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職及
輔助組織

領袖

指 導 手 冊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猶他州鹽湖城出版

聖職及

輔助組織

領袖

指 導 手 冊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 1992, 2001 版權所有

台北發行中心印行

英語核准日期貧3/01

翻譯核准日期貧3/01

Priesthood and Auxiliary Leaders’Guidebook 譯本

Chinese

目錄
前言 1

聖職 4

輔助組織 11

課程和教師進修 15

領導 17

取得教會物資及尋找家譜資料 22

分分發發對對象象

聖職及輔助組織領袖指導手冊的適用對象是新加入教會，和對教會

的體驗有限的聖職及輔助組織領袖。在教會發展較為完善的地區，

此一手冊也有助於當地的領袖。本手冊說明了各項原則與教儀，以

協助聖職及輔助組織領袖履行他們的召喚。



教會製作這本指導手冊的目的在

於幫助聖職及輔助組織領袖了解

他們召喚上的職責，以及鉅如何

履行他們的職責。所有領袖和教

會其他教友應共同協助完成教會

的使命，也就是邀請所有的人

「歸向基督，靠著祂而成為完善」

（摩羅乃書10貧32）。為了完成這

項使命，領袖應協助教友貧

● 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各國、

各族、各方、各民。藉著聖靈

的提示作見證，來以分享福音。

● 成全聖徒。確使新教友在教會

中有朋友、責任，並被神的話

語滋養著，藉此幫助他們在教

會中進步。領袖應幫助所有教

友接受福音教儀並訂立聖約，

努力遵守洗禮時承諾要遵守的

誡命，為人類同胞服務，照顧

貧困者，彼此交誼，使聖徒團

結合一。

● 救贖死者。找出已瞚的祖先，

為他們執行聖殿的教儀。盡一

切所能為家庭的超升作準備。

分分享享福福音音

主要求教友分享福音。領袖要以身

作則，並應諵舞、激勵其他教友也

如此做。分享福音的方法包括貧

● 遵守福音原則，樹立良好的生

活典範。

● 將福音以及福音為他們生活所

帶來的祝福，告訴朋友與家人。

● 協助區會或全部時間傳教士。

● 策劃將福音介紹給他人的活動

和計畫。

分享福音的另一個方法就是幫助

教友準備好成為全部時間傳教

士。領袖可以協助青年準備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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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諵勵父母幫助他們的子女從

事傳道事工，並諵勵退休夫婦去

傳教。再者，他們也可以勸告教

友儲蓄以支付自己的傳道費用，

並資助傳教士。

在分會會長的指導下，分會傳道

領袖（若有召喚）負責協調分會

的傳道事工。

成成全全聖聖徒徒

成全聖徒包括諵勵並協助每位教

友每日奉行福音，以準備獲得超

升。成全聖徒包括屬靈和屬世兩

方面。

屬靈的準備

領袖應時時祈禱以尋求靈感，知

道如何幫助教友增加他們的靈性

力談。領袖可教導教友福音，並

敦促他們遵行福音，使他們在靈

性上做好準備。他們應諵勵教友

藉由祈禱、禁食、領受聖餐、研

讀經文和近代先知的教導，而與

主接近。他們應鉅提供服務的機

會，確使教會聚會能提升靈性，

並藉著個別地施助教友以顯示對

他們的愛。

成全聖徒的工作應著重在個人與

家庭兩方面。教會能鞏固並支持

家庭和家宅。家中是教導福音、培

養領導能力最重要的地方。領袖

應諵勵家人要彼此相愛，彼此服

務詅也要強調父母有責任教導子女

福音，定期舉行家人家庭晚會。

所有教友都應鉅準備好接受聖殿

的祝福。教友在這方面的職責概

述於家庭指導手冊（31180 265）

中。領袖可教導教友關於聖殿的

事，以協助他們準備好接受聖殿

的祝福。領袖應諵勵教友生活配

稱，以獲得並永遠持有有效的聖

殿推薦書，在適當的時候接受個

人的聖殿恩道門及聖殿印證教

儀。配稱的人是指已經與主訂立

聖約（如洗禮聖約）並且勤勉努

力地遵守這些聖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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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和屬世的準備

