姊妹說：

的兒子。她常常一次要住院好幾天。她

「我目睹世界各地的探訪教師日復

親切的探訪教師不僅帶她去醫院，也到

一日地，從事數不清的仁愛舉動，無私

醫院探訪她、安慰她，同時到家中和學

地施助個別的姊妹及她們家庭，滿足他

校去看顧她的兒子。她的探訪教師像家

們的需要，實在令我感到驚奇。我要對

人親友般地為她服務。

瑪麗•史穆
第十三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們需要彼此。我們需要探訪教師，這些探訪教
師能在努力付出關心時，真誠地關懷對方，並明白
此項召喚的重要性。」

Ensign, Feb. 200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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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給饑餓者
食物吃，給無衣蔽體的
人衣服穿，照料寡婦，
拭去孤兒的淚水，
安慰傷痛者，不論是在
這個教會、其他教會，
或不信任何宗教的團體
中，只要看到這樣的人
都要這樣做。」
全心投入的探訪教師實踐了「清潔……的虔誠」（聖經雅各
書1：27）。

「凱西經過頭幾回的拜訪後，發現她探
訪的這位特別姊妹並不識字，但是很想學習。

約瑟•斯密
總會會長的教訓：約瑟•
斯密 （2007），第426頁

凱西於是主動表示願意幫助她，即使她知道這
需要花時間，有耐心，並且要持之以恆。」 29

與哀者同哀，給予安慰，分擔他人的重擔
第十二任總會慈助會會長依蓮•傑克姊
妹教導：「在探訪教導時，我們互相關懷。雙
手往往能表達言語無法傳達的意思。溫暖的擁
抱，勝過千言萬語。共同歡笑能使人團結在一
起。彼此分享的時刻，能使靈魂重獲力量；我
們未必能讓愁苦的姊妹減輕負擔，但是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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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教導使探訪教師蒙受祝福
當姊妹們擔任探訪教師去為人服
務時，她們本身也得到祝福。第十一
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芭芭拉•烏因達姊妹
教導：「每位姊妹都有探訪教師，是很
重要的事──這可以讓她感到有人需要
她、愛她和關心她。但同樣重要的是，
這能讓探訪教師的愛心增長。指派教
會中的婦女擔任探訪教師，是讓她們
有機會培養基督純正的愛，這會成為
透過探訪教導，慈助會姊妹知道有朋友關心她們。

她們生命裡最大的祝福。」 33
有位姊妹談到她為姊妹們服務時，

以扶持她，讓她能承受重擔。」 30
有位姊妹的丈夫剛去世不久，她

「丈夫和我結婚後不久就移居紐

很感謝與她同哀、安慰她的探訪教師。

澤西州。丈夫當時就讀醫學院一年級，

她寫道：「我非常需要能找到一個能聽

很少在晚上十一點半之前回家。……搬

我傾訴的人。……她們聽我傾訴、安

到那裡後，我一時之間還沒交到什麼新

慰我。她們和我一起流淚，她們擁抱

朋友，日子非常寂寞難熬。

我。……〔而且〕在我孤單無依的前

「我新支會的主教請我負責一項為

幾個月裡，她們幫助我走出深切的絕

支會西班牙語成員成立的計畫，這包括

望與消沉。」 31

在聖餐聚會中擔任口譯、教導福音教義

另一位姊妹在探訪教師對她付出真

班以及督導慈助會。除了那些以西班牙

誠的仁愛後，總結她內心的感受說道：

語為母語的人以外，我是支會中唯一會

「我知道我並非僅是她探訪紀錄簿上的

說流利西班牙語的姊妹。

一個數字而已，我知道她關心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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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注在她身上的祝福：

「除了這些責任之外，慈助會會

長又給了我一份有12位姊妹的探訪名

一再感謝我的到訪。

單，她們都住在市區另一邊的西班牙語

「在我離開之前，她把五個孩子都

區。我得承認，我那時對這項新的指派

叫過來，用西班牙語唱『我是神的孩

工作並不熱衷。其他召喚已經讓我很忙

子』。她擁抱我，緊緊握住我的手。……

了，我擔心自己不知道該怎麼去關心她

「第一次外出探訪幾位姊妹的情

們。……不過我還是約了幾位姊妹作探

形，都比我預期的更好。接下來幾個月

訪教導。沒多久，我就坐在杜梅玆姊妹

裡，姊妹們都和善親切地歡迎我到她們

家的客廳了。

家，於是我開始期待能去探訪。當我與

「『妳是我的探訪教師?』杜梅玆

這些美好的姊妹們更熟識，我聽到她們

姊妹走進客廳時問道。『歡迎光臨，已

所遭遇的種種不幸和逆境，都是我先前

經兩年沒有探訪教師來看我了。』她專

沒想過的；這些姊妹和她們的家庭大多

心聆聽我的信息，我們聊了一會兒，她

經濟困難，我決定至少要幫助她們過得

透過探訪教導，慈助會姊妹們能從彼此服務中得到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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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些。於是我去探訪時，開始帶些燉

「但是在這些召喚服務幾個月後，

煮的食物去。我帶這些家庭出遊，也開

我開始為自己的能力有限，無法讓這些

車帶她們去看醫生和上街購物。

朋友的生活過得更安全舒適感到挫折。

「我在為人服務時，很快就將自

……

己的寂寞心情拋諸腦後。這些我起初

「有天晚上我感到特別沮喪，於

覺得和我差異甚大的姊妹，不久就成

是我跪下祈禱，祈求主指示我該走的方

了我的知心好友。這幾位朋友忠誠、

向。我感覺到主希望我幫助這些姊妹變

堅定，連我為她們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

得更自立，能彼此服務。老實說，我很

小事都會表示感謝。她們也會事先想到

懷疑這些生活負擔如此沉重的人，怎麼

我的需求：我經常會收到她們貼心的電

會有力量去彼此鼓舞提升，但是我知道

話和禮物。有位姊妹為我鉤織了一條桌

我需要聽從這項提示。

上的桌墊，還有位姊妹寫了一首詩為我
慶生。」

「首先，我重新安排西班牙語慈
助會的探訪教導計畫，我一位忠信的朋
友莫瑞拉姊妹主動表示願意探訪其中六
位姊妹，我起初的反應是提出反對：『
這條路線，沒有車是應付不來的。用走
的，太遠了！』但我隨即記起祈禱後所
得到的那個感覺，也就是讓姊妹們彼此
服務。於是，我把六位姊妹都放進莫瑞
拉姊妹的探訪教導名單裡。
「莫瑞拉姊妹完成了路途遙遠的探
訪教導，回家後打電話給我，她充滿了
主的靈。……她的雙腳酸痛，但是主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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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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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了她的重擔，使她的心情愉快。
「莫瑞拉姊妹探訪幾次之後，便邀

請另一位姊妹加入她的探訪路線，跟她
一起用走的。……
「我一開始留心注意之後，就發

探訪
教師如何關愛、
看顧和鞏固姊妹
每天為她和她的家人祈禱。

現各種能幫助這些姊妹自助和助人的

尋求靈感，來認識她和她的家人。

方法。……

定期探訪以了解她的近況，並安慰和
鞏固她。

「就在我看到支會成員在靈性上大
知。……我一點都不想離開這些美好的

透過登門拜訪、打電話、寫信、寄電
子郵件、傳簡訊和簡單的善行，經常
與她聯繫。

朋友，我很希望能繼續和她們一起服務

在教會聚會時問候她。

──我們讓彼此都獲得許多收穫。不過

在她遭遇緊急事故、生病或有其他迫
切需要時，提供幫助。

幅成長時，我接到我們夫妻要搬家的通

至少我看得出，她們在生活中努力推動
福音偉業，她們彼此照顧。當初一開始

用經文和探訪教導信息來教導她福
音。

我是很勉強投入這項工作，後來卻得到

樹立好榜樣來啟發她。

滿滿的收穫。」 34

向慈助會領袖報告所作的服務，以及
姊妹們屬靈和屬世上的狀況。

第十五任總會會長朗卓•舒會長教
導慈助會姊妹要以身作則地彰顯純正的
信仰。他說：「使徒雅
各說：『在神……面

並且保守自己不受世俗的沾染。我可以

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

見證，世上再也找不到比慈助會的組織

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

裡更純潔、更敬畏神的婦女了。」 35

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

從在納府的早期歲月到今日，慈助

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慈助會的成員都

會中純潔、敬畏神的婦女，一直藉著愛

接受此項真理，並確實已在生活中以身

心、受靈啟發的探訪教導來彼此看顧和

作則地彰顯純正的信仰：她們施助遭受

鞏固。這種施助是以一個一個的方式、

苦難的人，對孤兒寡婦伸出愛的臂膀，

作心對心的分享與交流。

朗卓•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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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賜予眾人的
聖職祝福
與聖職緊密相連
這教會的婦女很堅強、很有才幹。
她們具領導、管理長才，
富有獨立精神，但更高興
自己是主國度中的一份子，
能與聖職弟兄一同攜手工作，
讓國度向前推進。
戈登•興格萊

第8章

賜予眾人的聖職祝福
與聖職緊密相連

經由先知約瑟•斯密，神的聖職

維特蘇長老的話：「男人並不比女人更

已圓滿復興到世上。聖職是神的永恆

具資格獲得來自聖職本身及因持有聖職

能力與權柄。神藉由聖職來祝福和救

而來的祝福。」 3

贖祂的兒女，使他們獲得超升，「促
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1
天父配稱的兒子被按立某些聖職

「充分領受聖職的
一切靈性祝福」

職位，接受特定的職責和責任。他們

許多後期聖徒婦女都見證她們在

獲得權柄，能奉祂的名看顧祂的兒

生活中所獲得的聖職祝福。第十二任

女，幫助他們接受教儀、訂立和遵從

總會慈助會會長依蓮•傑克姊妹以下

聖約。天父的兒子和女兒汲取聖職能

這番話，表達了慈助會其他姊妹的感

力所提供的各項祝福時，他們所獲得

受。她說：「聖職為教會所有成員的

的祝福是平等的。

生活帶來力量，我對此事有堅定的見

十二使徒定額組達林•鄔克司長

證，……教義和聖約告訴我們，麥基

老在一次總會大會的演講中教導：「有

洗德聖職『持有教會中一切屬靈祝福

時我們提到聖職持有人時，只會簡稱『

的權鑰』（教約107：18）。我知道聖

聖職』，不要忘記，聖職並不屬於持有

職是神在這地面上的權柄和力量，為

之人，也不是由持有人組成的。這是一

的是要祝福我們的生活，把我們的屬

項神聖的託付，要為男人、女人及小孩

世經驗與永恆連結起來。接受聖職祝

的福祉而使用。」 2 鄔克司長老那時引

福，就是接受神的力量與恩典。」傑

述同樣是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的約翰•

克姊妹繼續說道：
127

「對我來說，婦女們在聖職權柄之
下成立組織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支持

教儀裡，完整的聖職只能由一對男女共
同接受。」 5

聖職，也受聖職力量支持。教會的姊妹
們……請珍惜這大好機會，領受聖職所
有的靈性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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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儀、聖約與祝福

約瑟•斯密於1842年春季在伊利

「接受這些聖職祝福，可以讓每個

諾州納府成立慈助會時，當時的慈助會

人在永恆的進步中得到指引和祝福。教

成員已藉由一些聖職教儀和聖約而蒙得

儀、聖約、印證和聖靈的恩賜是超升的

祝福。她們已接受赦罪的洗禮，並獲得

必要條件，此外還有各種不同的個人聖

聖靈的恩賜，因此有權時時享有聖靈為

職祝福；聖職祝福能為我們指引方向，

伴，並且因而有能力經由個人啟示受到

提升我們的眼界、鼓舞我們、啟發我

指引。她們領受了聖餐，以記得耶穌基

們，激勵我們全心投入。我們都可以

督和她們所立的聖約，她們也獲得許多

成為這些靈性祝福的領受者。」 4

屬靈的恩賜。有些人接受了教長祝福，

曾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團諮理的

得知她們個人的恩賜和潛能，以及她們

雪麗•杜姊妹呼應了這些教導：「姊

在以色列家族的成員身分。主也根據她

妹們，有些人設法讓妳們相信：由於

們的需要、信心以及祂的旨意，醫治、

妳們未被按立聖職，妳們吃虧了。這

安慰和教導了她們。

些人錯了，因為他們不了解耶穌基督

曾出席慈助會第一次聚會的伊利莎

的福音。聖職的祝福是每位正義的男

白•惠尼姊妹，在那之前十二年，也就

人和女人都能得到的。我們都可以接

是1830年，就已經認識

受聖靈、獲得個人啟示、並在聖殿中接

了復興的福音了。她後來

受恩道門，使我們從主的屋宇出去時『

說：「當我聽到長老們

配備』著力量。聖職的能力會醫治、保

宣講福音時，我知道那

護、並使每一位正義的人有能力對抗黑

伊利莎白•惠尼

暗勢力。最重要的是，在主的殿的最高

她「立刻接受了洗禮」，她的丈夫紐

就是好牧人的聲音。」

「當你們進入聖殿，
執行屬於主的殿裡的
相關教儀時，某些
祝福就會臨到你們。
你們會接受到神的
知識的權鑰。（見教約
84：19）。你們會學習
如何能變得像祂一樣，
神性的能力也向你們
顯示。（見教約
後期聖徒婦女若訂立和遵守聖約，主便會鞏固她們，使她們
能在祂的國度中服務。

84：20）」

奧•惠尼幾天後也受洗了。 6 她回想這個經

泰福•彭蓀

驗，談到她經由洗禮和證實的聖職教儀所獲得

參閱1986年4/5月，

的祝福：

聖徒之聲， 第6頁

「遵行這些原則帶給我力量，也讓我因此
學會過更有意義的生活，我多麼希望能與人分
享這份喜悅和力量；我多麼希望告訴他們，自
從我接受福音、學習奉行福音律法至今，福音一
直以來對我的意義。嶄新的聖靈啟示日復一日地
到來，以往看似黑暗、艱深、難以解釋和無法理
解的奧祕如今都已揭示。而我對神的大能、對
來自父神的無限真理，更有著絕對的信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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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恩賜

1842年4月28日，約瑟•斯密在納
府慈助會的一次聚會中演講，演講中有
一部分談到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12
～13章有關屬靈恩賜的教導。約瑟•斯
密強調，「諸如醫治病人、趕鬼等這些
神蹟，會在相信的人身上發生。」 8
由於後期聖徒婦女已獲得聖靈的恩
賜，她們能尋求「方言、預言、啟示、
異象、治病、譯方言的恩賜等等」 9 的
屬靈恩賜並獲得祝福。在整個教會歷
史中，後期聖徒婦女一直獲得屬靈的

娥曼達•斯密祈求神幫助照顧她的兒子。

恩賜，並且運用這些恩賜來造福自己
的家庭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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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有十七個大人和男孩遭殺害，十五

約瑟•斯密於1842年4月28日教

人受傷。娥曼達在這場攻擊發生時躲藏

導慈助會姊妹關於屬靈恩賜時，娥曼

起來，等她回到現場，發現丈夫華倫和

達•斯密也在場。她知道他的教導是

兒子薩迪斯已遇害。另一個兒子阿爾瑪

千真萬確的，因為早在四年前，她需

嚴重受傷，他的臀部被炮火炸掉。後來

要主幫忙救她兒子時，就已蒙福獲得

娥曼達談起了她獲得個人啟示讓兒子獲

啟示的恩賜。

得醫治的經過：

1838年10月底，娥曼達和丈夫華

「整個可怕的漫漫長夜，我陪伴著

倫、孩子和教會其他成員正在前往密蘇

死去和受傷的親人，唯有神能醫治和幫

里州遠西城的路途上。他們在一個磨坊

助我。

停下來，修理他們的篷車。他們在那裡

「我哭喊著：天父！我該怎麼辦?

