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導人指南摘要──福利

主的供應方式



福利計畫的遠程目標在於建立本教會教友的品德眴

使施者颱受者都能保有一個人內心深處最高貴的美德眴

並使隱藏在靈魂深處的潛能得以開花結果。

這正是本教會存在的目的及使命。

小路賓•克拉克，支聯會會長特別會議，1936年10月2日



領導人指南摘要──福利

主的供應方式

教會福利計畫的目的就是要幫助教友自立、

照顧貧困者眴並為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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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健康

就業

家庭瞴藏

財務

靈性力量

教友的職責

聖職和婦女會的領袖應

幫助教友了解他們對自己、

家人及其他人的職責。

供應自己及家人

教友要對自己屬靈與屬

世的福祉負起責任。由於選

擇權的恩賜，每個人都享有

特權去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解決自己的困難，並且努力

變得自立。教友們能藉著主

的靈感及自己的勞力付出來

做到這一點。

自立的要素

自立就是有能力供應自

己及家人生活所需，並下定

決心努力去做。教友若能自

立，就更有能力去服務及照

顧別人。

當教友盡了一切努力，

卻仍然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

需求時，他們應該先尋求家

人的協助。若這樣做薛不足

以解決問題，教會便會提供

援助。

教友應該在以下及第 2
頁所列的這些方面作到自立。

教育。教育能夠使人心

靈充實、思想高貴，並使人

增長智慧，得以擁有更快樂

的生活。教友應該研讀經文

及良好讀物、增進讀寫及基

本數學能力，並獲取適合的

工作所需具備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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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主吩咐教友要照

顧自己的身心健康。教友應

該遵守智慧語，吃營養的食

物、常常運動，並獲得適當

的睡眠。他們應該避免所有

會戕害身心，和可能會成癮

的物質或行為。他們應該維

持良好的衛生和清潔習慣、

接受適當的醫療和牙齒保健。

他們應該努力培養與家人和

其他人之間的良好關係。

就業。工作是達成自立

和屬世福祉的根基。教友都

應該作好準備，審慎選擇一

份合適的工作或自行創業，

來供眑自己和家人的需要。

他們應該要有純熟的工作技

巧、勤奮賣力工作、獲得別

人信賴，並且拿多少薪資、

享受多少福利，必誠實付出

等值的心力。

家庭貯藏。為照顧自己

和家人，教友必須：

– 根據日常飲食的內容建

立三個月的食物儲存量。

– 瞴備飲用水，以預防供

水系統遭污染或破壞。

– 逐步建立可供應長期維

生需求的食物存糧。

見準備好一切必需事物：

家人家庭儲藏，第3頁（04008
265）。

財務。為求財務上的自

立，教友應該：

– 繳付什一奉獻及其他捐

獻。

– 避免不必要的負債。

– 按照預算生活並量入為

出。

– 定期存一點錢，以逐步

建立一筆財務預備金。

– 教導家人理財的原則。

見準備好一切必需事物：

家庭理財，第3頁（04007265）。

靈性力量。靈性對於個

人屬世和永恆的福祉來說是

不可或缺的。教友應該運用

對天父和耶穌基督的信心、

遵守神的誡命、每日祈禱，

研讀經文和近代先知的教導、

參加教會聚會，並在教會召

喚和事工上服務。

照顧他人

救主在塵世傳道期間，

常與貧窮、患病及勞苦的人

同在。祂施助他們，照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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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需要，帶眑他們醫治和