領袖可以教導教友自立及未雨綢

繆的觀念，幫助他們藉此在物質

和屬世上的需求獲得滿足。領袖

可以教導教友奉行什一奉獻律法

和禁食律法，諵勵他們過著談入

為出的生活，並指派家庭教導教師

和探訪教師看顧他們、協助他們。

領袖應找出分會中的貧困者，予

以協助照顧，並教導分會中的教

友也如此做。

如需更多有關教友在物質需求上

獲得滿足的資料，請參見家庭指

導手冊。

聖聖殿殿教教儀儀和和家家譜譜

教友除了接受個人的聖殿教儀

外，也應協助救贖死者。他們可

找出自己的祖先，為他們執行聖

殿教儀。剛開始時，他們應集中

心力向上追溯四代祖先。領袖可

藉著教導教友關於救贖死者的教

義來協助他們，諵勵他們提交名

單到聖殿去。可行的話，諵勵他

們為他們的祖先或其他已瞚者執

行聖殿教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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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職是神的權能和權柄。透過聖

職，祂完成祂的事工和榮耀，即

「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摩西書

1貧39）。耶穌基督允許配稱的男

性教友持有祂的聖職，當他們被

按立聖職後，便可根據召喚獲得

授權，在神於地面上的國度中從

事主的事工，如傳播福音、執行

聖職教儀、施助等。

「教會中有兩種聖職，即麥基洗德

聖職及……亞倫聖職」（教約

107貧1）。天上的使者透過先知斯

密約瑟在世上復興了聖職權柄。

麥麥基基洗洗德德聖聖職職

麥基洗德聖職是較高級的聖職，

它是以亞伯拉罕時代一位偉大的

大祭司的名字來命名的（見教約

107貧2-5）。持有這聖職的弟兄

有權能和權柄持有教會中領導的

職位，並指導福音的傳播。他們

可被召喚來主領傳道部、區會、

分會和定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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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弟兄被按立到麥基洗德聖職

的某項職位之前，必須先被授予

麥基洗德聖職，然後才能被按立

到此聖職的某項職位。這些職位

為長老、大祭司、教長、七十員

和使徒。傳道部或區會的聖職領

袖，將鉅傳道部或區會中持有麥

基洗德聖職的弟兄組織成長老定

額組。每個長老定額組由一位會

長主領。由會長教導定額組成員

應盡的職責，並諵勵他們彼此培

養弟兄的情誼。分會中所有持有

麥基洗德聖職的弟兄都是長老定

額組的成員。

長老和長老定額組會長團

長老有責任教導、講解、施洗和

看顧教友。長老除了擁有亞倫聖

職職位的權柄和職責外，也可以

賜予聖靈的恩賜、施助病人和執

行其他教儀（見家庭指導手冊

「聖職教儀和祝福」）。在沒有任

何獲得授權的大祭司出席時，長

老可在其聖職領袖的授權下，主

領教會聚會。（見教約20貧42-

45詅107貧11）

當分會有配稱的麥基洗德聖職持

有人時，傳道部或區會會長團在

聖靈的指引下，可在鉅分會中成

立長老定額組，並從定額組成員

中召喚並按手選派一位定額組會

長。當分會的長老人數增加時，

傳道部會長團可為長老定額組召

喚並按手選派兩位副會長。每個

長老定額組最多由96位成員組

成。此定額組為父親和其他定額

組成員提供榜樣、協助和指導。

長老定額組會長是在區會或傳道

部會長的指導下行事，並向他提

出報告。定額組會長也在分會會

長的指導下行事，因為他是分會

聖職執行委員會及分會議會的成

員。定額組會長主領分會中的定

額組成員，並為他們樹立榜樣。

他和分會會長一同合作，組織並

主理家庭教導事宜，確使教會與

分會所有教友保持密切聯繫。

定額組會長應教導定額組成員福

音和麥基洗德聖職的職責（見教

約107貧89）。諵勵他們秉持愉

悅、謙遜的態度為人服務，特別

在他們是身為丈夫和父親應盡的

職責上。他要教導他們如何執行

聖職教儀，擬定服務計畫和活動

來協助教友，並建立定額組中的

兄弟情誼。他有責任照顧定額組

成員屬靈和屬世方面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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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定額組會長指派麥基洗德聖