時，一群暴徒攻擊在磨坊工作的後期聖

您看到了我那受傷的可憐兒子，也知

道我沒有經驗。哦，天父請指示我該
怎麼做！
「後來有個聲音對我說話、帶領
著我。」
娥曼達被引領著，用火燒過的灰製
成鹼水，也就是清潔液，來清洗傷口。

是個奇蹟。
「他再度能走路的那一天，我剛
好在屋外提水。聽到了孩子們在大聲尖
叫，我驚慌地跑回去，進屋時看到阿爾
瑪已經下床、手舞足蹈的，孩子們都驚
訝地大聲歡呼。」 10

接著，她受到指引，用滑潤的榆樹及布

透過這項啟示的屬靈恩賜，主教

料做成敷劑，將這敷劑填入傷口中。第

導斯密姊妹如何照顧兒子。她和伊利

二天，她找到一瓶香膏，把它倒在傷口

莎白•惠尼及其他無數人一樣，由於

上，以減輕阿爾瑪的痛苦。

忠信，獲得了「喜悅和力量」以及「

我說：「『阿爾瑪，我的孩子啊，

嶄新的聖靈啟示」。 11

……你相信主會治好你的傷嗎?』
「『我相信，媽媽。』
「『主會讓在你的臀部再長出來，
阿爾瑪，你相信祂能做到嗎?』

聖殿祝福

主成立慈助會的目的之一，是為
了讓祂的女兒們準備好接受聖殿教儀

「『媽媽，您認為主做得到嗎?』
孩子天真地問。
我回答他：「『是的，孩子，祂已
經讓我在異象中看見了。』
「然後我讓他舒服地趴著，對他
說：『現在你就這樣躺著不要動，主
會讓你長出新的臀部。』
「阿爾瑪就這樣趴了五個星期，直
到他完全康復——原先失去關節的地方
長出了靈活的軟骨。……醫生們都認為

伊利諾州納府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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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教儀工作人員在鹽湖聖殿台階上，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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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聖約，以獲得更偉大的聖職祝福。

座聖殿，我計畫在那殿中將高天的能力

早期納府的姊妹們懷著無比興奮的心

賦予我所揀選的人。」 13 祂應許會給忠

情期待聖殿竣工，因為她們知道，就

信的聖徒「加倍的祝福」， 14 祂宣告聖

像先知約瑟•斯密給梅西•湯普生的

殿將要「作為所有聖徒感恩的地方，作

應許，恩道門會帶領她們「出黑暗入

為所有被召喚擔任事工的人，接受與其

奇妙光明。」 12

一切召喚和職務有關的指示的地方；好

透過先知約瑟•斯密，主賜給俄

使他們在事工的了解上，在理論、原

亥俄州嘉德蘭的後期聖徒下列的啟示：

則、教義上，在神世上國度的一切事

「我已給你們一條誡命，你們應該建一

上，都能成為完全。」 15

主在納府再次命令聖徒建造聖殿，說祂將
在那裡復興「完整的聖職」並「顯示〔祂的〕
教儀。」 16
慈助會姊妹們幫助彼此準備好接受這些教
儀及相關的聖約。她們出力協助建造聖殿，在

「在這世上，聖殿是
我們唯一能獲得
聖職圓滿祝福的地方。
唯有在那裡，

慈助會聚會中向先知學習，並互相學習，以仁

我們才能透過神聖的

愛的心彼此服務，努力過更聖潔的生活。

教儀，接受必要的

聖殿即將竣工時，36位婦女蒙召喚擔任
聖殿教儀工作人員，伊利莎白•惠尼也是這第
一批教儀工作人員中的一位，她回憶道：「我
獻身投入，為這項任務付出時間和心力。我每
天在聖殿中工作，不曾中斷，直到聖殿關閉為
止。」 17
聖徒在納府聖殿中接受了更高聖職的教

事物，讓我們有資格在
高榮國度獲得超升。」

海樂•李
Stand Ye in Holy Places

(1974), 117

儀，這些教儀「顯示了神性的能力。」 18 由於
聖徒遵守了聖約，這能力後來鞏固和支持他們
度過了種種考驗。（見第3章）。
在今日的教會中，全世界忠信的弟兄姊妹
繼續在聖殿中服務，並從只能透過聖殿教儀而
獲得的祝福中找到力量。誠如第
十任總會會長約瑟•斐亭•斯密
會長所說的：「能在神國中獲得
超升、獲得王后和女祭司的權柄
約瑟•斐亭•斯密

和能力，實為本教會姊妹的特

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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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
服裝
約瑟•斯密請納府忠信的婦女製作神
聖的服裝，以便在聖殿教儀中使用。

而提供的。」 21 慈助會協助這項事工的
方法是，幫助婦女及其家人奉行福音，
使他們能獲得神所應許的聖職祝福。

有許多年，縫製聖殿服裝一直是慈助
會的責任。今日，姊妹們依然在聖殿

丈夫與妻子

服裝和聖殿加門的相關事務上居於要

十二使徒定額組達林•鄔克司長老

角。她們教導我們對這些服裝應有的

說：「男性及女性身分的最高表現，就

敬重和照料。她們也教導，穿著聖殿
加門時應保持端莊。關於如何穿著及

在男女之間所立的婚姻新永約中。只有

照料這些神聖服裝等問題，各支分會

這種關係可以達到超升。就像使徒保羅

慈助會會長可根據現行教會指導手冊

教導的：『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

來回答。以尊重的態度看待這些神聖

無男，男也不是無女。』」22 古代經文

的服裝，是對聖殿祝福表示虔敬的一

證實了此事，其中記載著亞伯拉罕與撒

種表現。

拉、以撒與利百加、雅各與拉結，都締
結了聖約婚姻。印證教儀讓丈夫和妻
子彼此結合，與他們的子女結合，也

家中的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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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上的父結合。鄔克司長老繼續說

慈助會幫助姊妹鞏固家庭及家

道：「因此，不論是聖職定額組……

人，藉此協助達成聖職的一項根本目

或慈助會……，其共同目標就是要讓

的。十二使徒定額組的羅素•納爾遜長

男人和女人在神聖婚約及家庭關係中合

老說：「聖職權柄的復興是為了使家庭

一，走向永生，那是『神一切恩賜中最

可以永遠地印證在一起。」 20 同為十二

大的。』」23

使徒定額組成員的李察•司考德長老曾

當一對夫妻有幸能成為父母，他

教導：「家庭和家人是過正義生活的基

們便共同承擔一項重責大任，要幫助

礎。聖職是一種能力，聖職權柄線則是

子女了解並接受聖職的教儀和聖約。 24

一種方法，這兩者都是主為了支持家庭

我們的第一對祖先亞當和夏娃在教導子

女時，在互相依賴及合一的關係方面樹

「她和亞當一起祈禱，他們一起稱

立了典範。十二使徒定額組的布司•麥

頌主的名、一起教導子女、一起接受啟

康基長老教導：

示；主也同時命令他們二人要永永遠遠

「不只是亞當一個人在做這一切的
事。……

奉耶穌基督的名崇拜及事奉祂。」 25
後期時代的先知及使徒們，一直

「夏娃也積極參與；她聆聽亞當所

不斷鼓勵丈夫和妻子在家中遵循這項

說的一切，她談到了『我們違誡』，

模式：「依照神的安排，父親應在愛

『我們被救贖的快樂』，他們將一起擁

與正義中主領家庭、負責提供生活所

有的『子孫』，以及他們兩人都無法單

需並保護家人。母親的主要責任是養

獨獲得的『永生』，因為永生始終是為

育兒女。父母有義務在這些神聖責任

成對的男女預備的。

中互相協助，是平等的夥伴，遇到殘

亞當和夏娃有合一的聖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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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死亡或其他情形時，可因個別情

在某些情況下，丈夫或妻子可能由

26

於配偶並未訂立聖約或已背離聖約，因

世界各地的後期聖徒以簡單而有力

此在履行這些責任時感到孤單。但是，

的方式遵從這項忠告；夫妻會將子女召

即使在這些情況下，忠信的家庭成員也

集在一起祈禱和閱讀經文。在許多家庭

不必感到孤單。經由他們所接受的聖職

裡，父母會安排一個特別的空間──可

教儀及所立的聖約，他們會受到祝福和

能只是個簡單的書架──讓大家放置經

鞏固。他們也可以請求親戚和其他後期

文和教會的其他資料。他們以言教和身

聖徒給予支援。

況調整。必要時親戚應伸出援手。」

教來教導福音；他們幫助子女準備好接
受聖殿的祝福、去傳教、建立自己的家

單身姊妹與聖職

庭，和繼續在教會中服務。就像亞當和

有許多後期聖徒並未結婚。有些人

夏娃一樣，他們共同分擔教導、祈禱、

成為單身，是因為喪偶、遭到遺棄或離

服務和崇拜主的責任。

婚。這些成員和教會其他成員一樣，只

芭芭拉•斯密
第十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聖職弟兄持續的忠告以及經由靈感蒙主召喚的慈助
會領袖，是教會婦女獲得指示的神聖來源。她們根據
這些指示來從事她們的事工，同時慈助會也提供完成
這些事工的方法。」

Ensign, Mar. 198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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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辛苦地養育我們。我被按立為執
事時，她說她很高興家裡有位聖職持有
人。但是母親繼續帶領家中的事務，包
括每天早上跪下祈禱時指定哪個人作禱
告。……
「父親過世後，母親便主領我們
的家庭。她沒有聖職職位，但是身為婚
姻中的在世家長，她便成為家中的主領
人員。在此同時，她總是完全敬重主教
和教會其他領袖的聖職權柄。她主領著
她的家庭，而他們主領教會。……
慈助會能支持姊妹們養育子女。

「養育我們長大的寡母清楚明白
家庭的永恆本質。她總是推崇先父的地

要忠於所立的聖約，並且竭盡所能地追

位。她讓父親一直活在我們的家中。她

求永恆家庭的理想，必會蒙受祝福。經

說到他們的聖殿婚姻會永遠持續下去。

由所接受的聖職教儀和所立的聖約，他

她經常提醒我們，父親要我們做什麼，

們能在生活和家庭中享有聖職的祝福、

好讓我們能得到救主的應許，成為永恆

力量和影響。

的家庭。」 27

達林•鄔克司長老談到了他母親的

另一位弟兄也談到了他母親主領家

忠信榜樣。她年輕時便守寡，由於她和

庭的情形：「就在我準備去傳教時，我

丈夫已在聖殿中印證，她並不認為自己

父親離棄了家庭，也離開了教會。在這

是單身；只不過她必須獨力撫養三個孩

樣的情況下，要離家去傳教兩年，對我

子。鄔克司長老回憶道：

而言實在很困難。但是，我還是去了。

「我父親在我七歲時過世，我是

遠在異鄉事奉主的這段期間，我得知母

家中三個年幼子女中的老大，母親守

親在家中所展現的力量。有些聖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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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她的父親和兄弟、家庭教導教師

斯密姊妹和她的諮理撒拉•克利夫蘭

和支會的其他弟兄──特別關心她、照

和伊莉沙白•惠尼頭上，祝福她們在

顧她，這正是她所需要的，她也對此心

服務時得到指引。從此以後，姊妹們

懷感激。不過她最大的力量是來自主。

在擔任慈助會的召喚、教會所有其他

她不必等到有人來拜訪，才能在家中享

的召喚及探訪教師時，都是在持有聖

有聖職的祝福；訪客走了以後，聖職祝

職權鑰之人的權柄下服務。

福並不會跟著他們離開。因為她忠於在

十二使徒定額組培道•潘會長說：

洗禮的水中以及在聖殿裡所立的聖約，

「慈助會是在麥基洗德聖職的指

她能在生活中永遠保有聖職的祝福。

導下運作的，因為『教會中所有其他

主賜給她靈感和超乎她自身能力的力

權柄或職位，都附屬於此聖職。』慈

量，那些聖約一直支持著她，而如今

助會是『按照聖職的樣式』成立的。

她撫養長大的孩子如今也遵守著那些

……

聖約。」 28

「弟兄都知道自己屬於一個聖職定

這些婦女明白，她們已透過自己所

額組，但是有太多的姊妹認為慈助會只

立和遵守的聖約，獲得了加增的力量和

是去上上課而已。每位姊妹心中都應該

幫助。

培養對慈助會的歸屬感，而不單是去上
課而已。」 29

在教會服務

138

聖職定額組將弟兄們組成一個弟兄

凡在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擔

團體，來提供服務、學習及履行職責、

任正式職務的人，都在持有聖職權鑰

以及研習福音教義。慈助會讓教會婦女

者的指導和權柄之下服務，其中包括

也能夠達成同樣的目的。教會中所有的

主教和支聯會會長。在慈助會中，這

婦女都屬於慈助會，即使她們有其他責

種模式在第一次聚會就已建立了。十

任而無法參加慈助會的所有聚會，她們

二使徒定額組約翰•泰來長老在先知

仍繼續經由慈助會的姊妹情誼而受到看

約瑟•斯密的指示下，按手在愛瑪•

顧和教導。

合一：「大家必須同心協力」

在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男人和女
人應互相鞏固和支持，並且團結合一地通力
合作。主說：「要合一；你們若不合一就不
是我的。」 30

「我祈求，
合一的精神能
遍及整個教會。
我祈求這種精神

先知約瑟•斯密曾教導：「大家必須同心

能成為支聯會會長團、

協力，……否則將一事無成。」 31 他也與別人

高級諮議會、主教團、

同心協力地工作，樹立了典範。伊莉莎•舒姊
妹一生中都很懷念和珍惜這樣的典範。慈助會
在猶他州重建時，她與當地領袖分享了這件
事。她教導，主教應該像約瑟•斯密和納府

〔家庭教導教師〕，
特別是各定額組和
輔助組織的一種特質，
使他們都能合一，
就如救主說的，像祂和
祂的父合一那樣。」

大衛奧•麥基
In Conference Report, Apr.
1937, 121–22; referring to
John 17:21

「每位姊妹心中都應該培養」對慈助會的歸屬感（培道•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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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助會之間建立的關係一樣，與他們支

地工作。」 33

會的慈助會「建立同樣的關係」。她也

此一模式沿續了數十年。總會會長

教導，「若少了〔主教〕的忠告，慈助

團第一諮理亨利•艾寧會長說：「慈助

會……就無法存在。」 32

會的傳承中有一項奇妙的部分，可以從

拔示巴•斯密姊妹成為第四任總會

聖職人員總是向慈助會表示尊重，以及

慈助會會長時，謹記約瑟•斯密的教導

慈助會也同樣尊重聖職的舉動上顯現出

和榜樣。她指示慈助會姊妹要與聖職領

來。」 34

袖和諧融洽地工作。她說：「我們謙卑

芭芭拉•烏因達姊妹出任第十一任

地渴望光大主給我們的召喚。為達成此

總會慈助會會長時，戈登•興格萊會長

一心願，使我們所做的一切能為主所悅

當時是總會會長團的諮理，他請烏因達

納，我們需要有總會會長團、使徒、支

姊妹要讓所有在慈助會、女青年和初級

聯會會長及主教的信心和支持，我們一

會裡服務的姊妹在聖職之下團結合一。

心擁護這些人，也渴望與他們和諧融洽

烏因達姊妹知道，那種團結合一，「不

芭芭拉•烏因達
第十一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我希望並渴望我們會與聖職弟兄團結合一，為建立今日
神在世上的國度一同服務，並把福音的喜樂散播給極需
要的人。這是祂的國度，我們有責任去分享它。」

參閱1984年7月，聖徒之聲，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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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於姊妹們合力工作，更在於我們是
聖職弟兄的合夥人，我們是事工中的同
伴。」35
烏因達姊妹說，她蒙召喚為總會慈
助會會長不久後，達林•鄔克司長老便
要求與她見面。他受邀針對一項重要議
題，為教會擬一份聲明；他覺得有必要
聽取教會女性領袖的意見。他徵求並接
受烏因達姊妹的協助，對她所擁有的知
識、意見和靈感表示尊重和感激。
烏因達姊妹後來教導，教會中的
弟兄和姊妹需要在事工中互助合作。她

在教會中，弟兄們和姊妹們要團結合一地通力合
作。

說明：「我學到一點，那就是妳們受邀
參加會議的時候，不是請妳們來抱怨問

了同一件事聚集在一起，看啊，我必在

題，而是請妳們帶著解決方案來參與討

他們中間──同樣的，我也必在你們中

論；這樣，大家才可以一起找出哪個方

間。」 37

法最可行。聖職弟兄很期待知道、也需

第十六任總會會長多馬•孟蓀會長

要知道教會姊妹的見解，我們要準備好

曾分享一個例子，說明了當慈助會姊妹

協助他們。」 36

和聖職弟兄在為主服務時，同心協力所

這種在目的上的團結合一，可在教

獲致的成果：

會的議會會議中明顯地看出來。弟兄姊

「〔1992年〕8月24日，安德魯颶

妹們在這些議會上互相傾聽，尋求聖靈

風橫掃邁阿密南部的佛羅里達海岸，暴

的指引，並合一地通力合作時，就會獲

風時速兩百多英里，……八萬七千棟房

得靈感，知道如何滿足個人及家庭的需

屋全毀，十五萬人無家可歸。……

要。主說：「只要有兩三人奉我的名為

「當地的聖職領袖和慈助會領袖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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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組織起來，評估傷亡及災害狀況，並
協助清理工作。志願幫忙的教會成員分
三大批湧到，人數超過五千人，肩並肩
協助受災的居民，幫忙整修了三千間房
屋、一間猶太教會堂、一間五旬節派教
堂和兩所學校。」 38
「與聖職弟兄攜手合作」：後期時代
先知受靈啟發的忠告

後期時代的先知們說過，忠信的
聖職弟兄和忠信的慈助會姊妹若通力
合作，會有許多祝福臨到教會及家庭。
第十二任總會會長賓塞•甘會長
說：「這個〔慈助會〕組織有一股力

「這教會的婦女很堅強、很能幹」（戈登•興格
萊）。

量，尚未充分用來鞏固錫安的家庭及
建立神的國度──那要等到聖職弟兄

憐憫、心地溫柔和仁慈，因此器重她

與姊妹們都看到慈助會未來的願景時

們、賦予她們許多職責和責任去施助貧

才會實現。」 39

窮困苦的人。祂也指出她們應當遵循的

約瑟•斐亭•斯密會長概述了慈助
會與聖職定額組之間的關係：

她們在此組織中有權在支會主教的指導

「她們〔姊妹們〕有自己的聚會，

下服務，並且與支會主教和諧一致，謀

如慈助會，她們在這些聚會中被賦予能

求教會成員屬靈和屬世上的福祉。」 40

力和權柄去完成許多事情。……
「主藉由祂的智慧，召喚姊妹們
去協助聖職弟兄。由於主看到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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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而且賜給她們這偉大的組織，讓

戈登•興格萊會長成為第十五任
總會會長時，對慈助會姊妹說了以下
這番話：

「首先我要告訴姊妹們，妳們在天
父為其子女永恆幸福及福祉所訂的計畫
中，並非屈居次要地位。妳們在那計畫
中絕對舉足輕重。
「沒有妳們，神的計畫便無法運
作。沒有妳們，整個計畫都會挫敗……
「妳們每位都是神的女兒，被賦予
與生俱來的神聖權利，此項地位無庸辯
駁。……
「……這教會的婦女很堅強、很有
才幹。她們具領導、管理長才，富有獨
立精神，但更高興自己是主國度中的一
份子，能與聖職弟兄一同攜手工作，讓
國度向前推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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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家庭的守護者」
建立、滋養和護衛家庭
能在救主第二次來臨前的最後時期
作個正義的婦女，是一項
特別崇高的召喚。……
她被安排到世上來
充實、保護及守護社會上最基本、
最高貴的組織，也就是家庭。
賓塞•甘