希望。祂教導祂的門徒也要

這麼做。向困苦的人伸出援

手，乃是耶穌基督門徒的一

項重要特質（見約翰福音13：
35）。

今日，主再一次地命令

祂的人民要照顧窮人和困苦

的人。祂說：「看啊，我對

你們說，你們必須探訪窮人

和困苦的人，救助他們，使

他們得到照料」（教約 44 ：

6）。教會鼓勵教友要為有需

要的人提供愛心服務。教友

應當「熱心做好事」，不必等

到異要求或受指派時才去服

務（見教約58：26-27）。

主已描述了祂照顧貧困

者的方式。祂指示聖徒要「把

財產分眑窮人，……〔把〕

財產放在我教會的主教面前，

……〔並〕保存在我倉庫裡，

幫助……貧窮、困苦的人」

（教約42：31，34）。

主也進一步說明這些奉

獻應當包括教友的各種才能。

這些才能都要「納入主的倉

庫，……每個人都要為鄰人

謀利益，且將眼睛專注於神

的榮耀，來做一切的事」（教

約82：18-19）。

主的倉庫並非僅是一棟

用來分送食物眑貧困者的建

築物。主的倉庫裡包括了忠

信的教友獻納眑主教的時間、

才華、愛心、物品及金錢，

用來照顧貧困者。因此，每

個支會都有主的倉庫。主教

是主的倉庫的經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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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會長的職責

支聯會會長團應確使每

位主教都了解福利原則，並

確實執行他們的神聖職責，

尋找並照顧貧困者。支聯會

會長應和主教面談，檢視禁

食捐獻的收入和支出的情形。

支聯會會長團可接受指

派，為主教倉庫或就業資源中

心等福利機構提供聖職領導。

支聯會會長應參加協調

議會會議，以接受教會各項

事務的相關指示，包括福利

事務的原則和職責。在這些

會議中，領袖要思考如何培

養自立、照顧有需要的人及

鼓勵繳付禁食捐獻的方法。

支聯會會長也要協調跨

支聯會的福利工作和緊急應

變措施。

主教的職責

主教負有神聖的職責要

找出及照顧窮人（見教約84：
112）。他負責指導支會內的

福利工作。他的目標是幫助

教友自助並達到自立。（在

分會中，分會會長在福利方

面也負有相同的職責。）

主教擁有辨別的恩賜，

因此能夠了解用什麼方式最

能幫助有需要的人。由於每

人的情況不同，因此需要有

靈感。藉著聖靈和本單元所

主教和有需要的教友見面眴討論如何採取最好的方法

來幫助他們眴讓他們可以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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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基本福利原則，主教就

能判定接受援助的對象、援

助的程度，以及援助的時期。

一皜而言，主教只援助

居住在他支會疆界內的教友。

在極少的情況下，主教會得

到聖靈的啟示去援助非教友。

主教對於教友接受福利

援助的需求應予以保密。他只

跟需要知道這些事情的聖職

領袖、婦女會領袖或提供援

助的其他人，透露這些事情。

主教若對濫用福利或涉

及詐騙的行為有所疑問，可

撥打主教的諮詢專線（1-801-
240-7887）或詢問區域辦公

室。對於不認識的教友，主

教應先與該教友先前的主教

聯繫之後，才眑予福利援助。

提供援助的基本福利原則

主教應依照以下列的基

本福利原則來照顧貧困者：

● 找出貧困者。找出貧困者。

等到別人開口之後才伸

出援手是不夠的。主教

應該鼓勵聖職和婦女會

的領袖、家庭教導教師

及探訪教師，協助找出

需要援助的教友。

● 倡導個人的職責。倡導

個人的職責。主教應和

教友共同檢視他們和家

人可提供哪些資源，並

作哪些努力，以滿足他

們的需求。

● 幫助人們維持生計，而非

維持生活品味。幫助人們

維持生計，而非維持生

活品味。主教只提供維

持生計的必需品。主教

不會提供援助來幫助人

們維持富裕的生活標準。

● 先提供生活用品，現金

次之。先提供生活用品，

現金次之。主教應儘可

能提供教友生活用品，

而非眑予現金或代為支

付帳單。在沒有主教倉

庫的地方，可使用禁食

捐獻購買生活必需品。

● 提供工作機會。提供工

作機會。主教可要求接

受援助的人盡能力所及

地工作，以換取他們所

接受的援助。主教要教

導工作的重要性，並提

供有意義的工作機會。

支會議會要彙整一份清

單，列出有意義的工作

機會，並加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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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來幫助貧困者的