職持有人和持有亞倫聖職的成年

人（19歲以上）擔任家庭教導教

師，並經由分會會長的核准，指

派亞倫聖職教師和祭司職位的男

青年擔任家庭教導教師。經由私

下的面談，指派家庭教導教師組

成兩人一組的同伴團。經由分會

會長的核准，長老定額組會長可

指派一位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的

妻子，陪同她的丈夫探訪有特殊

需求的夫婦。

定額組會長應教導定額組成員家

庭教導的目的（見第6-7頁），並

激勵他們善盡職責。定額組會長

團的一位成員應定期與家庭教導

教師面談，聽取他們的探訪報告

並了解教友的需求。

長老定額組會長應監督家庭教導

工作，並讓分會會長知道家庭教

導探訪的情況、教友的需求，

以及透過家庭教導得知需關切哪

些事。

定額組會長應諵勵定額組成員參

加教會聚會和活動，並為人服

務。他也應幫助那些未被按立的

弟兄及超過十八歲的亞倫聖職持

有人，準備好接受麥基洗德聖職

和聖殿教儀。家庭教導教師可在

這些事情上提供協助，但會長往往

需要親自照顧他的定額組成員。

大祭司、教長、七十員，

和使徒

有關大祭司、教長、七十員，和

使徒職位的資料，請見福音原

則，第十四章。

家庭教導

家庭教導教師是持有聖職的弟

兄，他們蒙召喚來協助聖職領袖

看顧並鞏固分會的教友。持有麥

基洗德聖職和亞倫聖職的男性，

除了執事以外，皆可擔任家庭教

導教師。

6



家庭教導教師要定期探訪教友，

向他們詘達愛，教導他們福音，

邀請他們歸向基督。家庭教導教

師應諵勵父親祈禱並妥善照顧家

人。家庭教導教師應在教友生

病、失去親人、孤獨、失業以及

有其他特殊需求時予以協助。

（見教約20貧51，53，59）

家庭教導教師是代詘主、分會會

長和定額組會長去探訪所指派的

家庭。他們應了解鉅家庭成員的

興趣和需求，並向他們詘達真誠

的關懷。家庭教導教師應在聖靈

的啟發下，尋找機會教導福音，

培養並增強他們所探訪的個人

和家庭成員的信心。可能的話，

每位家庭教導教師都應鉅有一

位同伴。

家庭教導教師應貧

● 與指派去探訪的每位教友保持

聯繫。

● 確認父親（在沒有父親的家庭

中可能是母親或單身教友）是一

家之主，幫助他帶領他的家人

走在通往不死和永生的道路上。

● 分享經文中的信息，或是利阿

賀拿總會會長團信息中活著的

先知的信息，以幫助教友對耶

穌基督有信心。

● 與探訪對象一起祈禱，並祝福

他們。

● 將教會聚會，定額組和分會的

活動，以及特別的計畫告知所探

訪的家庭，並協助他們參與。

● 向長老定額組會長（若分會沒

有長老定額組，則向分會會

長）報告教友的進步情況。

● 諵勵並協助家庭成員接受所有

必要的福音教儀，遵守相關的

聖約。

● 諵勵教友從事傳道事工、做家

譜，並參與聖殿事工。

教儀和祝福

聖職教儀是主所啟示的神聖儀

式，是由聖職權柄來執行。聖職

祝福的賜予是為了醫治、安慰和

諵勵人們詅施洗、祝福和傳遞聖

餐等都屬於聖職教儀。一些教儀

可由持有亞倫聖職的弟兄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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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大部分的教儀都要由麥基