第9章

「家庭的守護者」
建立、滋養和護衛家庭

1995年9月23日，在一場總會慈助
會大會上，第十五任總會會長戈登•興

世界文告」，這是此文告首度公開宣
讀。

格萊會長站在教會的婦女們面前，對於

在文告中，總會會長團及十二使

後期聖徒婦女的忠信和勤奮表達了感激

徒定額組宣告，「以主耶穌基督的教

──不分老少、已婚或單身，或有無子

訓為基礎，最有可能獲得家庭生活的幸

女；他知道她們面臨重大的挑戰，因此

福」。他們「鄭重宣告，一男一女之間

給予她們鼓勵、忠告和告誡，以幫助她

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為

們履行責任並在人生中找到喜樂。他在

祂子女永恆目標所訂計畫的核心。」他

演講結尾時說：

們提醒，丈夫和妻子「肩負神聖的責任

「由於許多詭辯被視為真理、許
多標準及價值觀遭混淆、許多迷惑誘騙

要彼此相愛、彼此照顧，也要愛護和照
顧他們的兒女。」 2

使人慢慢染上世俗的惡

如文告標題所強調的，發行這份

習，我們覺得要提出警

「致全世界的文告」是要提醒所有的

告與預警。為強調此警

人，包括各國領袖，記住家庭的永恆

告，我們總會會長團及

重要性。文告發布八個月後，興格萊

十二使徒議會現在要向

會長在日本東京的一場記者會上發言，

全體教會成員及世人發出一份文告，宣

說道：「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發表這份

告並再度確認本教會歷任先知、先見、

關於家庭的文告? 因為家庭飽受攻擊。

啟示者一再提及關於家庭的標準、教義

世界各地的家庭正逐漸瓦解。家庭是

與作法。」 1 然後他宣讀「家庭：致全

改善社會的根據地，而在大多數的情

戈登•興格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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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孩子會依照他們所接受的教導

自己家中唯一活在世上的人，我仍是神

去做。我們在努力鞏固家庭，讓這世

的家庭中的一份子，我有責任去協助鞏

界變得更好。」 3

助神家庭中的其他成員。』」 4

從慈助會姊妹們的見證可以看

興格萊會長宣讀這篇文告時，邦

出，這不僅是向全世界發出的一份文

妮•帕肯也在大會堂裡。她回憶道：「

告，這項教義聲明對教會中的每個家

會眾中雖一片靜寂，卻興奮莫名，大家

庭及每個人都深具意義。這份文告中

的反應是：『太好了，我們的家庭正需

所闡述的原則，感動了姊妹們的心，

要幫助！』還記得當時對這文告的感覺

不論她們處在何種環境下。

極佳，淚水從我的臉頰上滑落。我看看

興格萊會長在鹽湖大會堂裡宣讀這

坐在身邊的姊妹們，她們似乎也有同樣

篇文告時，芭芭拉•湯普森姊妹那時也

的感受。家庭文告的內容是如此豐富，

在場，她後來成為總會

讓我等不及拿到一份來細讀。這篇文告

慈助會會長團的諮理。

肯定了婦女的尊嚴。最特別的是，這篇

她回憶道：「那是個重

文告首先是在總會慈助會大會中，向教

大的場合。我感受到這

會的婦女們宣讀的。」 5

項信息的重要。我那時

總會會長團為何選在一次總會慈助

心想：『這是給為人父母者的絕佳指

會大會上宣讀這篇文告? 興格萊會長在

南，也是為人父母者的重責大任。』有

宣讀完後，針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他

短暫片刻我心裡想著，這份文告跟我沒

告訴姊妹們：「妳們是家庭的守護者，

有太大關係，因為我沒有結婚，也沒有

是子女的養育者。是妳們在滋養他們，

孩子。但是我隨即又想到：『它其實跟

幫助他們培養生活習慣。沒有任何其他

我是有關的，我是家中的一份子，我是

工作比養育神的兒女更近乎神性。」 6

芭芭拉•湯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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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女兒、姊姊、姑姑、阿姨、表姊

興格萊會長的第二諮理雅各•傅

妹、姪女和孫女。我有責任──和祝福

士德會長作了以下的補充說明：「母

──因為我是家中的一份子。即使我是

親是家庭的核心和靈魂人物，所以優

「我們呼籲父母盡全力
以福音原則來教導
及扶養自己的子女，
藉此讓子女與教會
保持親近。家庭是
過正義生活的基石，
沒有任何機構能取代
其位置或發揮其
不可或缺的功能，
亦即達成神所賦予的
「母親是家庭的核心和靈魂人物」（雅各•傅士德）。

養育責任。」

先在總會慈助會大會中宣讀〔這份文告〕是

總會會長團（戈登•
興格萊，多馬•孟
蓀，雅各•傅士德）

很恰當的。」

7

「再度確認……標準、教義與作法」
家庭文告裡的教導在1995年當時並不是

參閱1999年12月，
利阿賀拿， 第2頁

新的教導。如興格萊會長所說的，這些教導是
「再度確認……標準、教義與作法」， 8 而且
甚至在祂創造大地之前，家庭就一直是「造物
主……計畫的核心」。 9
第十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茱麗•貝克姊妹
教導：「在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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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項關於家庭的神學，是以創造、

我們被救贖的快樂，和神給所有服從

墜落和贖罪為基礎。神創造地球，是

者的永生。」 11 利百加和以撒確保他們

為了提供地方讓家庭居住；……『墜

的家庭不會失去聖職的聖約和祝福。 12

落』為家庭提供了成長的方法。……

撒勒法城裡的一位寡婦，由於懷著信心

贖罪讓家庭得以永遠印證在一起。」 10

跟從先知以利亞，而得以照顧自己的兒

凡有福音的時代，忠信的男女就

子。 13 兩千零六十名年輕戰士英勇作戰

一直忠於這項關於家庭的神學，並

來保護家人，他們相信他們的母親所作

遵從這些標準、教義和作法。「我們

的保證：「神必拯救他們」。 14 耶穌基

榮耀的母親夏娃」和我們的「先祖亞

督年少的時候，在母親馬利亞和她丈夫

當」是他們孩子的領袖，教導他們「

約瑟充滿愛與關懷的養育之下，「智慧
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
增長。」 15
由於福音的復興，教會早期成員
更加了解家庭的重要。 16 聖徒們學習
到，藉由聖職能力，他們可以接受聖殿
教儀和聖約，使家庭永遠結合在一起。
這項應許讓後期聖徒在履行身為神的兒
女的職責上更增添力量。
早期的慈助會領袖鼓勵婦女，要讓
家庭成為她們生活中關注的重心。第二
任總會慈助會會長伊莉莎•舒姊妹自己
沒有子女，但她體會到母親的影響力之
重要。她勸誡慈助會姊妹：「要以履行
家中職責為第一要務。」 17 第三任總會

透過母親的教導，安太尼腓李海人的子弟獲得極大
的信心（見阿爾瑪書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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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助會會長琪娜•楊姊妹教導姊妹們要

「讓家成為人心嚮往的地方，瀰漫愛、
平安與團結的氣氛，讓不動惡念的甜
美仁愛永遠停駐。」 18
瑪麗•斐亭•斯密是一位足為典
範的堅強、慈愛母親。她的兒子約瑟
F.•斯密後來成為第六任總會會長，
他回憶道：
「我還記得家母在納府時期的模
樣。我記得看到她在納府市開始被暴
徒轟擊時，帶著僅有的家當和無助的
子女匆匆登上一艘平底船。我記得教
會在那裡和前往冬季營途中，在密蘇
里河上的艱苦情形，以及她怎樣在疲
乏的旅程中，為子女和家人祈禱。

利百加與亞伯拉罕的僕人；利百加了解依照聖約締
結婚姻的重要（見創世記24：1-28）。

……我還記得我們在與以色列營一起
西遷，前往這些山谷途中，沒有足夠

的使命。你想，這些事能不在我腦海

的公牛拉篷車時所遭遇的一切苦難。

中留下印象嗎? 你認為我會忘記家母的

因為沒辦法買到公牛，她就把母牛及

榜樣嗎? 不會的。她的信心和榜樣將永

小牛一起套上軛，並試著把兩輛篷車

遠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中。那就是我

綁在一起，就這樣克難、無助地啟程

心裡所想的！我的每一次呼吸，靈魂

前往猶他州，而家母說──『主必開

中的每一份感覺，都因家母是一位聖

啟道路」；至於祂如何開啟道路，沒

徒而充滿對神的感激；我也因她是一

有人知道。當時我還小，駕著牛車，

位屬神的婦女而感謝神。她純潔而忠

做我分內的工作；我記得我無意間看

信，寧死也不願辜負託付給她的事，

見她私下祈禱，祈求神能讓她完成她

寧可在曠野中忍受貧窮困苦，努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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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人聚在一起，也不願留在巴比

滋養家庭

倫中。那就是她和她的子女所抱持的
精神。」 19

琪娜•楊姊妹是一位慈愛、善於
照顧人的母親，她把自己在持家時奉
為圭臬的一些原則教導給慈助會姊妹

屬世的責任和永恆的角色

們。她勸告：「在場若有任何一位母親

為了與關乎家庭神聖本質的永恆

沒有適當地教導自己的子女，……我懇

原則保持和諧一致，麥基洗德聖職定額

請妳們要這麼做。將孩子都召集到身邊

組幫助男人履行身為兒子、弟兄、丈夫

來，……與他們一起祈禱。……提醒孩

和父親的職責；慈助會則幫助婦女履行

子小心提防周遭的各種惡事；……使他

身為女兒、姊妹、妻子和母親的責任。

們不致被這些邪惡力量所擄獲，而會在

慈助會的姊妹們始終互相支持，幫助彼

主前聖潔及純潔地長大。」 20 她也教

此鞏固家庭，學習能改善家庭的實用技

導：「要勤奮地履行身為母親與妻子的

能，和使家庭成為聖靈能駐留的地方。

人生職責，……讓我們留意在小孩子面

邦妮•帕肯
第十四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若是談到我希望發生在教會父母及領袖身上的事，那就
是我衷心期望他們在照顧天父的兒女時，每一天都能夠
在他們的生活中感受到主的愛。……我邀請各位，在你
們的一切作為中要穿上仁愛的斗篷，要用基督純正的愛
圍繞著你們的家庭。」

2006年6月，利阿賀拿，第6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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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說話要有智慧，避免挑剔，……要培

更為她自己和她丈夫所喜悅，這個組織

養更高尚的品格，以提升、陶冶和淨化

就會在那裡，向那位年輕的母親傳授知

心靈。我們要盡一切所能來教導錫安的

識，幫助她善盡責任。無論何處若在給

兒女要誠實、有美德、正直並且在一切

予孩童適當、營養的天然食物方面缺乏

職責上要準時；也要勤勉並守安息日為

經驗，或是需要給予孩童適當的屬靈

聖。……母親不應在子女面前說任何有

知識及靈性糧食，那裡就會有耶穌基

損父親的話，因為孩子會有樣學樣；要

督後期聖徒教會美好的慈助會組織和

在他們稚嫩的心靈中播下好種子，始

錫安母親與女兒的組織，準備好傳授

終記得原則重於規定，這麼做會讓妳

這些知識。」 22

們積攢財寶在天上。」 21
拔示巴•斯密姊妹在擔任第四任
總會慈助會會長時，看到了鞏固家庭的
必要，因此她為慈助會姊妹們開設了母
職教育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婚姻、產前
護理和育兒方面的忠告；這些課程支持
了斯密F.•約瑟會長的教導，即慈助會
應協助婦女履行在家中的角色：
「無論何處若對家庭、家庭責
任、以及對夫妻和親子間應當存在的
正當義務缺乏知識或認識，這個組織
就會那裡或附近存在，並藉著該組織所
擁有的天賦恩賜與靈感，準備好隨時傳
授這些重要職責的相關知識。無論何處
若有年輕的母親欠缺應有的經驗來養育
小孩，或使家裡更美好、更具吸引力、

慈助會協助母親們履行她們所肩負的神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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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和祖母能幫助女兒和孫女成為養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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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養育照顧的能力並不僅限於

教會中的姊妹可在接受召喚擔任

本身有子女的婦女才有。雪麗•杜姊

領袖和教師，以及擔任探訪教師時，有

妹說：「有些婦女一直等待，仍沒有

機會去滋養照顧他人。有些姊妹對不是

子女，這原因只有主知道。對任何一

自己生育的孩子發揮了母親般的愛心和

個正義的婦女而言，這樣的延遲並不好

影響；單身姊妹經常在這些方面上打頭

受。但是，主為我們每個人所訂立的時

陣，造福那些在生活中需要正義婦女影

間表並不會取走我們的天性。因此，我

響力的孩子。有時候這樣的滋養照顧會

們有些人就必須直接找到其他方法來當

持續數天、數週、甚至數年。透過無私

母親。在我們周遭許多需要疼愛和帶領

的服務和個人的信心，婦女們拯救了許

的人。」 23

多孩子脫離身心和靈性的危險。

使家成為提供力量的核心

從慈助會早期在伊利諾州納府開始，姊妹
們就聚在一起學習行善助人和實際生活兩方面
的責任；她們培養各項技能來協助姊妹們提升
信心和個人正義、鞏固家人，使家庭成為靈性

「每當……誘惑試探變得
非常令我著迷心動時，
出現在我靈魂的
第一個念頭是：

力量的中心，並幫助有需要的人。她們運用未

記住母親對你的愛，

雨綢繆以及在屬靈和屬世上自立的原則；她們

記住她多麼努力

也從互相教導和一起服務中，增進了姊妹情誼
與團結合一。這樣的訓練讓處在各種環境下的
姊妹們都蒙受了祝福。邦妮•帕肯姊妹談到這

謀求你的福祉，
記住她多麼樂意
為你的益處犧牲

些聚會如何鞏固了她：
「身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慈助會的成
員，能養育和支持家庭單位，是我們的祝福和
責任。每個人都歸屬於某個家庭，而每個家庭
都需要受到鞏固和保護。
「幫助我成為家庭主婦的最大助力，首

自己的生命，
記住她在你童年時
教導你的事。……
對家母的這種感覺

先是來自家母及我的祖母，其次是來自我們居

就成了一道防護，

住過的各支會的慈助會姊妹們。我從中學到技

成為阻絕我與

能，也從她們的榜樣中看到，建立一個使家人

誘惑之間的屏障。」

樂在其中的家庭，是何等的喜悅。……慈助會
的領袖們，要確使妳們策劃的聚會及活動能鞏
固每個姊妹的家庭。」

約瑟F.•斯密

24

第十一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芭芭拉•烏因達

總會會長的教訓：約瑟F.•
斯密 （1998），第35頁

姊妹提醒姊妹們，她們若使家中保持整潔和井
然有序時，屬靈的祝福便會來到：「當家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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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良好的影響。如果一位婦女有個好
母親，她會有個好家庭。而如果她有個
慈助會的好母親，可以確定她的家中會
充滿智慧和良好的影響。」 26
所有的姊妹都有養育或「當母
親」的責任。十二使徒定額組羅素•
培勒長老教導：「姊妹們，身為弟兄
的我們無法做到妳們在世界奠基以前就
被神指派去做的事。我們可能會想試試
看，但要複製妳們獨特的恩賜是絕無指
望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事能比
母親和父親負有神聖的責任要教導和養育子女。

正義婦女的影響力更能觸及個人、教化
人心或改變生命。……所有的女性在其

婦是一門藝術；能擁有一處聖所──一

聖潔的天性中，都有當母親的天賦才能

個遠離世俗塵囂的庇護所，對我們自己

和職責。」 27

和家人而言都很重要，不但我們置身其

母職一詞劃定了婦女的永恆角色，

中會感到舒適自在，別人來訪時也會有

也描述婦女具有養育者的天性。養育是

同樣的感受。」 25

個涵義寬廣的詞彙，它代表著訓練、教

不論個人或整體，慈助會姊妹們

導、教育、增進發展、促進成長，滋養

在鞏固家人與家庭方面都為彼此樹立

或餵養。婦女被賦予莫大的特權和責任

榜樣。第九任總會慈助會會長貝拉•

來提供養育，充分發揮其所有涵義；慈

施百福姊妹曾分享她的見證，談到慈助

助會有責任教導和支持婦女，幫助她們

會的神聖起源，以及這個組織在幫助婦

扮演好神任命的重要角色，當個好母親

女履行妻子和母親的職責上所扮演的角

和養育者。 28

色。她說：「我認為慈助會對家庭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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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麗•貝克曾教導關於養育的作

用：「養育的意思是薰陶、照顧以及

「我覺得我們非常需要將教會的

使人成長。因此，明白福音真理的母

婦女團結起來，支持總會弟兄，一起

親會在家中營造有助於屬世及屬靈兩

抵抗周遭的邪惡浪潮，和推動救主的

方面成長的環境。養育的另一個代名

事工。……

詞是家政。家政包括烹飪、洗衣服、

「……我們也懇求各位用妳們那強

洗碗盤、讓家中井然有序。家是婦女

大的良善影響力來施助和鞏固我們的家

發揮最大力量與影響的地方；因此，

庭、教會和社區。」 30

後期聖徒婦女應該成為世界上最優秀

慈助會領袖向來都公開反對任何

的家政專家。與孩子一起做家事會帶

削弱傳統家庭、貶抑妻子與母親神聖

來許多教導和親身示範的機會，讓孩

角色的作為。第八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子看到他們需要仿效的特質。善於養

艾美•列曼姊妹強調母親需要陪伴孩

育的母親應當是博學多聞的，但婦女

子。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會

若缺少技能，無法在家中營造出有助

長，在那段期間，政府和民間領袖鼓

於靈性成長的環境，那麼她們所受的

勵婦女在丈夫作戰時，出外工作來支

一切教育對她們毫無益處。……養育

持國家經濟。有些姊妹需要出外工作

是需要有條理、有耐心、有愛心及付出

以維持家庭生計。雖然列曼姊妹承認

努力的。透過養育來幫助子女成長，是

確實有這些挑戰，但她仍然鼓勵婦女

婦女被賦予的一個角色，這角色確實力

竭盡所能地留在家中教導子女。

量強大且影響深遠。」 29

列曼姊妹的信息與總會會長團的
教導一致，總會會長團提醒教會成員

護衛家庭與母職

要記得母職「神聖的奉獻精神」。 31

除了從內部鞏固家庭之外，慈助

第七任總會會長禧伯•郭與他的諮理

會也提供了堅強的防護來抵禦攻擊家

小路賓•克拉克會長和大衛奧•麥基

庭的各種外界勢力。第十四任總會會

會長宣告：

長豪惠•洪德會長說：

「母職近乎神性，是人類所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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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崇高聖潔的一項服務。凡敬重自己這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數十年間，