教會資源

支會議會

支會議會的成員，尤其

是聖職定額組及婦女會，應

協助主教滿足教友的福利需

求。這些領袖應取得家庭教

導教師、探訪教師，和其他

擁有專業技能者的協助。

必要時，應保密的事項

可在聖職執行委員會中討論，

同時邀請婦女會會長團一同

出席。

聖職定額組和婦女會

福利工作是聖職定額組

及婦女會的核心功能。應經

常在會長團會議中討論此項

工作。聖職定額組及婦女會

在主教的指導下，協助教友

解決其福利需求，並幫助他

們自立。

婦女會會長

除了上述的福利職責之

外，婦女會會長通常會協助

主教拜訪需要福利援助的教

友。她要幫助教友評估自己

的需求，並向主教建議應提

支會議會在主教的指導之下眴協助解決福利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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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援助。主教和婦女會會

長可使用需要、資源分析表

（物件編號 32290 265）來幫

助他們。

支會福利專員

主教團可以召喚就業專

員和其他的福利專員。這些

專員應當是支會教友，他們

協助支會其他教友有關下列

事宜：工作安置、教育和訓

練、營養和衛生、永久教育

基金、家庭儲藏、健康保健、

家庭理財及其他福利需求。

禁食捐獻和什一奉獻

主設立了什一奉獻和禁

食律法來祝福祂的人民，而

該禁食律法包含了禁食捐獻

（見以賽亞書58：6-12；瑪拉基

書 3： 8-12）。禁食捐獻特別

只用於滿足福利援助的需求。

主教應在支會議會的協

助下，教導所有教友奉行這

些律法的重要性。他也應該

教導關於主賜眑遵行這些律

法的人的應許。這些應許包

括更加與主接近，以及對他

人更有愛心。主也應許他們

的靈性力量會增加、屬世福

祉會獲得改善，以及有更大

的渴望去服務。

若情況適當眴主教可指派支會婦女會會長去拜訪教友眴

評估他們的需求眴協助主教判斷該提供哪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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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區，主教倉庫

可提供食物和衣服。在沒有

主教倉庫的地方，可用禁食

捐獻來提供衣食。禁食捐獻

也可以用於提供庇護所、醫

療協助和其他維生所需的援

助。

總會福利委員會設定了

一個金額上限，讓主教可以

在不需取得額外授權的情況

下，動用禁食捐獻為有需要

的教友支付醫療費用。動用

禁食捐獻時，應讓當事人在

就近、適當的醫療機構接受

醫療照顧。

教會並未規定限制禁食

捐獻的支出不得超過禁食捐

獻的所得。

福利援助是提供眑教友

的，一皜是以禁食捐獻的捐

款作為經費來源；教會的人

道援助則是提供眑各種信仰

的人，一皜是以人道援助的

捐款為經費來源。

支聯會和其他的教會資源

主教可以尋求支聯會專

員、教會就業資源中心、主

教倉庫、德撒律工業及後期

聖徒家庭服務中心的協助，

運用可用的資源來協助有需

要的教友。

可用來幫助貧困者的

非教會資源

教友可選擇使用當地社

區的資源，包括政府的資源，

來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主教

應熟知如何利用這些資源。

這些資源可能包括：

● 醫院、醫師，或提供醫

療照顧的其他來源。

● 職訓及就業服務。

● 眑身心障礙者的協助。

● 專業的顧問或社工人員。

● 戒癮服務。

即使教友獲得非教會資

源的協助，主教也應該幫助

他們，避免他們依賴這些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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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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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25：35 - 36，40

本手冊是為聖職和婦女會領袖所提供的摘要，內容包括

基本福利原則及自立的要素。更多資料請見

主的供應方式：領導人指南——福利；

該指南可透過教會發行中心取得。

亦見providentliv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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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目的就是……儘可能建立一個制度眴以除去

懶惰的詛咒眴廢止救濟金的邪惡眴使得教友再度擁有自立、

勤勞、節儉的美德眴並尋回自尊。教會的目標

在協助教友自助。工作應再度被推崇

為教友生活的至高準則。

1936年10月，總會會長團，大會報告，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