洗德聖職持有人來執行（見本指

導手冊中的「亞倫聖職」和家庭

指導手冊）。分會會長和長老定

額組會長要教導弟兄如何執行教

儀。這些領袖應幫助父親們準備

好配稱地為家人執行教儀。執行

教儀和賜予祝福的弟兄要按照福

音原則生活，並力求聖靈的指引

來準備自己。他們要以莊嚴的態

度來執行各項教儀及祝福。執行

各項教儀時，應貧

1.奉耶穌基督的名。

2.藉著聖職權柄。

3.符合每項必要的程序，例如特

定的字詞，或使用聖化過的

膏油。

4.必要時，應獲得受到指派且持

有適當權鑰的聖職領袖的授

權。需要聖職領袖授權執行的

教儀有兒童的命名與祝福、洗

禮與證實、授予聖職並按立至

某一聖職職位、祝福及傳遞聖

餐，以及奉獻墓地。

如需特定教儀和祝福的指示，請

見家庭指導手冊。

亞亞倫倫聖聖職職

亞倫聖職「是高級聖職，即麥基

洗德聖職的附屬部分」（教約

107貧14）。它是以摩西的兄長亞

倫的名字來命名的，因為鉅聖職

是授予給他以及他的後裔的。持

有亞倫聖職的弟兄有權柄執行一

些聖職教儀。祭司可為人施洗、

祝福聖餐及按立祭司、教師和執

事。祭司和教師可以準備聖餐。

祭司、教師和執事可以傳遞聖

餐。（見教約107貧13-14，20）

當一個人被授予亞倫聖職時，會

被按立到鉅聖職的某個職位。這

些職位包括執事、教師和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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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受到聖靈指引，而且持有亞倫

聖職的人數夠多時，分會會長

──分會的亞倫聖職會長，應

將持有相同職位的弟兄組織成

執事定額組（12-13歲）、教師

定額組（14-15歲）和祭司定額

組（16-18歲）。

分會會長持有亞倫聖職會長團的

權鑰，是分會的亞倫聖職會長。

他是祭司定額組的會長，可以召

喚兩位配稱的祭司在祭司定額組

中擔任他的助理。他也可召喚一

位配稱的教師和一位配稱的執

事，分別在教師定額組和執事定

額組中擔任會長。他或他所指派

的一位分會會長團副會長，可為

教師定額組和執事定額組會長分

別召喚兩位副會長，使這兩個定

額組的會長團齊全。若定額組中

有足夠的男青年人數，分會會長

團的一位成員可在各個定額組中

召喚一位男青年擔任定額組祕

書。分會會長可按手選派祭司定

額組助理，以及教師定額組會

長、執事定額組會長。分會會長

團的一位成員可按手選派定額組

會長團的副會長和祕書。

在聖職聚會的開會儀式之後，亞

倫聖職在分會會長的指示下，要

與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分開聚會。

當分會會長組織亞倫聖職定額組

時，他要在聖靈的指引下，召喚

並按手選派一位麥基洗德聖職持

有人或亞倫聖職祭司職位的人擔任

男青年會長。男青年會長和分會會

長團、亞倫聖職定額組會長團共

同合作協助每個定額組成員，鞏

固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增加

他們對復興的福音原則的了解，

並承諾生活與之和諧一致。

亞倫聖職的目的是幫助每個被按

立鉅聖職的人貧

● 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並遵行

其教訓。

● 忠信地在聖職召喚上服務，並

履行其聖職職位的責任。

● 提供有意義的服務。

● 生活配稱，準備好接受麥基洗

德聖職及聖殿教儀。

● 準備好從事光榮的全部時間傳

道服務。

● 儘可能接受教育，準備好成為

配稱的丈夫及父親。

● 適當地尊重婦女、女孩和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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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長和亞倫聖職定額組會長

團合作策劃定額組聚會、服務計

畫和活動，以協助達成這些目

的。活動應提供有益身心健康的

環境，讓男青年能在其中與擁有

相同信仰和標準的人結為朋友、

提供服務、發展技能。

亞倫聖職定額組會長團和女青年

班長團可與亞倫聖職成人領袖和

女青年成人領袖合作，在分會會

長的監督下計劃亞倫聖職和女青

年的聯合活動詅這樣的聯合活動

稱為協進活動。

執事

一位已受洗並接受證實的配稱男

青年，若年滿十二歲以上可被按

立為執事。執事通常受指派傳遞

聖餐，照顧教堂建築和庭園，協

助照顧貧困者，並完成特定的指

派工作，如收集禁食捐獻。

一個執事定額組最多可由十二位

執事組成（見教約107貧85）。

教師

一位配稱的男青年在年滿十四歲

以上時可被按立為教師。除了執

事所擁有的權柄和職責外，教師

還可以準備聖餐及擔任家庭教導

教師。

一個教師定額組最多由二十四位

教師組成（見教約107貧86）。

祭司

配稱的弟兄在年滿十六歲以上時

可被按立為祭司。通常，成年的

男性歸信者會被按立為祭司，直

到他有足夠的經驗才按立為長老。

除了執事和教師所有的權柄和職

責外，祭司也可以施洗、主理聖

餐，並在沒有麥基洗德聖職持有

人出席的情況下，主持聚會（見

教約20貧46-51）。

一個祭司定額組最多由四十八位

祭司組成（見教約107貧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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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會中，聖職組織應先被建立