項神聖召喚及職務的女性，其地位僅次

危害家人和家庭的負面勢力不斷高漲。

於天使。我們要對以色列的母親說，願

第十二任總會會長賓塞•甘會長按手選

神祝福、保護妳們，賜予妳們力量和勇

派芭芭拉•斯密姊妹擔任第十任總會慈

氣、信心和知識、聖潔的愛和獻身職責

助會會長時，斯密姊妹「深切感覺到有

的精神，使妳們能充分履行妳們的神聖

責任……護衛家庭以及婦女在神聖的家

召喚。我們要對妳們這些母親和未來將

庭圈子中的夥伴關係。」 33 在她任內，

成為母親的人說：要貞潔、保持純潔、

她始終捍衛著神所啟示有關婦女的神聖

過正義的生活，使妳們的後裔世世代代

角色和永恆家庭的祝福的真理。芭芭

都能稱妳為有福。」 32

拉•斯密姊妹、她的諮理及聖職領袖

茱麗•貝克
第十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讓自己能夠配稱獲得個人啟示，然後根據啟示採取行
動，是今生所能獲得的最重要的一種能力。……這需要
刻意地花心思去減少會讓人分心的事物；然而，擁有啟
示之靈，能讓我們在艱難的日子和進行重要的例行工作
時，克服阻礙、運用信心堅持下去。……在我們盡了最
大的努力後，有時仍可能會感到失望，但是至少我們不
會對自己失望。當我們感覺到聖靈透過我們在作工時，就
可以確定主對我們是喜悅的。」

參閱2010年5月，利阿賀拿，第1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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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的社會議題勤加研究，發現許
多人所倡導的計畫不僅無法保障婦女
在擔任妻子及母親的角色時應有的特
權，也會削弱家庭。
「有位新聞記者概述了斯密姊妹
一再重申的信息：「『各位妻子、母親
和持家者，昂起頭來！妳們不僅創造生
命，並且使生命豐富。切勿用那份影響
深遠的力量，去換取稍縱即逝、膚淺而
毫無價值的事物。要珍惜、擴展和光大
這力量，妳們擔任著一項重大非凡的職
務。』這就是摩爾門婦女領袖芭芭拉•
斯密的信息。」 34

年輕的慈助會姊妹能向較有經驗的姊妹學習家政
技能。

自斯密姊妹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以來，母職和家庭的神聖性所遭受的

後期時代眾先知有關家庭的教導

攻擊與日俱增。但是，由於對神的信

有對父母問他們的孩子，他們喜

心並了解其職責的永恆重要性，各年

歡最近一次總會大會的哪些部分。他

齡層的慈助會姊妹都持續不斷地支持

們16歲的女兒說：「我非常喜愛總會大

和護衛能鞏固家庭與家人的真理。無

會！我很高興聽到受靈啟發且睿智的先

論擔任母親或祖母、女兒或姊妹、家

知和領袖們支持母職。」這位女青年在

中的長輩、教會中的教師或領袖，她

內心深處一直想當個母親，但是卻很擔

們在許多不同的角色上守護家庭的神

心當母親並不合乎時代潮流，甚至受到

聖性。當婦女鞏固了孩子的信心，就是

許多人的詆毀。當她聽到先知和使徒對

對鞏固家庭──包括現在和未來的家庭

她的理想表示肯定和嘉許，令她倍感安

──有所貢獻。

慰。 35 慈助會鞏固家庭與家人的事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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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都與後期時代先知的教導和諧一致。
第九任總會會長大衛奧•麥基會長
經常教導，「任何成功都不能彌補家庭
的失敗。」 36

著出問題。」 38
除了這些嚴厲的警告，後期時代的
先知也與那些有子女偏離福音道路的忠

第十一任總會會長海樂•李會長

信父母分享了希望的話語。雅各•傅士

提出了類似的忠告：「主的事工中，

德會長說：「至於那些一向正義勤奮，

你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自家

且虔敬地教導兒女，卻因兒女不服從而

的圍牆內。」 37

傷心的父母，我們要說，那好牧人在看

針對家庭不斷遭受攻擊一事，賓
塞•甘會長提出預言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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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問題，社會上其他每個組織都會跟

顧著他們。神知道和了解你們深沉的憂
傷。一切都還有希望。」 39

「過去有助於鞏固和維護家庭的許

戈登•興格萊會長也表達了他的信

多社會約束，如今正在瓦解消失。時候

心，他相信，後期聖徒婦女在慈助會姊

將到，唯有對家庭深具信心並積極鞏固

妹們的支持鞏固下，有能力幫助家人抵

家庭的人，才能在邪惡勢力重重包圍的

抗家庭所遭受的種種攻擊。他強調，慈

環境中守住家庭。

助會姊妹可以團結一致來捍衛家庭：

「……有些人用背離傳統的方式來

「本教會的婦女堅定不移地支持主

解釋家庭的意義，這樣的作法會使得家

的計畫裡一切正確良好的事，這是相當

庭難以存在。……

重要的。我相信，沒有其他任何組織能

「在這世上，我們這群人最不該

和本教會的慈助會相比。……只要她們

被似是而非的論點所矇騙，而誤以為

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她們的力量是無

家庭只是塵世社會發展過程的某個特

可限量的。

定階段。我們有自由去抗拒這些作為，

「我們呼籲本教會的婦女一起擁

這些舉動不僅貶低家庭的重要性，並

護和捍衛正義。她們必須從自己家裡

且鼓吹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我們知

做起，她們可以在課堂上教導正義，

道家庭是永恆的；我們知道一旦家庭

也可以在社區裡倡導正義。」

「錫安的母親，神賜予
妳們的這項角色，
對妳們自己的超升
及家人的救恩與超升是
極為重要的。孩子需要
母親，甚於金錢所能買
到的一切。花時間與
子女相處是妳能給他們
的最珍貴禮物。」

泰福•彭蓀
The Teachings of Ezra Taft
Benson (1988), 515
「一男一女之間的婚姻是神所制定」（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
徒定額組）。

「她們必須成為自己女兒的導師和守護
者。這些作女兒的必須在初級會和女青年的
課堂上學習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價值觀。
拯救一個女孩，就拯救了許多世代。她會在堅
強和正義中成長，她會在主的殿裡結婚，她會
教導兒女明白真理的道。她的兒女會跟隨她的
足跡，並且以同樣的方式教育他們的兒女。那
時，慈祥的祖母則會在他們身旁給予鼓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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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一瞥」

夫妻沒有生育子女，但是「家裡住滿了

有人曾問賓塞•甘會長：「你去

人」，他們領養了18名孤兒。他還分享

過天堂嗎?」甘會長在回答這個問題時

其他的經驗，提到他在一些忠信的後期

說，那天他在為一對夫妻執行印證時，

聖徒生活中瞥見了天堂；這些人以言語

就瞥見了天堂；這對夫妻的其中一位是

和行動表達了見證。甘會長教導：「天

家中八個孩子中最後一個接受這項神聖

堂是一個地方，也是一種情境；天堂是

教儀的。甘會長說：「心地純潔者所在

家庭與家人，是體諒與仁慈；天堂是互

之處，就是天堂。」他談到有一次他在

相依賴和無私的行為，是寧靜而穩健理

一位支聯會會長家裡瞥見了天堂。這個

智的生活，是個人的犧牲、誠摯的接

家空間狹小，但人口眾多。孩子們一起

待、對人真誠的關懷；天堂是遵守神的

幫忙擺放餐具，一個年幼的孩子在晚餐

誡命，不誇耀也不偽善；天堂是一種無

前作了真心的祈禱。甘會長說，他曾在

私表現。天堂就在我們四周。我們只需

與一對夫妻談話時，瞥見了天堂；這對

在發現天堂並樂在其中時，能夠認出那
就是天堂。是的，我親愛的弟兄，我已
多次瞥見了天堂。」 41
世界各地的慈助會姊妹和她們的
家庭，藉由他們的生活方式，拉近了
與天堂的距離。
有位美國的姊妹在母親臨終前照
顧她3年。之後不到一年，她的女兒罹
患了一種罕見的疾病。這位為家人犧牲
奉獻的母親每天照顧女兒長達10年，直
到這位年輕的女孩在17歲過世為止。

正義的婦女能把家營造成一個安全祥和的處所，使
聖靈得以常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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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加有一位單親媽媽，在簡陋的
住屋裡養育著幾個孩子。她最大的心

教會服務以及努力工作養家的責任上給
予支持。他們一起為每個孩子祈禱，一
起思索要如何來幫助每個孩子在個人的
責任和目標上有所進步。在這位姊妹的
家裡，光是煮飯、管理、思考和祈禱，
就已經要付出相當大的心力。此外，她
還接受探訪教導的職責，照顧支會裡需
要鼓勵的姊妹們。她為她們祈禱、掛念
她們、探訪她們，每個月經常詢問她們
的近況。
在墨西哥有個忠信的家庭住在繁
忙、嘈雜的都市裡，他們的家四周圍著
高牆和鐵門。在圍牆的內牆上，母親畫
正義的婦女要在福音的光中養育子女。

了一座美麗的花園，其中有樹木、花卉
和噴水池。在屋內，這家人不只在書架

願，就是她的兒女們能事奉主並且過更

上擺了許多書，也把全家聚會、研讀和

好的生活。她按照這樣的優先順序，幫

玩耍的地方整理得很好。

助孩子們在生活中建立了福音的模式。

迦納有位姊妹管理自家的農場。

在她的帶領下，他們都接受了良好的教

在柵欄外，她栽種了一些蓍草植物；在

育；他們會一起祈禱、研讀經文、工作

柵欄內，她圍起羊圈飼養山羊。她也種

和崇拜。

植了一些棕櫚果，用水煮過後製成棕櫚

有位美國的姊妹有8個未滿14歲的

油拿去市場販售。在她整潔的住家範圍

子女。對她而言，每天的日子都充滿身

裡，處處顯示出她對家人的愛。她會鋤

心、靈性、智能與情緒上的挑戰，但是

草、清理和打掃院子；這家人在芒果樹

她會把正確的事先照顧好。她在丈夫為

下擺了一張自製的長椅，他們會坐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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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開家人家庭晚會，或是舉行其他的家
庭聚會。

去為他們執行教儀。
印度有位姊妹協助在自己的城市

在香港，有位行動不便的單身姊

裡成立一個分會。她的丈夫擔任分會會

妹住在一棟大廈的第80層樓。她一個

長；她則是慈助會會長，慈助會裡大概

人獨居，而且是家中唯一的教會成員，

有20位成員。他們養育了三個忠信的女

但是她將這個家營造成一個安全祥和的

兒，在他們聖潔的家中，用福音原則守

處所，讓她自己和登門拜訪的人都能在

護著他們。

那裡感受到聖靈的影響力。她將經文、

巴西有位母親住在一個紅磚砌成的

慈助會課本和聖詩本擺放在一個小架子

房子裡，屋外有一片紅土院子，院子四

上。她找出自己祖先的資料，並到聖殿

周圍繞著一道紅磚牆。不時可聽到初級

「能在救主第二次來臨前的最後時期作個正義的婦女，…是一項特別崇高的召喚。」（賓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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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加強妳們，使妳們
下的圖片，包括聖殿、神的先知和救主 得以面對今日的挑戰」
會的歌曲，牆壁上也貼滿從利阿賀拿剪
的圖片。為了去聖殿印證，她和她的丈

在興格萊會長宣讀家庭文告的那

夫付出犧牲，使他們的子女能在聖約中

個深具歷史意義的晚上，他在演講結束

出生。她經常祈求主幫助她、賜給她足

時，留下了一項祝福給教會中的婦女：

夠的力量和靈感，讓她能在福音的光、

「親愛的姊妹，願主祝福妳們。

真理和力量中撫養孩子長大，使他們能

……願神加強妳們，使妳們得以面對今

訂立並遵守聖約，那些聖約是她和丈夫

日的挑戰；並賦予妳們超乎本身的智慧

付出犧牲所帶給這些孩子的。

來應付經常遭遇的問題。願神賜福給妳

這些姊妹代表了其他許許多多的姊

們及妳們所愛的人，來回應妳們的祈禱

妹，誠如戈登•興格萊會長說的，她們

與懇求。我們將我們的愛與祝福留給各

確實是「家庭的守護者。」 42 賓塞•

位，願妳們的生活充滿平安與喜樂。這

甘會長所說的這番話，她們當之無愧：

是可能的，妳們當中許多人可以為這件

「作一個正義的婦女在任何年代

事作證。願主在今日及未來歲月中祝福

都是件光榮的事。尤其是能在救主第

妳們，這是我謙卑的祈求。」44

二次來臨前的最後時期作個正義的婦
女，更是一項特別崇高的召喚。在今
日一位正義婦女的力量和影響要比在平
靜的時代強十倍。她被安排到世上來充
實、保護及守護社會上最基本、最高貴
的組織，也就是家庭。社會裡其他的組
織都可能動搖，甚至傾倒，但是正義的
婦女能幫助拯救家庭，使它在歷經暴風
雨和打擊時，成為人們所知唯一屹立不
搖的聖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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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致全世界文告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總會會長團
及十二使徒議會

我們——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人的關係可以超越死亡而永遠延續，

總會會長團及十二使徒議會——鄭重宣

聖殿中的神聖教儀和聖約讓人有可能

告，一男一女之間的婚姻是神所制定，

回到神的面前，並使家人能永遠結合

而家庭是造物主為祂子女永恆目標所訂

在一起。

計畫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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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給亞當與夏娃的第一條誡命，

全人類，不論男女，都是照著神的

與他們夫妻為人父母的潛能有關。我們

形像所造，每個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愛

宣告，神要祂兒女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的靈體兒女，因為這樣，每個人皆有神

的誡命，至今仍有效。我們進一步宣

聖的特性及目標。性別是每個人前生、

告，神已命令只有合法結婚、成為夫妻

今生和永恆身分及目的之基本特徵。

的男女，才能運用此神聖的生育能力。

在前生時，靈體兒女知道神是永恆

我們宣告，這種創造塵世生命的方

之父，並且崇拜祂，接受祂的計畫，藉

法是神所制定。我們肯定生命的神聖和

此計畫得到骨肉身體，獲取塵世經驗，

其在神永恆計畫中的重要。

邁向完全，終而達成神聖目標，成為永

夫妻肩負神聖的責任要彼此相愛、

生的繼承者。這項神聖的幸福計畫使家

彼此照顧，也要愛護和照顧他們的兒

女。「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我們要提出警告，違反貞潔聖約、

詩篇127：3）。父母有神聖的職責，要

虐待配偶兒女或未克盡家庭職責的人，

在愛與正義中教養兒女，提供他們屬世

有一天要在神前為此負責。再者，我們

和屬靈所需要的，也要教導他們彼此相

提出警告，家庭的瓦解會為個人、社會

愛、彼此服務、遵守神的誡命，並且不

和國家，帶來古今先知所預言的災難。

論住在何處，都要做一個守法的國民。

我們呼籲各地負責任的國民及政府

丈夫和妻子——母親和父親——將在神

人士，推動那些維護及鞏固家庭成為社

前為履行這些義務負責。

會基本單位的措施。

家庭是神所制定，男女之間的婚姻
是祂永恆計畫的基本部分。孩子有權利

本文告由戈登•興格萊會長於1995年9月23日

在婚約下出生，並由完全忠貞、奉行婚

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總會慈助會大會宣讀，是

姻誓約的父母養育。以主耶穌基督的教

其信息的一部分。

訓為基礎，最有可能獲得家庭生活的幸
福；成功的婚姻與家庭建立在信心、祈
禱、悔改、寬恕、尊敬、愛心、同情、
工作及有益身心的娛樂等原則上，並藉
這些原則來維持。依照神的安排，父親
應在愛與正義中主領家庭、負責提供生
活所需並保護家人。母親的主要責任是
養育兒女。父母有義務在這些神聖責任
中互相協助，是平等的夥伴，遇到殘
疾、死亡或其他情形時，可因個別情
況調整。必要時親戚應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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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不負妳們的
此項殊榮」
現在妳們置身於一種讓妳們能按照
心中的同情心來行事的境地，
神將這種同情心放進妳們的胸懷。
如果妳們遵照這些原則生活，
將會多麼偉大和榮耀啊！──
如果妳們不負妳們的此項殊榮，
天使就會成為妳們的友伴。……
如果妳們純潔，
沒有任何事物能阻礙妳們。
約瑟•斯密

第10章

「不負妳們的此項殊榮」
在納府慈助會初期的一次聚會中，

潛能，成為聖潔的婦女。她們本著心中

約瑟•斯密勸誡姊妹們「不要辜負〔她

的仁愛，去達成慈助會的宗旨：提升信

們〕的此項殊榮。」 1 有這項鼓勵為基

心和個人正義、鞏固家人與家庭，以及

礎，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姊妹們

找出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一直受到教導，要達成神對她們的目

慈助會的成立是福音復興不可或缺

標，以免辜負她們的神聖潛能。她們若

的部分；慈助會幫助後期聖徒婦女不負

了解自己真正的身分──是神的女兒，

她們的殊榮。透過這個組織，姊妹們確

具備愛與養育的天賦能力──就能發揮

切地明白她們是神的女兒，也看到了她
們身為神的女兒應有的願景。她們也獲
得服務的機會，以及履行職責時所需要
的指示和權柄。

神的女兒
約瑟•斯密教導慈助會的姊妹們
明白她們是神的女兒，有著高貴的身
分；此事幫助她們明白神愛她們，並且
有重要的目標需要她們去完成。教會婦
女在神的救恩計畫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就和持有聖職的男性所扮演的角
神祝福祂的女兒們，在愛人與養育方面賜給她們
極大的能力。