起來。當教友人數增加，擁有領

袖和聚會場所時，若分會會長認為

有需要，可組織聖職的輔助組織。

這些輔助組織包括婦女會、男青

年、女青年、兒童會和主日學。

在分會擁有足夠的婦女、女青年

和兒童之前，也就是可以分成獨

立的輔助組織之前，婦女、女青

年和兒童在婦女會會長的指導

下，聚集在一起接受教導。

婦婦女女會會

婦女會協助聖職領袖諵勵成年的

姊妹（18歲以上）建立對主耶穌

基督的信心。婦女會幫助婦女及

她們的家人歸向基督，並生活配稱

以接受聖靈的指引。 婦女會的姊

妹教導並學習福音教義，提供愛

心服務，發展家政技能，鞏固家人

關係，並彼此服務互相扶持。

當分會有二位以上的女性成年教

友時，分會會長就可以組織婦女

會。婦女會會長在分會會長的指

導下，應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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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期日指導或主持成年婦女

（18歲以上）的課程詅而成年男

性和男青年則參加聖職聚會。

● 與分會會長合作，告訴他成年

婦女、女青年和兒童的需求及

活動。

● 協助分會會長找出並照顧需要

幫助的人。

男男青青年年

見本指導手冊第8-10頁的「亞倫

聖職」。

女女青青年年

分會會長團對12至18歲的女青年

和同年紀的男青年，負有同樣重

要的責任。

女青年組織能幫助女孩（12到17

歲）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尊敬

父母，準備好訂立神聖的聖殿聖

約並遵守之，成為配稱的妻子和

母親，以及為人服務。女青年在

主日聚會和平日的活動中接受福

音的教導。

當分會會長認為鉅分會有足夠的

女青年時，12歲到17歲的女青年

就可與婦女會分開聚會。 他可

以將女青年組織成蜂巢組（12-

13歲）、玫瑰組（14-15歲）和月

桂組（16-17歲）。他可在每班召

喚並按手選派一位配稱的女青年

擔任班長。當班級中有足夠的女

青年時，分會會長團的一位成員

可召喚並按手選派另外二位女青

年擔任每位班長的副班長以及班

級祕書。

在分會會長的指導下，女青年會長

團（成人）要與分會會長團、女

青年班長團（女孩）合作增強每

位女青年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並增

加她們對復興的福音原則的了

解，生活與之和諧一致。星期日

的福音課程和平日有益身心健康

的活動，有助於達成這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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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年班長團和亞倫聖職定額組

會長團可與女青年成人領袖和亞

倫聖職成人領袖合作，在分會會

長的監督下，計劃女青年和亞倫

聖職的聯合活動。這樣的聯合活

動稱為協進活動。

兒兒童童會會

兒童會教導兒童（3歲至11歲）

耶穌基督的福音，並幫助他們學

習遵行。在兒童會中，應讓兒童

覺得受到歡迎，使他們感受到救

主的愛以及福音所帶來的喜悅。

兒童會的主題經文是「你所有的

子孫都必受主的教導詅你的子孫

必享極大的平安」（尼腓三書

22貧13）。兒童會藉著諵勵兒童

研讀經文、祈禱以及跟隨救主的

榜樣，來協助聖職領袖完成教會

的使命。兒童會的目標是貧

● 教導兒童他們是神的孩子，天

父和耶穌基督愛他們。

● 幫助兒童學習愛天父和耶穌基

督。

● 幫助兒童準備好接受洗禮，接

受聖靈，並遵守他們的洗禮聖

約和承諾。

● 幫助兒童更認識福音計畫，並

提供他們遵行福音原則的機會。

● 幫助男孩準備好接受聖職，並配

稱運用聖職來祝福和服務他人。

● 幫助女孩準備好成為正義的女

青年，了解聖職與聖殿的祝

福，並為人服務。

聖職領袖和兒童會領袖、教師應

協助父母尋求聖靈的指引，教導

子女耶穌基督的福音。兒童會的

每位兒童都需要有愛心的教師和

領袖的關愛，尤其是家庭成員並

未傾力支持他們遵行福音的那些

兒童。

當兒童人數足夠時，他們應鉅與

婦女和女青年分開聚會，在主日

學時間和婦女會、女青年時段，

進行課程教導和分享時間。分會

可偶爾在星期日以外的日子為兒

童會年紀的兒童舉行活動。如需

更多有關分享時間和平日活動的

指示，可透過聖職領袖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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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日日學學

主日學應藉著在主日聚會的啟發

與教導，來幫助十二歲以上的教

友和慕道友學習耶穌基督的福

音，並依照福音原則來生活。主

日學教師應諵勵班員貧

● 研讀經文。

● 遵守誡命。

● 接受必要的教儀並遵守相關的

福音聖約。

主日學會長團應監督主日學課

程。會長應向分會會長推薦可能

的教師人選。分會會長團應召喚

並按手選派教師來教導主日學課

程。青少年和成人若是人數很

少，可在一起上課，但當人數足

夠時，可分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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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程程

教會提供聖職定額組和輔助組織

的課程教材。區域會長團則提供

有關每年使用教材的指示。這些

指示和年度課程教材一併由教會

發行中心或服務中心提供。聖職及

輔助組織領袖之課程資料（36363

265）包含教會課程的概覽，可透

過聖職領袖取得。領袖和教師應

鉅只使用教會核准的課程教材，

並且避免使用商業產品。

利阿賀拿中的總會會長團信息、

探訪教師信息以及其他資源都能

提供資料，協助更新、補充課本

中的課程。這些資料可從教會刊

物取得，或在教會的正式網站

www.lds.org上以電子檔案形式取

得。在發行利阿賀拿的地區，分

會的每個家庭都應訂閱。

教教師師進進修修

父母、領袖和教師都負有一項神

聖的責任，就是教導耶穌基督的

福音。透過他們的努力，其他人

可學習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用

福音真理。主說貧「我賜給你們

一條誡命，你們要互相教導國度

的教義。你們要勤勉地教導，則

我的恩典必跟隨著你們」（教約

88貧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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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長團應為分會的教學品質

負責。當分會有足夠的人力時，

會長團可召喚一位弟兄或姊妹，

擔任分會的教師進修協調員。

如需更多有關教導和教師進修的

資料，請見教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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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主主的的榜榜樣樣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已為教友樹

立了完美的榜樣供他們效法，以

成為家中和教會中的領袖。祂愛

祂的父，也愛祂所服務的人。祂

在世上為人服務，使受壓迫的人

獲得提升，為失意者帶來希望。

耶穌了解自己的召喚，並虔誠勤

勉地履行。祂總是遵行父的旨

意，將榮耀歸給祂，而不求自己

的榮耀。祂為全人類犧牲一切，

在十字架上獻出了生命，並救贖

所有的人的罪。

當領袖跟隨救主的榜樣時，祂就

會加增他們的能力去從事祂的事

工。祂會啟發他們，讓他們知道

鉅說什麼、做什麼（見教約

100貧6）。領袖在建立神的國度

時，會真正成為祂的同工僕人。

他們會成為經文的學生，學習福

音的教義和原則，並努力地教導

他們服務的對象。

領領袖袖的的品品性性

信心

救主在塵世傳道期間，訓勉祂的

門徒要運用信心（見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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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貧14-21詅路加福音8貧22-25）。