色一樣重要。主讓婦女在天性中有一種
想要為人服務、造福他人的渴望，祂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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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她們一項神聖責任，要運用她們的恩

「堅守真理與正義。

賜去協助拯救祂的兒女。

「支持聖職為神在世上的權柄。

婦女有時會忘記自己真正的高貴

「因聖殿帶來的祝福而歡欣，了解

身分，而向五光十色的世界和世俗誘

我們神聖的目標，並努力獲得超升。」2

惑妥協讓步。第十三任總會慈助會會長

聖職領袖們也提醒婦女，要記得自

瑪麗•史穆和她的諮理維吉尼亞•簡森

己的神聖特質與責任。十二使徒定額組

姊妹及雪麗•杜姊妹對這種趨勢感到憂

的羅素•培勒長老說：「我們信任及信

心，覺得需要幫助教會婦女記得自己的

靠妳們的良善與優點、妳們愛好美德與

身分。在一次總會慈助會大會上，她們

英勇的性情、妳們的仁慈與勇氣、妳們

說明身為神的女兒所具有的意義：

的堅強與韌性。我們相信妳們身為神的

「我們是神鍾愛的靈體女兒，我們

婦女所擔當的使命，……我們相信若沒

的生命有意義、有目的、有方向。身為

有諸位的信心及忠信、將他人福祉置於

世界性婦女組織的一員，我們因全心效

自己之先的天性、以及妳們的靈性力量

法耶穌基督而合而為一；祂是我們的救

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教會便無法達成必

主及榜樣。我們是具有信心、美德、遠

須完成的目標。我們相信神的計畫是要

景和仁愛的婦女，我們：

妳們成為王后，接受婦女在今生及永恆

「透過祈禱和研讀經文增加對耶穌
基督的見證。
「藉著跟隨聖靈的提示來尋求靈性
力量。
「致力於鞏固婚姻、家人及家庭。

中所能獲得的至高祝福。」 3
婦女若不辜負身為神的女兒的殊榮
並充分發揮潛能，便能幫助自己準備好
接受永生的祝福。這是神為祂忠信的女
兒所預備的的榮耀未來。

「了解母職的崇高意義及身為婦女
的喜樂。
「樂於為人服務及從事善舉。
「熱愛生命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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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仁愛──
用心相傳的一項傳承
先知約瑟•斯密教導：「婦女們

「有人引述我的話，
說：『盡你所能』，
但是我想要強調的是，
要盡你最好的一切。
我們太容易滿足於
平庸的表現。
我們有能力
做得更好。」

戈登•興格萊
參閱2004年1月10日， 全球
領導人訓練會議， 第21頁
婦女若充分發揮身為神的兒女的潛能，便能幫助自己準備好
獲得永生的祝福。

天性就充滿仁愛。」慈助會成立時，他告訴
姊妹們：「妳們現在可以按照神放進妳們心
胸中的同情心來行事。」 4 要在心中充滿真正
的仁愛，婦女必須把天生的愛心與對耶穌基督
及其贖罪的信心融合在一起。總會會長團第一
諮理亨利•艾寧會長說明，這種真正的仁愛乃
是慈助會的傳承：
「我要對妳們談談慈助會的前人所傳下
來的偉大傳承。在我看來，……最重要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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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部分，就是以仁愛作為慈助會

望。此外，這項傳承在美國境內鼓舞了

的核心，並且這仁愛要進入每位成員

更多愛心慈善，並在世界各地鼓舞許多

的心中，成為她們天性的一部分。對

的愛心援助服務；也激勵慈助會的姊妹

她們而言，仁愛並非只是一種慈善的感

們在醫院服務，在領養、小麥儲藏、人

覺。仁愛源自於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

道援助和福利計畫等方面提供協助。基

也是基督的贖罪在她們心中所產生出來

督純正的愛持續不斷地激勵著今日的慈

的果效。……

助會姊妹們，這些姊妹聚在一起互相教

「這個慈助會是由一群滿懷仁愛之
情的婦女組成的，她們的心因配稱接受

鞏固和看顧。

聖約和遵守聖約而改變

每位後期聖徒婦女都成為這項愛心

了，而這聖約唯有在主

傳承的一部分，有責任和特權去與人分

的真實教會中才能獲得。

享這項傳承。

她們的仁愛之心來自於

有個家族的歷史說明了慈助會的傳

主和祂的贖罪。她們仁

承如何從母親傳給女兒，代代相傳。這

愛的舉動效法著主的榜樣──出自她們

個家庭的每個女兒都信守慈助會的座右

對主無限慈悲的感激──並且靠著聖靈

銘：「愛是永不止息。」

亨利•艾寧

的引導而行，而聖靈正是主差遣來伴隨
祂的僕人去推行慈悲事工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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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和服務，並且以一個一個的方式彼此

這項傳承始自伊利莎白•巴羅，她
於1837年加入教會，並且於1842年4月

這項仁愛的傳承由納府的姊妹們開

28日成為納府慈助會成員。她曾聆聽先

始，她們有組織地投入慈善工作並接受

知約瑟•斯密教導慈助會的基本原則。

聖殿聖約。她們在冬季營及前往鹽湖谷

終其一生，這些教導一直支持著她，包

的艱辛旅途中仍持續這麼做。這項傳承

括遭受暴徒攻擊和迫害、在前往鹽湖谷

一直支持著後期聖徒婦女，使她們能到

的旅程中分娩，以及在丈夫傳教期間獨

邊疆地區定居開墾、忍受政治迫害和世

自照顧年幼的子女。她於1857年至1888

界大戰，並且在經濟蕭條期間仍懷著希

年，在猶他滿地富擔任慈助會會長，一

直到辭世前三年才卸任，享年81歲。

女兒泰瑞莎•寇。泰瑞莎結婚後不久，與

她的女兒帕米勒•湯普森接續這

丈夫遷居墨西哥。她一生中大部分時間，

個故事。帕米勒和丈夫蒙召喚到內華

同時擔任慈助會會長及初級會會長團諮

達州帕納卡定居開墾，她在那裡擔任

理。她最為人所知的，是常常送餐食給

慈助會會長。她教導姊妹們學習家政技

貧困者的這項愛心服務。她會在年長的

能，包括如何使用一台新奇的機器：縫

鄰居生日時送蛋糕給他們；有一次，她

紉機。他們居住在內華達州時，她的丈

吃過晚餐後才想起那天是某位鄰居的生

夫身亡。於是她和整個大家庭搬到了猶

日。她謹遵「愛是永不止息」的原則，

他州滿地富，她在那裡再度蒙召喚在慈

重新點燃爐火，做了一個蛋糕。那天深

助會會長團服務。

夜她來到鄰居家門時，那位姊妹淚水奪

帕米勒•湯普森將這項傳承傳給了

眶而出，說道：「我等了妳一整天，我剛

「婦女會的歷史是用文字及數字記錄下來的，然而婦女會的傳承卻是用心相傳的。」（亨利•艾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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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還在想這次妳真的忘了我了。」

有新生兒的母親，送餐食給她們。她是

泰瑞莎的女兒艾絲莉亞•西爾斯也

個天生的教師，對耶穌基督有著堅強的

熱愛慈助會。她每個星期二早上會趕著

見證；終其一生，她不但養育了自己的

把所有的衣服燙好，以便能參加星期二

13個孩子，並在慈助會的不同職務上為

下午的慈助會聚會。她在七十多歲時蒙

人服務、拯救靈魂。

召喚擔任支會慈助會會長。當時各支會

仁愛的傳承一直在這家族中延續下

需要為購買設備和舉辦活動籌募經費，她

去。譚納姊妹所有的女兒都在慈助會裡

帶領慈助會姊妹募得的捐款，不但足夠購

忠信地服務，她的孫女們也都遵循母親

買教堂的廚房設備，還多出1,000美元讓

所樹立的榜樣。 6

主教可以用來支應支會裡其他的需求。

愛心服務是每位慈助會成員的靈性

西爾斯姊妹的女兒艾絲莉亞•譚納

傳承。如艾寧會長所說：「當妳們協助

還是個年輕母親時，就蒙召喚擔任支會

他人在心中接受仁愛這項恩賜時，就是

慈助會會長。她的愛心服務經常是照顧

在將這傳承傳遞下去了。那些人接受之
後，再把它傳給其他人。慈助會的歷史
是用文字及數字記錄下來的，然而慈助
會的傳承卻是用心相傳的。」 7

「輪到我來服務了」
使徒保羅在細數許多具有極大信
心者的榜樣後，說道：「我們既有這
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
當慈助會的姊妹們彼此教導和服務時，基督純正
的愛會不斷地激勵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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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
終的耶穌。」 8

教會婦女的周遭有著許許多多的見
證人，包括「我們榮耀的母親夏娃」以
及「她許多忠信的女兒，她們曾活在各
世代，崇拜真實而活著的神。」9 神忠
信的女兒們可以跟隨這些見證人的腳
步，拋棄纏累他們的各種困難和誘惑，
奔那主擺在她們前頭的路程，不負她
們的殊榮。
每個世代都有高貴、仁愛、忠信、
聖潔的婦女。雖然這些婦女鮮少在歷史

母親可以跟自己的女兒分享慈助會的傳承。

上留名，但天父對她們知之甚詳。誠如
伊莉莎•舒所說的，那才是最重要的。

重傷，她們連忙搭飛機前往探視，但是

她說：「許多姊妹所做的工，在自家以

她繼父在她們抵達前就過世了。琳恩後

外無人知曉，在家中也可能未受讚賞，

來談到她們返家時的情形：

但這又有何妨? 如果妳所做的工為神所

「母親和我傷心疲憊地走下飛機階

悅納，不論職責多麼簡單，只要你忠信

梯時，站在飛機跑道上的一男一女走向

地完成，就一點也不需要覺得氣餒。」10

我們，伸出雙臂擁抱我們。那是我們的

忠信的慈助會姊妹發揮影響力的例

分會會長和慈助會會長。……

子不勝枚舉，下面的故事便是一例。在

「那段日子我們努力去面對〔繼

這例子中，有一小群婦女影響了一位名

父〕過世的事實，心中一片茫然。……

叫琳恩的年輕成人。由於琳恩看見這些

，但我們身邊隨時都有一位姊妹，靜靜

姊妹所作的服務，她下定決心當她成為

地在一旁守候提供幫忙──代為傳話或

慈助會姊妹時也要這麼做。

留言、應門、在我們打電話給親友時握

琳恩十六、七歲時，她和母親得知
消息，她的繼父在一個遙遠的城市身受

著我們的手。她們在那裡幫忙我們打
包，處理一切必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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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這一切後，我的感激之
情油然而生，我實在想不出該如何報

「支會裡有位年輕的母親（她也是

答這些親愛的姊妹們。我拼命地想要

我的朋友）突然失去了唯一的孩子，那

想出一個方法，但是最後腸枯思竭，

是個漂亮的3歲女兒，死於一種傳染病。

只好作罷。」

在她女兒死前，醫生甚至不知道病情如

多年後，琳恩結了婚、育有三名

此嚴重。慈助會另一位諮理和我一聽到

年幼子女，她那時被召喚到慈助會會

小蘿賓的死訊，就立刻趕來她家。我們

長團服務。有時候她不知道自己是否

走向陽台的紗門時，聽到孩子的父親（

能勝任她的召喚，不過她想起在繼父過

他不是教會成員）正在和他的母親講長

世時她所受到的服務。她心裡想著：「

途電話，同時不斷啜泣。他抬起頭，看

現在輪到我來服務了。」她分享了以下

到了我們，仍止不住啜泣地對著電話

的經驗：

說：『媽，不會有事的。摩爾門婦女來

「支會裡有位姊妹的十四歲女兒

了。』又是一次輪到我服務的機會。」

不幸過世，這位母親請我買一件漂亮

琳恩後來表示，當人們問她關於

的長禮服，並且請我幫她女兒穿上那件

對慈助會的感受時，她會告訴他們她受

禮服、準備入葬。我做到了──而且發

到服務和提供服務的那些經驗。她說：

現那是個非常溫馨的經驗。現在輪到我

「那就是我發自內心對慈助會的深切感

服務了，就像〔其他姊妹〕曾經為我服

受，以及為何我有這樣的感受。」 11

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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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機會。

世界各地的後期聖徒婦女對慈助會

「支會裡一位獨居的年長姊妹用藥

也有同樣這種「發自內心的深切感受」。

過量，自己一個人無助地捱了三天。慈

就像琳恩一樣，她們曾因慈助會的服務

助會另一位諮理和我到她公寓時，發現

而受益，而且她們知道現在是輪到她們

她還活著，我們在救護車到達之前幫她

運用仁愛和信心去服務的時候了。她們

清洗一番。隨後我們留下來，用消毒劑

以身為女兒、妻子、母親、姊妹、阿姨

刷洗公寓的牆壁和地板。這又是輪到我

（姑媽、嬸嬸、伯母）、探訪教師、慈

助會領袖、鄰居和朋友等不同的角色提供這

「我相信我們若

樣的服務。她們的服務有些是回應教會領袖

下定決心，要靠著

的指派，有些則是回應聖靈的細微提醒。她
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她
們，」因此她們已準備好「存心忍耐，奔那
擺在〔她們〕前頭的路程。」

天上父神的祝福去達成
某項特定的工作時，
神就會賜給我們能力
去完成那項工作。

「要領導世界，……
進行一切值得讚揚……的事情」
第六任總會會長約瑟F.•斯密會長敦促後

但我們若放棄，
變得沮喪，只是看著
山頂說，要爬上山頂
根本不可能，卻一點
也不努力，就永遠
無法完成那工作。」

禧伯•郭
參閱總會會長的教訓：
禧伯•郭 （2002），第37頁

「為現今的機會」（以斯帖記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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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聖徒婦女「要領導世界，尤其要領導

們和以斯帖一樣，忠信而勇敢地面對

世界上的婦女，進行一切值得讚揚、崇

種種艱難挑戰。她們找到了自己人生

高神聖、使人鼓舞，並使人類兒女得以

的目的。以斯帖的養父末底改問她：

淨化的事情。」他說：「妳們已經藉著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

神的先知的聲音，蒙召喚成為最重要、

的機會嗎?」 13 時，讓她有了這樣的領

最偉大、最美好、最純潔、最熱心行善

悟。她們也像聖經舊約裡的尼希米一

的人。」 12

樣，未曾偏離怠忽其神聖責任。當尼希

綜觀主復興的教會的歷史，基督

米的敵人試圖試探他，讓他停下重建耶

的女性門徒一直都不負這項標準。她

路撒冷城牆的職責時，他回答：「我現

在每個新世代中，慈助會姊妹都可以說：「現在輪到我們來服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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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理大工，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

一環。 16

見你們呢?」 14 他的敵人不斷試探他，

只要姊妹們遵從主賜給第一任慈

但是他始終堅定地忠於自己所肩負的重

助會會長的勸誡，祂的應許必定實現：

要事工。世人一直企圖說服教會婦女遺

「我實在告訴你，凡接受我福音的人，

棄神賦予她們的使命，但忠信的慈助會

都是我國度中的兒女。……把這世上

姊妹始終沒有「下去」。

的事放在一邊，追求一個較好世界的

在一切值得讚揚、崇高神聖、使人

事。……固守你立的聖約。」 17 先知約

鼓舞，並使人類兒女得以淨化的事情上

瑟•斯密告訴慈助會姊妹要「不負〔她

為人表率，是一項艱鉅的責任。此事向

們的〕此項殊榮」，他在提出這項勸誡

來都是如此。然而慈助會的每位姊妹並

時，也同時加上一項應許：「天使就會

非獨自承擔這項責任，她們歸屬於一個

成為妳們的友伴。……如果妳們純潔，

偉大組織，這組織是由聖職權柄建立起

沒有任何事物能阻礙妳們。」 18

來，並受到先知的教導和宣言所鞏固。
她們是神的女兒，具有神聖的責任。她
們是羔羊的約民，「在極大的榮耀中，
以正義，並以神的大能武裝起來。」 15
只要她們與其他忠信的聖徒團結合一，
學習先人的榜樣，便能克服塵世的種種
挑戰。她們能在世界各地和自己家中協
助建立神的國度。她們可以說：「現在
輪到我們了──輪到我們去服務，輪到
我們在慈助會的歷史上留下篇章。」她
們確信天父愛她們，並對耶穌基督的贖
罪大能有見證，因此，她們能超脫平凡
的思想和志向，成為「不平凡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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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助會

歷史的重要事件
1830年4月6日

1846年2月

1872年

教會成立。

聖徒開始離開納府。

慈助會贊助婦女典範
（Woman's Exponent） 發行。

1830年
約瑟•斯密為妻子愛瑪
接受一項啟示（見教約
第25篇）。

1842年3月17日
納府女性慈助會成立；愛瑪•
斯密蒙揀選為會長。

1846年
納府聖殿
奉獻。

1847年7月
1843年

第一個先驅者團隊抵達鹽湖谷。

1873年
慈助會姊妹受鼓勵，要接受醫
療訓練。

愛瑪•斯密和她的諮
理在伊利諾州納府的
各支會任命探訪
委員會。

1867年
百翰•楊請主教
重新在各支會
建立慈助會。

1844年6月27日
先知約瑟•斯密和哥哥海侖在
卡太基監獄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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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
生活革新長幼聯合協會
的年輕女士部門是為
女青年成立的。

1876年
德撒律蠶絲協會成立，
由琪娜•楊擔任會長。

1878年

1913年

1936年

初級會組織
是為兒童成立的。

「愛是永不止息」
成為慈助會的座
右銘。

總會會長團成立教會福利計畫。

1915年
慈助會開始發行
慈助會雜誌。

1882年
慈助會成立德撒律醫院。

1944年
探訪教師停止收集捐獻，改為
致力於施助所探訪的姊妹。

1954年
1916年
1890年
惠福•伍獲得一項啟示，
因此終止實行多重婚姻。

1893年
鹽湖聖殿奉獻。

貝拉•施百福率領美國代表團
參加國際婦女委員會。

探訪教師開始每個月與姊妹們討
論一則福音信息。

1918年
慈助會將200,000蒲式耳
（6,057,000公升）
小麥賣給美國政府。

1921年
慈助會成立產科醫院。

1956年
慈助會大樓於鹽湖城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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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1992年

2004年

慈助會社會服務部門併入教會福
利與社會服務處。

姊妹們參與自己社區內的服務
計畫，以慶祝慈助會成立150
週年。

慈助會、女青年和初級會總會會
長參加首次輔助組織全球領導人
訓練會議。

1971年
慈助會雜誌停刊，改由旌旗
取代。

2009年
1995年9月23日
1978年
婦女紀念花園的紀念碑在納府
奉獻。

慈助會成員人數達6百萬。

戈登•興格萊會長
在一場總會慈助會大
會上宣讀「家庭：
致全世界文告」。

姊妹們參加總會慈助會大會

2011年
教會慶祝福利計畫75週年紀念。

1978年9月16日
總會慈助會大會首度舉行。

1987年
每月一次的探訪教導信息納入
國際雜誌（今為利阿賀拿）和
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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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慈助會、大祭司小組和長老定
額組開始在星期天研讀相同的
課程。

總會
慈助會會長團
會長：愛瑪•斯密，1842-1844。第一諮
理：撒拉•克利夫蘭，1842-1844。第二
諮理：伊利莎白•惠尼，1842-1844。
會長：伊莉莎•舒，1880-1887（
見第41-87頁）。第一諮理：琪娜•
楊，1880-1888。第二諮理：伊莉沙白•
惠尼，1880-1882。
會長：琪娜•楊，1888-1901。第一諮
理：珍•理查，1888-1901。第二諮理：
拔示巴•斯密，1888-1901。
會長：拔示巴•斯密，1901-1910。第一
諮理：，安妮•海德1901-1909。第二諮
理：愛達•杜，1901-1910。
會長：艾默琳•威爾斯，1910-1921。第
一諮理：克萊蕾莎•威廉斯，1910-1921。
第二諮理：茱莉娜•斯密，1910-1921。
會長：克萊蕾莎•威廉斯，1921-1928。
第一諮理：珍妮• 耐特1921-1928。第
二諮理：露薏絲•羅賓孫，1921-1928。
會長：露薏絲•羅賓孫，1928-1939。
第一諮理：艾美•列曼，1928-1939。
第二諮理：茱莉亞•柴德，1928-1935；
凱特•拔克，1935-1939。
會長：艾美•列曼，1940-1945。第一諮
理：瑪夏•郝威爾，1940-1945。第二諮
理：唐娜•蘇倫森，1940-1942；貝拉•
施百福，1942-1945。

會長：貝拉•施百福，1945-1974。第
一諮理：瑪麗安•夏普，1945-1974。
第二諮理：歌竹•葛夫，1945-1947；
薇瑪•西門森，1947-1956；海倫•
安德生，1957-1958；露薏絲•麥得
遜，1958-1974。
會長：芭芭拉•斯密，1974-1984。第一
諮理：喬娜斯•肯農，1974-1978；瑪麗
安•波義爾，1978-1984。第二諮理：
瑪麗安•波義爾，1974-1978；雪莉•
多馬，1978-1983；安恩•李斯，19831984。
會長：芭芭拉•烏因達，1984-1990。
第一諮理：喬依•伊凡，1984-1990。
第二諮理：喬雁•德西，1984-1990。
會長：依蓮•傑克，1990-1997。第一諮
理：岡崎慧子，1990-1997。第二諮理：
愛琳•柯萊德，1990-1997。
會長：瑪麗•史穆，1997-2002。第一諮
理：維吉尼亞•簡森，1997-2002。第二
諮理：雪麗•杜，1997-2002。
會長：邦妮•帕肯，2002-2007。第一諮
理：凱薩琳•休斯，2002-2007。第二諮
理：安恩•平桂，2002-2007。
會長：茱麗•貝克，2007年起。第一諮
理：絲薇雅•歐瑞，2007年起。第二諮
理：芭芭拉•湯普森，2007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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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14. Helen Mar Whitney, “Scenes
and Incidents at Winter Quarters,” Woman's Exponent, Dec.
1, 1885, 98.
15. Wallace Stegner, The Gathering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Mormon Trail (1981), 13.
16. 阿爾瑪書34：28。
17. Emmeline B. Wells,“After the
Days of Nauvoo,”in Record of
the Relief Society from First Organization to Conference, Apr.
5, 1892, Book II,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34–35; spelling and
capitalization standardized.
18. Brigham Young,“Remarks,”
Deseret News, Oct. 15, 1856,
252.
19. Lucy Meserve Smith, “Historical Sketches of My Great
Grandfathers,” manuscript,
Special Collections, Marriott
Library, University of U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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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4; spelling, capitalization,
and punctuation standardized.
20. 摩羅乃書7：47。
21. Lucy Meserve Smith, “Historical Sketches of My Great
Grandfather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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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Journal of Wilford Woodruff,
Dec. 26, 1866,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 Brigham Young,“Remarks,”
Deseret Evening News, Dec. 14,
1867, 2;亦見總會會長的教訓：
楊百翰（1997），第133頁。
3. Joseph Smith, in Relief Society Minute Book, Nauvoo,
Illinois, Apr. 28, 1842, Church
History Library, 38; spelling
standardized.
4. Eliza R. Snow, “Female Relief
Society,”Deseret News, Apr.
22, 1868, 81.
5. Eliza R. Snow,“Female Relief
Society,” 81.
6. Eliza R. Snow, in Relief Society
Minutes, Third Ward, Salt Lake
Stake, Sept. 23, 1868,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7.
7. Brigham Young, quoted in The
Personal Writings of Eliza Roxcy
Snow, ed. Maureen Ursenbach
Beecher (1995), 35.
8. 教義和聖約25：7。
9. Eliza R. Snow,“Female Relief
Society,” 81.
10. Brigham Young, “Remarks,”
Deseret News Weekly, May
13, 1868, 3; punctuation
standardized.
11. In Susa Young Gates, History of
the Young Ladies' Mutu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1911),
9–10.
12. Eliza R. Snow, in Senior and Junior Cooperative Retren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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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Minutes, Feb.
20, 1875, type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punctuation
standardized.
13. 1869年5月27日，伊莉莎•舒致
馬利亞•萊特納之信函，教會
歷史圖書館。
14. Eliza R. Snow, “An Address by
Miss Eliza R. Snow,”Millennial
Star, Jan. 13, 1874, 18.
15. 見教義和聖約第132篇。
16. Eliza R. Snow, in Relief Society
Minutes, Fifteenth Ward,
Salt Lake Stake, Jan. 6, 1870,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40;
punctu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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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n “Great Indignation Meeting,” Millennial Star, Feb. 22,
1870, 115.
18. “The Mormon Question,”
New York Times, Feb. 8, 1870, 1.
19. “Mormon Women in Council,”
New York Herald, Jan. 23, 1870;
quoted in Deseret News, Feb.
16, 1870, 23.
20. Wilford Woodruff,
“Remarks,”Deseret Weekly,
Nov. 14, 1891, 660.
21. 1890年10月6日，琪娜•楊日
記，教會歷史圖書館。
22. Helen Mar Whitney, A Woman's
View: Helen Mar Whitney's
Reminiscences of Early Church
History, ed. Richard N. Holzapfel and Jeni B. Holzapfel (1997),
140.
23. See Andrew Jenson, Latter-day
Saint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4 vols. (1901–36), 1:695.
24. Eliza R. Snow, in Tenth Ward
Relief Society Minutes, Jan. 22,
1874,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4; punctu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standardized.
25. Emily S. Richards, in “General
Conference Relief Society,”

Woman's Exponent, Dec. 1901,
54.
26. In “Emily S. Richard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Bulletin: Dedicatory Services
for Naming and Dedication of
Twelve Buildings, May 7, 1957,
21.
27. 參閱賓塞•甘，「正直婦女的責
任」，1980年3月，聖徒之聲，
第133頁。
28. 見總會會長的教訓：百翰•楊，
第168-169頁。
29. Brigham Young, “Remarks,”
Deseret News Weekly, May 13,
1868, 3.
30. Eliza R. Snow, “Female Relief
Society,” 81.
31. Brigham Young, “Remarks,”
Deseret News Weekly, May 13,
1868, 3.
32. Emmeline B. Wells, “Be Wise
and Hearken to Counsel,”
Woman's Exponent, Nov.
1, 1876, 84; pun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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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arah Howard, in “General
Meeting of Central and Ward
Committees,” Woman's Exponent, Dec. 1, 1876, 99.
34. John Taylor, “Discourse by
Prest. John Taylor,” Deseret
News, Apr. 9, 1879, 147.
35. Emmeline B. Wells, “Sisters Be
in Earnest,” Woman's Exponent, Oct. 15, 1876, 76.
36. See Jill Mulvay Derr, Janath
Russell Cannon, and Maureen
Ursenbach Beecher, Women of
Covenant: The Story of Relief
Society (1992), 165–66.
37. See “Church Wheat to Be
Turned Over to Government,”
Deseret Evening News, May 20,
1918, 1.

38. Eliza R. Snow, “An Address,”
Woman's Exponent, Sept. 15,
1873, 63.
39. Emmeline B. Wells, “Zina D. H.
Young—A Character Sketch,”
Improvement Era, Nov. 1901,
45.
40. Eliza R. Snow, “An Address
by Miss Eliza R. Snow,” 20;
punctuation standardized.
41. Emma Andersen Liljenquist, in
Our Pioneer Heritage, comp.
Kate B. Carter (1963), 6:445–46.
42. “Deseret Hospital,” Woman's
Exponent, Aug. 1, 1882, 36.
43. Diary of Emmeline B. Wells, Jan.
4, 1878, Harold B. Lee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un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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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艾默琳•威爾斯日記，1895年8
月1日。
45. Eliza R. Snow, “An Address by
Miss Eliza R. Snow,” 21.
46. Eliza R. Snow, Poems: Religious,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1856),
1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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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These War Times,”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July
1917, 364.
6. 見摩羅乃書7：46-47。
7. Joseph F. Smith, in Minutes of
the General Board of Relief
Society, Mar. 17, 1914, Church
History Library, 54–55.
8. In “Notes from the Fiel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Sept.
1917, 512.
9. Emmeline B. Wells, “The Grain
Question,” Relief Society
Bulletin, Sept. 1914, 1–2.
10. Amy Brown Lyman, “Social
Service Work in the Relief Society, 1917–1928,” type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
11. Clarissa S. Williams, in “Relief
Society Gives Hard Job to
General Head,”Deseret News,
Sept. 23, 1925, section 2, page 1.
12. Gladys Robison Winter, in The
Life and Family of Louise Yates
Robison, comp. Gladys Robison
Winter,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3. See Evelyn Hodges Lewis, interview by Loretta Hefner, Sept.
1979, tran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 Emmeline B. Wells, Clarissa S.
Williams, and Julina L. Smith,
“Resolutions of Relief Society,” Woman's Exponent, Nov.
1913, 79.

14. Louise Y. Robison, “Officers’
Meeting,”Relief Society Magazine, May 1935, 272.

2. 哥林多前書13：8；摩羅乃書7
：46；see also General Board
Minutes, 1842–2007, July 3,
1913,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6. 參閱多馬•孟蓀，「個人及家庭
福利的指針」，1987年2月，聖
徒之聲，第7頁。

3. Joseph Smith, in Relief Society
Minute Book, Nauvoo, Illinois,
June 9, 1842, Church History
Library, 63.
4. 摩羅乃書7：47。
5. Emmeline B. Wells, Clarissa S.
Williams, and Julina L. Smith,
“Epistle to the Relie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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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ct. 1936, 3.

17. Harold B. Lee, “Pla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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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Plan,”Relief Society
Magazine, Mar. 1937,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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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oseph L. Wirthlin, “Relief Society—An Aid to the Bishops,”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June
1941, 417.

19. “Memo of Suggestion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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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my Brown Lyman, in
Mayola R. Miltonberger, Fifty
Years of Relief Society Social
Services (1987), 2; cap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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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培道•潘，未出版手稿。
22. Maria Speidel, in “Notes from
the Field,”Relief Society Magazine, Feb. 1946, 123.
23. John Zippro, “Life Story of John
Zippro,”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oted in Jill Mulvay
Derr, Janath Russell Cannon,
and Maureen Ursenbach
Beecher, Women of Covenant:
The Story of Relief Society
(1992), 301–2.
24. Eva M. Gregerson, in “Notes
from the Fiel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Feb. 1946, 118.
25. Hugh B. Brown, in “Notes
from the Fiel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Oct. 1944, 591–92.
26. See Hedwig Biereichel, in Roger
P. Minert, In Harm's Way: East
German Saints in World War II
(2009), 209.
27. See Jennifer A. Heckmann, in
Nathan N. Waite, “Steadfast
German Saints,” BYU Magazine, Winter 2010, 57.
28. Amy Brown Lyman, In Retrospect (1945), 160–61.
29. 摩羅乃書7：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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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ear,”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Jan. 1947, 3.
3. 參閱培道•潘，1998年7月，聖
徒之聲，第80-81頁。
4. 參閱培道•潘，「姊妹圈子」，
1981年4月，聖徒之聲，第158160頁。
5. 亨利•艾寧，「歷久不衰的慈助
會傳承」，2009年11月，利阿
賀拿，第124頁。
6. 培道•潘，「姊妹圈子」，第
160頁。
7. 培道•潘，1998年7月，聖徒之
聲，第82頁。
8. George Albert Smith, “Address
to Members of Relief Society,”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Dec.
1945, 717.
9. See Belle S. Spafford, “A
Relief Society Building to Be
Erected,”Relief Society Magazine, Dec. 1945, 751–53.
10. Belle S. Spafford, “Joy in Full
Measure,”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Nov. 1948, 725.
11. David O. McKay, “Dedicatory
Prayer of the Relief Society
Building,”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Dec. 1956, 789.
12. 參閱培道•潘，1981年4月，聖
徒之聲，第161-162頁。
13. Belle S. Spafford, interview by
Jill Mulvay [Derr], Jan. 20, 1976,
tran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27.
14. Belle S. Spafford, A Woman's
Reach (1974), 98; paragraphing
altered.
15. 參閱絲薇雅•歐瑞，「每位婦
女都需要婦女會」，2009年11
月，利阿賀拿，第115-116頁。
16. See Olga Ková ová Campora,
“Fruits of Faithfulness: The
Saints of Czechoslovakia,”
in Women Steadfast in Christ
(1992), 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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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參閱賓塞•甘，「正直婦女的責
任」，1980年3月，聖徒之聲，
第140頁。
18. Elaine L. Jack, interview by Julie B. Beck, Feb. 10, 2009, tran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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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laine L. Jack, interview by
Julie B. Beck, Feb. 10, 2009;
capitalization and pun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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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參閱多馬•孟蓀，「慈助會的偉
大力量」，1998年1月，聖徒之
聲，第20頁。
21. 茱麗•貝克，「達成慈助會的
目的」，2008年11月，利阿賀
拿，第110頁。
22. 參閱培道•潘，「姊妹圈子」，
第158頁。
23. 參閱培道•潘，1998年7月，聖
徒之聲，第82頁。
24. 參閱培道•潘，「姊妹圈子」，
第160頁。
25. 參閱多馬•孟蓀，「仁愛永不
止息」，2010年11月，利阿賀
拿，第124-125頁；亦見經文指
南，「仁愛」，摩羅乃書7：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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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茱麗•貝克，「慈助會：神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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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History Library,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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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 Church Histor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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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ne Richards, in “R. S. Reports,” Woman's Exponent,
Sept. 1907, 24.
11. Minutes of General Board of
Relief Society, Apr. 19, 1944,
Church History Library, 39–40.
12. Belle S. Spafford, interview by
Jill Mulvay [Derr], Dec. 1, 1975,
tran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3. Belle S. Spafford, interview by
Jill Mulvay [Derr], Dec. 8, 1975,
tran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14. 參閱亨利•艾寧，「歷久不衰的
慈助會傳承」，2009年11月，
利阿賀拿，第123頁。
15. Julie B. Beck, “‘Strengthen
Thy Stakes’: Strong and
Immovable in Faith,” in
Awake, Arise, and Come unto
Christ: Talks from the 2008 BYU
Women’s Conference (Deseret
Book, 2009), 86–87; Portuguese
translation revised.
16. Joseph Smith, in Relief Society
Minute Book, Nauvoo, Illinois,
Apr. 28, 1842, 38.
17. 參閱賓塞•甘，「小小的服務」
，1976年12月，聖徒之聲，第1
頁。

18. 參閱多馬•孟蓀，2009年11月，
利阿賀拿，第85頁。

Difference,” Church News,
June 12, 1982, 2.

19. 迪特•鄔希鐸，「幸福是妳們的
傳承」，2008年11月，利阿賀
拿，第120頁。

33. 芭芭拉•烏因達，「共同努力：
與總會慈助會會長團的一席
話」，1985年10/11月，聖徒之
聲，第11頁。

20. 參閱賓塞•甘，「探訪教師」
，1978年12月，聖徒之聲，第2
頁；亦見教義和聖約20：53-54
。
21. Camilla Kimball, in Caroline
Eyring Miner and Edward L.
Kimball, Camilla: A Biography
of Camilla Eyring Kimball
(1980), 175.
22. 參閱凱西•韓福瑞，「堅強的手
和慈愛的心」，2004年12月，
利阿賀拿，第26-27頁。
23. Quoted by Mary Ellen Smoot, in
interview by Julie B. Beck, May
20, 2009, transcript, Church
History Library.
24. 參閱「堅強的手和慈愛的心」，
第29頁。
25. 參閱賓塞•甘，「探訪教師」，
第3-4頁。
26. 參閱維吉尼亞•簡森，「漣漪」
，2001年1月，利阿賀拿，第
109頁。
27. 參閱瑪麗•史穆，1998年1月，
聖徒之聲，第13頁。
28. 參閱賓塞•甘，「探訪教師」，
第4-5頁。
29. 絲薇雅•歐瑞，「愛是永不止
息」，2011年11月，利阿賀拿，
第115-116頁。
30. Elaine L. Jack, in Jaclyn W.
Sorensen,“Visiting Teaching—Giving Selfless Service in
a Loving Sisterhood,” Church
News, Mar. 7, 1992, 5.
31. Vivien D. Olson, “The Visiting
Teacher Who Made a Difference,” Church News, May 15,
1982, 2.
32. Hope Kanell Vernon, “The
Visiting Teacher Who Made a

34. Robyn Romney Evans,“In the
Vineyard,”Ensign, Mar. 2004,
21–23.
35. Lorenzo Snow, in “Prest. Snow
to Relief Societies,”Deseret
Evening News, July 9, 1901, 1;
quoting James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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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閱依蓮•傑克，1997年1月，
聖徒之聲，第8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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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from an Auto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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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from an Auto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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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 Book, Nauvoo,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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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條1：7。
10. Amanda Barnes Smith, in Edward W. Tullidge, The Wome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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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教會簡史（1996），第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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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from an Autobiography,”
Woman's Exponent, Aug. 1,
1878, 33.
12. Joseph Smith, quoted by Mercy
Fielding Thompson, in “Recollections of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Juvenile Instructor,
July 1, 1892, 400.
13. 教義和聖約95：8。
14. 教義和聖約97：28。
15. 教義和聖約97：13-14。
16. 教義和聖約124：28，40。
17. Elizabeth Ann Whitney, “A
Leaf from an Autobiography,”
Woman's Exponent, Fe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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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見教義和聖約84：19-22。
19. Joseph Fielding Smith, “Relief Society—an Aid to the
Priesthood,” Relief Society
Magazine, Jan. 1959, 5–6.
20. 羅素•納爾遜，2006年5月，利
阿賀拿，第37頁。
21. 李察•司考德，「輔助組織的教
義根據」，2004年1月10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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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達林•鄔克司，1992年7月，聖
徒之聲，第32頁；引用哥林多
前書11：11。
23. 達林•鄔克司，1992年7月，聖
徒之聲，第32頁；引用教義和
聖約14：7。
24. 見教義和聖約68：25-28。
25. Bruce R. McConkie, in Conference Report, Sydney Australia
Area Conference 1976, 34；引
用摩西書5：11。
26. 「家庭：致全世界文告」，本書
第167頁。
27. 參閱達林•鄔克司，2005年11
月，利阿賀拿，第24，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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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未出版手稿；作者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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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History Library.
33. Bathsheba W. Smith, “Official
Announcement,”Woman's
Exponent, Jan. 1, 190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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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2006年6月，利阿賀
拿，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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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第32頁。
11. 見教義和聖約138：38-39；摩西
書5：10-12。
12. 見創世記第27～28章；亦見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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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紅衣的基督，蜜娃•鐵丘繪。©IRI。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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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頁 朗卓•舒（局部），路易斯•藍賽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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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助會歷史的重要事件
第182頁 愛 瑪 • 斯 密 （ 局 部 ） ， 格 林 • 理 查 繪 。
©1941 IRI。
成立慈助會（局部），娜汀•巴頓繪。
©1985 IRI。
先驅者婦女（局部），茱莉•羅傑斯繪。
©Julie Rogers。
約瑟與海侖殉教（局部），蓋瑞•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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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 三畫 ─
大比大，新約時代有美德的婦女
典範，5-6
女青年組織，58
小麥：百翰•楊鼓勵姊妹們種植
和收成∼，52；艾默琳•威爾
斯論儲藏∼，52-53，54，66
；約翰•泰來給弟兄們有關∼
的忠告，53-54；姊妹儲藏∼
的努力，53；賣給給美國政
府，54，66–67；用來援助許
多人，54
小路賓•克拉克與教會其他領袖
開會，討論計畫與課程的簡
化，74

情誼，99–101；約瑟•斯密
教導∼，23；主對於∼感到喜
悅，106。亦見幫助有需要的人
公開演講，49–51
天父：與∼共享永生，97；幫助
我們完成偉大的事情，179；
認識祂的女兒，xii，177；∼
的愛，181；∼為我們的救恩
和幸福所訂的計畫，xii，51，
143，166，171；向∼祈禱，
47，55–56，130-131；使家庭
與∼結合的印證教儀，134。
亦見神的女兒；信心
天使，忠信慈助會姊妹的友伴，
181
巴羅，伊利莎白，將慈助會傳承
傳給她的家人，174
父神。見天父

─ 四畫 ─
仁愛：∼與耶穌基督的贖罪，
173–174；慈助會的一項基本
原則，45，63，70，171；
戰爭與和平時期的一股支持
力量，64–65；慈助會的傳
承，86，172–176；家中的∼
，19，151；透過服務展現∼
，176–178；多馬•孟蓀談∼
，99–101；早期後期聖徒之中
的∼榜樣，21–25，30–37；
在考驗時刻的∼榜樣，67–70
，74–79；愛瑪•斯密和約
瑟•斯密樹立的∼典範，24
；慈助會的座右銘包含∼，
63，174；探訪教導時的∼，
116–120；絲薇雅•歐瑞向母
親學習∼，92；∼能鞏固姊妹

─ 五畫 ─
世俗，棄絕∼，45
以斯帖，信心與勇氣的榜樣，180
以撒和利百加，確保不會失去聖
約，150
冬季營，31
出版事業，57–58
司考德，李察：論家庭是正義生
活的基礎，134；論聖職支持
家庭，134
史百德，馬利亞，論在逆境中信
賴主，76

史特那，華勒斯（Stegner,
Wallace），論早期的後期聖徒
婦女，34–35
史穆，瑪麗：∼與諮理，論身為
神的女兒的意義，172；論慈
助會姊妹幫助人們感受救主的
愛，117；論需要忠信的探訪
教師，118
尼西米，是信心和勇氣的榜樣，
180–181
母親，母職：護衛∼，157–159；
對摩爾門經裡的年輕戰士所造
成的影響，150；婦女永恆本質
的一部分，156；∼在屬性方面
的角色，75；婦女受鼓勵留在
家中，75
甘，莎拉：∼與慈助會的起源，
11，25；∼與儲藏小麥的工
作，53；論探訪教導，108
甘，普莉珊狄亞論缺乏男子幫忙
後期聖徒先驅者團隊，31
甘，嘉美娜論她擔任探訪教師所
作的努力，113–114
甘，賓塞：將探訪教導與家庭教
導相比較，113；論培養基督般
的品格，5；論在正義後期聖徒
的生活中瞥見天堂，162；論
神藉著其他人來滿足我們的需
要，112；論教會因姊妹榜樣所
發揮的影響力而成長，95；論
慈助會姊妹研讀經文，50；論
抵禦破壞家庭的各種勢力，160
；論後期時代正義婦女的崇高
召喚，145，165；論慈助會
的潛力，142；論正義並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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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表達自我的慈助會姊妹具
有強大的影響力，50–51，95
；論探訪教師幫助他人跟從救
主，116；論探訪教導是拯救靈
魂的一種方式，117；論懂得珍
惜歷史的婦女，xii
生產蠶絲，52
白朗，壽，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的仁愛榜樣，78

─ 六畫 ─

自立：培養∼，51；在經濟大蕭
條期間培養∼，70–72；1800
年代後期慈助會姊妹之中∼的
榜樣，51-58
艾寧，亨利：論仁愛與耶穌基督
的贖罪，173–174；論慈助會
姊妹與聖職持有人之間的互相
敬重，140；論分享仁愛這項慈
助會的傳承，85–86，173–174
，176；論受靈感啟發的探訪教
導模式，110
西爾斯，艾絲莉亞，將慈助會傳
承傳給她的家人，176

亦見仁愛
亦見家庭（家人）
伍，惠福：論人們完成神召喚他
們去做的事，31；論撰寫宣
言，47– 48
先驅者：在離開納府時固守
聖約，29-30；∼的生活條
件，30–35；在∼之中的服
務，32–37
列曼，伊莉莎，論在子女死亡時
獲得及給予安慰，32-33
列曼，艾美：∼與探訪教導原始
方式的改變，108–109；擔任
慈助會社會服務部門主任，67
；強調母親需要留在家中，157
；論擔任慈助會領袖的經驗，
79；論慈助會的壯大，78；
論見證的力量，79；論慈助會
領袖與聖職領袖之間的團結合
一，75
印第安學生安置計畫，75-76
多重婚姻：早期後期聖徒婦女捍
衛∼，46– 49；美國政府通過
法律，禁止∼，46
成為母親：是所有婦女的一項責
任，156；沒有子女的婦女尋找
∼的機會，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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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畫 ─
利阿賀拿雜誌，58
投票，∼權，57
改進。見摒除（革新）
李，海樂：論達到自立，53；論
聖殿是世上能獲得聖職圓滿祝
福的唯一地方，133；論最重要
的事工是在自己家裡，160；論
聖職領袖與慈助會領袖的團結
合一，73
杜，雪麗：論所有忠信的教會成
員能夠獲得的聖職祝福，128；
論沒有子女的婦女找到其他方
法當母親，154
見證：在慈助會聚會中分享∼
，49–51；透過∼而來的力
量，78-79
谷瓦洛娃，奧嘉，∼的歸信與服
務，92–95
貝克，茱麗：論慈助會全力動員
來鞏固家庭，96–97；論養育
與家政，157；論獲得個人啟
示，並根據啟示採取行動，158
；論她是個年輕母親時，從慈

助會獲得力量， 96–98；論慈
助會姊妹為基督的門徒，7；論
教會在家庭方面的神學觀，150
；論探訪教師效法耶穌基督的
榜樣，105

─ 八畫 ─
亞當和夏娃：∼的聖約關係，135
；共同教導子女，135，150
使用本書的方法，xii–xiv
姊妹情誼，慈助會的∼，79，
83–101，139，155，172
孟蓀，多馬：論藉著信心完成
奇蹟般的事，91；論表達仁
愛，99–101；論福利計畫的
目標，72–73；論成為主在世
上的手，為人服務，103，112
；論慈助會在提升識字能力方
面的努力，96；論安德魯颶風
過後，弟兄姊妹同心協力地工
作，141–142
帕肯，邦妮：論在家中培養仁
愛，152；論在慈助會聚會中
獲得力量，155–156；論家庭
文告，148
服務。見仁愛；幫助有需要的
人；探訪教導
服裝，神聖的∼，134
林哲昆斯，愛瑪，論學習醫療保
健的經驗，55–56
社會服務部門：是服務部門而非
救濟機構，67–68；併入教會福
利和社會服務處，74；在家庭
福利方面提供訓練，68；與美
國政府合作，72
初級會組織，58

門徒：新約時代婦女中的∼，
xi，3–6；今日婦女中的∼，
xi，7，105，180
阿瓦倫加，希爾達，擔任分會
慈助會會長時照顧姊妹們，
91-92
非比，於新約時代在教會中擔任
事工，6

─ 九畫 ─
信心：迎向挑戰的∼與勇氣，51
；提升∼是慈助會的一項基本
原則，xi，xiii，7，17–18，84
，155，171；對天父和耶穌基
督的∼，xi，3，17–18，29–32
，51，70，159， 173–174
奎格森，夏娃論丹麥聖徒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幫助挪威人
民，77–78
威廉斯，克萊蕾莎：關心婦女
及兒童的生活條件，66–67
，69-70；論改善貧困家庭的生
活，69-70；論慈助會透過愛所
成就的事，74；作好準備擔任
總會慈助會會長，69
威爾斯，艾默琳：∼與諮理，論
忠於慈助會的基本原則，63；
∼與諮理，論在戰爭時期過和
平的生活，64；擔任婦女典
範（Woman's Exponent）編
輯，57；與她的諮理共同擬定
慈助會座右銘，63；論幫助婦
女在靈性與教育上進步，57；
論向過去的婦女典範學習，64
；論琪娜•楊在醫藥領域的服
務，55；論姊妹們一直忠於慈
助會的目的，27，35-36；論
儲藏小麥，52-53，54，66；
∼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之前的
準備，63

宣言，47– 48
故事：某個家族世代相傳著慈助
會的傳承，174–176；娥曼達•
斯密獲得預言恩賜來照顧她的
兒子，130-131；一位原本不
理睬探訪教師的姊妹，後來尋
求她的支持，114；一位慈助會
會長在一場地震之後協助姊妹
們，86–87；一位慈助會姊妹
決定該輪到她來服務了，177178；美國的姊妹們在貧困的情
況下提供服務，69；一位單親
媽媽透過她所訂立的聖約獲得
鞏固，137–138；一位姊妹漸漸
愛上她從事探訪教導時所服務
的許多姊妹，120–123；一位
姊妹得知，她製作的棉被已在
國外幫助了有需要的人，66；
一位女青年對於先知關於母職
的教導表示感激，159；慈助會
的起源，11–12；貝拉•施百福
聽從喬治•斯密的忠告去發揮
她的影響力，88–91；培道•
潘和唐娜•潘拜訪捷克斯洛伐
克的慈助會，84–85；達林•
鄔克司與芭芭拉•烏因達共同
商議與教會婦女有關的重要議
題，141；達林•鄔克司的母親
在丈夫過世後帶領家庭，137
；丹麥聖徒將食物分給挪威聖
徒，78；伊利莎白•惠尼歸信
了復興的福音，128-129；伊
莉莎•列曼在子女死亡時獲得
及給予安慰，32-33；愛倫•
道格拉斯在遭遇困難時付出和
獲得仁愛，24-25；艾蜜莉•
理查培養出自信心，能公開演
講，49–50；愛瑪•林哲昆斯在
擔任護士時獲得靈感，55–56
；以斯帖展現出信心和勇
氣，拯救了她的族人，180；
後期聖徒家中奉行福音的榜
樣，162–165；潔若婷•班加特

協助巴西姊妹在巴西施行探訪
教導，111-112；儘管面對考驗
和危險，可竹•齊普洛仍擔任
慈助會會長，76-77；禧伯•郭
召喚露薏絲•羅賓孫在總會慈
助會會長團服務時，給她安心
的保證，71；海葳•畢芮考送
食物給俄國的戰犯，78-79；希
爾達•阿瓦倫加照顧她分會慈
助會的姊妹們，91-92；耶穌基
督邀請馬大和馬利亞作祂的門
徒，3– 4；約瑟•斯密成立納府
女性慈助會，12–13；約瑟F.•
斯密看見慈助會姊妹為一個有
需要的家庭服務，106–107；
茱麗•貝克是個年輕母親時，
得到慈助會的支援，96–98；
露西•梅索•斯密帶領其他姊
妹，為手推車先驅者提供服
務，36-37；瑪麗•斯密帶領
並養育子女，151–152；瑪蒂
妲•道利率領其他姊妹為困苦
的美國印第安人服務，36；尼
西米拒絕放棄他重建耶路撒冷
的工作，180–181；奧嘉•谷
瓦洛娃接受福音，在神國中服
務，92–95；慈助會姊妹為實
行多重婚姻辯護，46– 49；慈
助會姊妹為人服務，藉此紀念
慈助會成立150週年，95-96
；聖徒在納府聖殿牆上留下信
息，30；聖徒在離開納府之
前接受聖殿的祝福，29-30；
莎莉•倫道在代替死者受洗
一事上得到安慰，20–21；姊
妹們提及對探訪教師的感激之
情，119–120；賓塞•甘提及
他多次瞥見天堂，162；泰瑞
莎•寇帶蛋糕去為一位朋友慶
生，175–176；多馬•孟蓀遇
見一位因慈助會識字計畫而受
益的婦女，96；兩位姊妹得到
靈感啟發，知道如何幫助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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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人，114–116；探訪教師
為有需要的姊妹服務，118；在
一場颶風過後，弟兄姊妹們合
力救災，141-142；婦女聽到手
推車先驅者受苦的情形，於是
捐出了襯裙，36-37
施百福，貝拉：∼與諮理，論慈
助會醫治的使命，84；遵從喬
治•斯密的忠告去發揮她的影
響力，88–91；收集水果，再
分送出去，73；論探訪教導的
最初方式之改變，109；論排定
優先順序，xiii；論慈助會一貫
不變的目的，86；論慈助會好
母親的影響力，156；論探訪教
師的影響力，109–110；論慈助
會大樓，88
柯克，瑪格麗特，∼與慈助會的
起源，11，25
洪德，豪惠：論鞏固家庭，157；
論神的女兒的神聖權利，85
研讀本書，xii–xiv
耶穌基督：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
者，177；效法∼的榜樣，105
，112；幫助他人感受∼的愛，
117；幫助他人跟從∼， 95，
116-117；邀請馬大和馬利亞
當祂的門徒，3– 4；∼的塵世
使命，3– 4；在童年時期由馬
利亞和約瑟養育，150；慈助會
姊妹對∼的忠誠， 172；對婦
女特別關心愛護，3；∼的教導
能使家庭生活幸福和樂，147，
167；對∼的見證能引導我們的
視野，59。亦見耶穌基督的贖
罪；仁愛；門徒；信心
耶穌基督的贖罪：讓家庭永遠印
證在一起，150；是仁愛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173–174；透過
∼找到力量，76；幫助我們超
脫平凡的思想和志向，18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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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證，幫助我們準備好進
入聖殿，21
胡適令，約瑟L.，論慈助會會
長在福利計畫中所扮演的角
色，73

家庭：致全世界文告：∼全文，
166–167；有關∼的心得感
想，147–149
桑伯格，芭比，在地震後獲得慈
助會會長的協助，86–87
殊榮（特權），不負此項∼，169
，171

─ 十畫 ─
倫道，莎莉，在代替已逝者受洗
一事上得到安慰，20–21
夏娃：∼與亞當的聖約關係，135
；∼與亞當共同教導子女，135
，150；∼與忠信的女兒崇拜
神，177
家（家庭）：力量的核心，155–
157；∼中的正義榜樣，162–
165。亦見家庭（家人）
家政：∼與照顧養育，157；∼的
藝術，156
家庭（家人）：∼與聖職，134–
138；夫妻之間在∼中的聖約
關係，134–136；捍衛∼，
157–159；約瑟•斯密和早期
慈助會姊妹為鞏固∼所作的
努力，18–21；∼中的正義榜
樣，150，162–165；致全世
界的∼文告，166–167；供應
∼屬世生活的必需品，51；
慈助會教導姊妹在∼中應盡的
責任，152–159；有關∼的啟
示，18–20；鞏固∼是慈助會
的一項基本原則，xi， xiii，
7，17，18–21，29，41，
67–70，75，79，84，86–
87，96–97，117-118，
134，152–159，171，172；
鞏固∼是聖職的一項根本目
的，134，152；透過聖殿教儀
鞏固∼，20–21；有關∼的教
導，149–151，159–161；是正
義生活的基礎，134，149

泰來，約翰：召喚總會女青年和
初級會會長團，58；論慈助會
組織成立時的喜悅心情，14；
論促進他人的福祉，65；論儲
藏小麥，53-54；參與第一次
慈助會聚會，12–14；約瑟•
斯密和海侖•斯密殉教時在現
場，29
烏因達，芭芭拉：論姊妹們參與
教會議會會議，141；論家政的
藝術，156；論教會弟兄姊妹的
團結合一，140-141；論探訪教
導使探訪教師蒙受祝福，120；
與丈夫一起拜訪捷克斯洛伐克
的一個慈助會，94–95
班加特，潔若婷，協助巴西姊
妹在巴西施行探訪教導，
111-112
神的女兒：因聖職能力而蒙受祝
福，127；∼的神聖權利，85
，143；婦女記得自己是∼，是
很重要的事，171–172，181；
∼的無限價值，xii；在前生就
認識並崇拜神，166
神聖的服裝，134
納府，從∼離境，29–30；慈助會
在∼成立，12；在∼所作的服
務，21–25；在∼建造聖殿，11
納府聖殿：協助∼的建築工人，
11；聖徒離開納府時，在∼
牆上寫的信息，30；數千名
聖徒在∼接受恩道門和印證教
儀，29

納爾遜，羅素，論家庭藉由聖職
能力印證在一起，134
馬大與馬利亞，是耶穌基督的門
徒，xi，3– 4

使∼更有成效的建議，123；
在∼時教導和見證，116-117
教會議會，141
教儀，透過∼而來的祝福，15，
128-129。亦見聖約；聖職

─ 十一畫 ─

啟示，每位姊妹獲得個人∼的能
力，45-46，158

區克鄔拉，佛蘿倫斯，擔任探訪
教師時獲得靈感，115-116

旌旗雜誌，58

參與社區事務，慈助會姊妹∼，
65，75-76
培勒，羅素：論姊妹立下聖約，
以建立神的國度，25；論姊妹
在養育方面的天賦恩賜，156
；論姊妹的力量和神聖的未
來，172
婦女：神的女兒，171；∼的神聖
角色和潛能，171–172；新約時
代中的∼，3–6；耶穌基督對∼
的關心愛護，3；後期聖徒的正
義影響力，90

傑克，依蓮：論聖職的祝福，
127-128；論提升識字能力，96
；論透過探訪教導主動關懷他
人，119；論為人服務來慶祝慈
助會150週年紀念，95-96；論
慈助會的姊妹情誼，94

理查，艾蜜莉培養出自信心，能
公開演講，49–50

單身姊妹：因遵守聖約而蒙受祝
福，136–138；在自己的家中
主領，137–138

理查，威拉：出席慈助會第一次
聚會，12；約瑟•斯密和海
侖•斯密殉教時在現場，29

彭蓀，泰福：論母親與子女共度
時光，161；論神性能力在聖殿
中顯示，129

產科醫院，69

惠尼，伊利莎白：論自己的歸
信，128-129；論擔任聖殿工作
人員所作的服務，133；蒙按手
選派為第一個慈助會會長團的
成員，13

畢芮考，海葳，信心和勇氣的榜
樣，78-79

婦女的選舉權，57

郭，禧伯：∼與諮理，論母職近
乎神性，157–158；∼與諮理，
論自立的原則，71；論克服沮
喪，179；論福利計畫的主要目
的，72；召喚露薏絲•羅賓孫
在總會慈助會會長團服務後，
給她安心的保證，71；支持成
立慈助會社會服務部門，67

寇，泰瑞莎，將慈助會傳承傳給
她的家人，175–176

陶美芝，雅各，論救主對婦女的
關心和愛護，3

探訪教導：∼與幫助他人感受耶
穌基督的愛，117；∼與幫助
他人效法耶穌基督，116-117
；∼與以愛心來滿足屬世的
需求，117-118；∼與拯救靈
魂，117；是給探訪教師的一
項祝福，120–123；是靈性上
的施助，108，116-117；∼的
緣起，105-106；∼最初方式
的改變，108–110；∼所需的
承諾，113–114；對∼表示感
激，116-117，119–120；∼時
提出的問題，115；∼時尋求
靈性上的指引，114–116；

麥基，大衛奧：為慈助會大樓作
奉獻祈禱，88；論任何成功都
不能彌補家庭的失敗，160；論
教會中的團結合一，139

婦女典範（ Woman's Exponent ）
，57

總會慈助會大會上宣讀家庭文
告的原因，149

麥康基，布司，論夏娃與亞當之
間的聖約關係，135

─ 十二畫 ─
傅士德，雅各：對有迷途子女的
父母所給予的安慰，160；論在

惠尼，海倫：論早期後期聖徒先
驅者中對神的愛，34；論遵從
多重婚姻律法的婦女，49
摒除（革新）：∼的定義，45；
百翰•楊和伊莉莎•舒所倡導
的，45
斯密，拔示巴：開設母親教育
課程，153；論獲得對復興福
音的見證，34；論早期後期
聖徒先驅者的種種考驗和祝
福，33–34；論教會弟兄姊妹
之間的團結合一，140
斯密，芭芭拉：論捍衛家庭和母
職，158-159；論慈助會姊妹遵
從聖職的忠告並接受啟示，136
斯密，約瑟：鼓勵聖徒協助建造
納府聖殿，11；∼的教導鼓舞
了早期先驅者婦女，34；教導
姊妹慈助會的目的，16–25；
帶領納府聖殿的建築工程，21
；∼的殉教，29；論天使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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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慈助會姊妹的友伴，181；
論聖殿的祝福，131-132；論
慈助會會長團的職責，13；論
幫助有需要的人，22–23，119
；論成立慈助會，9，12–15
；論慈助會是復興古代的模
式，1，7；論慈助會是精選的
團體，15；論慈助會是更好的
事物，12；論慈助會姊妹能夠
按照自己的同情心來行事，16
，41，112，173；論慈助會姊
妹不負她們的殊榮，169，171
；論慈助會姊妹救助窮困者和
拯救靈魂，17，24，63，83
；論查考經文，47；論仁慈的
力量，23；論教約第25篇的
啟示，14；論教會中的團結合
一，139；論在所有善事上，姊
妹向來不落人後，21–22；論婦
女充滿仁愛，172；論婦女獲得
屬靈的恩賜，130；聖職透過∼
而復興，127；給∼關於家庭責
任的啟示，18–20
斯密，約瑟F.：論慈助會在受好
評的事情上為人表率，65–66
，179–180；論慈助會教導家庭
責任，153–154；論親眼看見
慈助會姊妹為有需要的家庭服
務，106–107；論慈助會的神
聖特質，7，65–66；論他母親
的榜樣，151–152；論他母親具
有帶來保護的影響力，155
斯密，約瑟•斐亭：論慈助會是
藉啟示而成立的，13；論慈助
會幫助忠信的成員獲得永生，
97；論慈助會與聖職定額組的
關係，142；論婦女獲得聖殿
祝福，133
斯密，娥曼達，獲得預言恩賜來
照顧她的兒子，130-131
斯密，海侖，∼的殉教，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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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喬治：忠告貝拉•施百福
要讓人感覺到她的影響力，
88–91；論服務所帶來的快
樂，77；論先知約瑟•斯密開
啟了婦女解放的契機，87
斯密，愛瑪：是仁愛服務的榜
樣，24；蒙揀選為第一任慈助
會會長，12–13；論她渴望得到
啟示的指引，12；論母親教導
女兒，19；論慈助會所做的不
平凡之事，xi，14；給∼的啟
示，13–14
斯密，瑪麗，是足為表率的母
親，151–152
斯密，露西•梅索：論為抵達鹽
湖谷的早期聖徒提供服務，
36-37；論樂意不斷地為人服
務，37
斯密，露西•麥克，論慈助會的
姊妹情誼，25

量，59；論後期聖徒婦女的尊
嚴，47；論慈助會姊妹無遠弗
屆的影響力，39，44；論探訪
教師的影響力，108；論慈助
會具有淬鍊、使人提升的影響
力，42；論慈助會是古代模式
的復興，1，7；論慈助會是屬
於教會組織，43；論慈助會不
斷擴大的職責範圍，58；論聖
靈在一次慈助會聚會中的影響
力，16；論教會弟兄姊妹之間
的團結合一，139-140；保存納
府會議紀錄，42；教導納府會
議紀錄裡的事，43；為一個婦
女縫紉團體擬出細則，11
舒，朗卓：論慈助會姊妹以身作
則實踐純正的宗教，123；論慈
助會姊妹分擔神國的工作，共
享神國的酬賞，7；論慈助會行
善的力量，19；論信賴神和不
沮喪，43

湯普森，帕米勒，將慈助會傳承
傳給她的家人，176
湯普森，芭芭拉，論家庭文告，
148
舒，伊莉莎：蒙召喚為第一位慈
助會祕書，16；蒙召喚為第二
任總會慈助會會長，44；蒙召
喚協助主教在支會中成立慈助
會，42；蒙召喚教導姊妹，44
；保存早期慈助會聚會的會議
紀錄，16–17；論效法耶穌基
督的榜樣，105；論所作的服
務都在天上有紀錄，83；論家
庭為第一優先，151；論個人
啟示，45，46；論慈助會姊
妹表達自己的想法，49；論節
約，45；論服務而不求獲得公
開的讚許，42，177；論姊妹在
服裝上創造流行時尚，51-52；
論姊妹接受醫療教育，54，55
；論經由對耶穌的見證獲得力

─ 十三畫 ─
慈助會：是福音復興必要的一
環，1， 7，171；是一處庇護
所，影響力的所在，81，83
，84；∼起源，11，171；與聖
職定額組相比較，138，152；
暫時停止運作，29；∼是神聖
的組織，7，65–66，171；做
一些不平凡的事，xi；早期姊
妹對於加入∼感到興奮，15；
以身作則實踐純正的宗教，123
；∼第一次聚會，12–14；∼
醫治的使命，84；對支會和分
會姊妹的影響力，96–98；∼
領袖在聖職的指導下服務，138
；∼聚會教導能發揮仁愛、生
活務實以及與家庭有關的責
任，155；是在聖職權柄之下，
按照聖職的模式所組織的，12

，14–15，99，138；∼的目
的，xi，xiii，7，16–25，84
，155，171；重新建立， 41；
教導家庭責任，152
慈助會大樓，88
慈助會座右銘：擬定∼，63；
姊妹在遭逢考驗的時刻遵從∼
，63–79
慈助會雜誌，57–58
新約時代，∼的婦女，3–6
楊，百翰：召喚伊莉莎•舒協助
重建慈助會，42；召喚伊莉
莎•舒教導姊妹們，44；呼
籲聖徒幫助受困的手推車先驅
者，36；勸告聖徒要幫助有困
難的人，35，36；勸告聖徒離
開納府，29；勸告聖徒摒除（
不良事物）和改進，45；首先
採取行動重建慈助會，41；指
示姊妹們成立蠶絲協會，52；
指示姊妹們儲藏小麥，52；論
主教向慈助會尋求幫助，41；
論仁愛，45；論愛心服務，107
；論立約奉行主的一切教
儀，30；論姊妹們創造服裝的
流行時尚，51；論姊妹們接受
醫學教育，54；論慈助會姊妹
所成就的事，50；論主對以色
列營的命令，30–31；論遠離
世俗影響力，45；∼對教會婦
女所懷有的信心，51；在納府
聖殿裡長時間工作，協助聖徒
們接受教儀，29
楊，琪娜：是德撒律蠶絲協會會
長，52；論使家成為人心嚮
往的地方，151；論母親的責
任，152–153；論聖徒對宣言的
回應，48；論見證的價值，56
；∼在醫療領域的服務，54-55
經文研讀，50，172

聖約：∼與聖職能力，127；每
位已訂立∼的姊妹都受命要
拯救靈魂，25；利百加和以
撒保留住∼，150；慈助會幫
助婦女準備好訂立∼，16–17
，131，133；慈助會姊妹是
約民，181；透過∼而來的力
量，15，128-129，137–138
；在旅途中支持後期聖徒先驅
者，29-30，33–34；訂立∼跟
從耶穌基督，並藉由探訪而履
行∼，112
聖殿：是獻上感謝、教導與學習
的地方，132；忠信婦女在∼
裡獲得的祝福，133；早期慈
助會姊妹協助人們為進入∼作
準備，25；∼教儀能鞏固家
庭，20–21；∼的教儀工作人
員，133；在∼裡顯示的神性
力量，129；準備進入∼，21
，133；慈助會幫助姊妹進入∼
，133；聖徒在∼裡獲賜高天的
力量，132
聖職：使男女同樣蒙受祝福，
127-128；給忠信婦女的∼祝
福，15，127–133；慈助會在
∼權柄之下成立，12，14–15
，99，138；∼使家庭永遠印
證在一起，134；是正義生活的
基礎，134
聖職定額組，與慈助會相比較，
138，152
聖靈：∼時時為伴，128；在
進行探訪教導時聽從∼的提
醒，112–113，114–116；∼的
恩賜，128；從∼而來的指引與
安慰，46；透過∼而來的個人
啟示，128
道利，瑪蒂妲召集婦女，照顧貧
困的美國印第安人，36

道格拉斯，愛倫，在遭遇困難的
時刻付出和獲得仁愛，24-25
鄔克司，達林：與芭芭拉•烏因
達共同商議與教會婦女有關的
重要議題，141；論他的母親在
他父親過世後帶領家庭，137
；論聖職會使男女同樣蒙受祝
福，127；論婚姻與家庭關係的
神聖，134
鄔希鐸，迪特，論慈助會姊妹效
法救主的榜樣，112

─ 十四畫 ─
團結合一，教會弟兄姊妹之中的
∼，15，73，138–143
漢椎克，茱西拉，論後期聖徒先
驅者罹患疾病的情形，32
福利計畫：由總會會長團宣布，
72；在∼中合作，73；∼的目
標，72–73；慈助會會長在∼中
的角色，73
維特蘇，約翰，論經由慈助會所
提供的救助，25
齊普洛，可竹，為全心投入慈助
會服務樹立榜樣，76-77

─ 十五畫 ─
德撒律醫院，56
摩爾門軍團，31
撒拉•克利夫蘭，蒙按手選派為
首任慈助會會長團的成員，13
撒拉•里奇，論聖徒離開納府時
所得到的祝福，30
歐瑞，絲薇雅，講述母親的服
務，91-92；探訪教導，第
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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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培道：和妻子一起與捷克
斯洛伐克的一群姊妹聚會，
84–85，98-99；論忠信的慈助
會姊妹能獲得的祝福，99； 論
印第安學生安置計畫，76；論
慈助會的歸屬感，138；論支會
（分會）大家庭的影響力，87
；論慈助會姊妹情誼的保護力
量，81，86；論婦女學習慈助
會的各種美德，16
養育（照顧），∼與家政，157

，21–25，84，155，171。亦
見仁愛；探訪教導
縫紉，51-52
韓福瑞，凱西，得知她擔任探訪
教師所發揮的影響力，114

─ 十八畫 ─
醫療照護與醫藥：姊妹受到鼓勵
去學習∼，54-55；護理人員與
助理護士的訓練計畫，68

─ 十六畫 ─
戰爭，在∼時期過和平的生活，
64–67
興格萊，戈登：∼與諮理，論家
庭是正義生活的基礎，149；
∼給教會婦女一項祝福，165；
論竭盡所能，173；論提供服
務，113；論姊妹具有極大的
能力，在天父的計畫中居於不
可或缺的地位，142–143；論
發表家庭文告的必要，148；論
婦女與聖職弟兄通力合作的力
量，125；論婦女是家庭的守護
者，148–149，165；論婦女堅
定不移地維護正義，160；在一
次總會慈助會大會上宣讀家庭
文告，147–149
親職。見家庭（家人）

─ 十七畫 ─
幫助有需要的人，是慈助會的一
項基本原則，xi，xiii，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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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畫 ─
譚納，艾絲莉亞，將慈助會傳承
傳給她的家人，176

─ 廿一畫 ─
屬靈的恩賜，婦女獲得∼
，130-131
露薏絲•羅賓孫：∼的背景，
70–71；論對政府提供協助表
示感激，72；論在事奉神時得
到喜樂，70；蒙召喚在總會慈
助會會長團服務之後，獲得禧
伯•郭的安心保證，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