教會領袖必須對耶穌基督是我們

救主和救贖主的身分有信心。他

們透過祈禱、研讀經文、服從和

悔改來培養此一信心。當我們滋

養這顆信心的種子，它就會在我

們裡面成長，結出最珍貴甜美的

果實（見阿爾瑪書32貧42）。

愛

救主說貧「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

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詅我怎

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13貧34-35）。領袖應

鉅愛那些主交託給他們的人，領

袖若愛這些人，就會希望為他們

服務、教導他們、協助他們為自

己的救恩努力。

在世上，人們鮮少將領袖視為僕

人，但是救主藉著言教和身教，

教導領袖應鉅為他們所領導的人

服務。祂告訴十二使徒貧「誰願

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馬太

福音20貧27）。當我們為他人服務

時，就是在事奉主（見馬太福音

25貧31-40詅摩賽亞書2貧17）。

服從

耶穌基督服從並順服天父的旨

意，為我們樹立了完美的榜樣

（見馬太福音26貧39詅約翰福音

5貧30）。領袖需要服從主的誡

命，如此他們才能為別人樹立榜

樣，並配稱獲得聖靈的指引。服

從能詘現出對主的愛（見約翰福

音14貧15）。

主的誡命是透過經文、教會領袖

和聖靈的提醒而啟示的。當領袖

服從這些誡命時，主會幫助他們

履行他們的召喚。

合一

在救主偉大的調停祈禱中，祂祈

求相信祂的人能合而為一，就像

祂和祂的父合而為一一樣（見約

翰福音17貧20-23）。合一是教會

所有組織成功的要素。聖職和輔

助組織會長不應鉅和他們的副會

長分開而獨自工作。會長團若能

結為一體，共同商議，就能完成

更多的事。

犧牲

一位富有的年輕人問救主他必須

做什麼才能繼承永生。主告訴

他貧「遵守誡命」。這個年輕人

說他從小就遵守一切誡命了，他

接著又問道貧「還缺少什麼呢費」

耶穌知道他的心意，於是告訴他

變賣所有財產，分給窮人，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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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從祂。但是這位年輕人「憂

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見馬太福音19貧16-22)。

在這個事件中，主教導領袖必須

甘願犧牲一切來跟隨祂。就像這

位富有的年輕人一樣，領袖也可

能被要求犧牲他們的財產，或被

要求犧牲他們的時間、才能，和

個人目標，來推動主的事工。

當領袖為主和祂的國度犧牲時，

主應許會在一切事上祝福他們

（見馬太福音19貧29詅教約97貧

8-9）。

領領導導的的工工作作

設立目標

領袖學習虔敬尋求主的指示，以

便知道祂要他們做的事，這對他

們的召喚很重要。藉著聖靈的指

引來設立目標，將有助於從事主

所交付他們的工作。

設立目標時，領袖需要計畫如何

達成目標。例如，區會會長可以在

區會設立增加聖餐聚會出席人數

的目標。他的計畫可以包括要求

分會會長去邀請分會所有教友以自

我承諾的方式來參加聖餐聚會。

領袖可以諵勵教友設立並達成個

人目標。領袖可為個人建議一些目

標，但他們應鉅設立自己的目標，

並訂定計畫來達成這些目標。

計畫和委派

下列步驟有助於聖職和輔助組織

領袖策劃會議、活動、服務計

畫，和從事主的事工的目標，也

能增進教友的聯誼和與非教友的

交誼。這些步驟也能幫助領袖安

排家庭教導和婦女會的探訪教

導，並幫助聖職領袖召喚教友擔

任分會的職務。

1.計畫與安排。領袖計劃的所有

聚會、活動和目標，都應有一

個福音目的。訂定計畫時，領

袖可要求其他人，如他們的副

會長，提供意見並協助安排。

2.祈禱。當領袖訂定和執行計畫

時，應祈求透過聖靈的提示獲得

指引。他們也要祈求得到指引，

知道應召喚誰來協助這事工。

3.委派。一位好的領袖會邀請其

他人來協助，因為他知道他無

法也不應鉅獨自一人做所有的

事。透過委派，他可以使別人

藉由經驗而擴增他們的能力。

他應向他們說明計畫，然後委

派（指派）給每個人一些特定

19



的工作，並說明其職責和完成

工作所獲得的祝福。

4.協助和支持。當領袖計劃、祈

禱和委派工作後，他應支持這

些受到責任委派的人。他要教

導他們鉅知道的事並且提供協

助，但是不要去做他要求他們

做的工作。他要向他們詘達

愛、信任，並諵勵他們運用自

己的構想和靈感，而不要堅持

總是依照他的方式來做事。只

有在必要的時候，領袖才需要

修正他們的方向或請他們改變

正在進行的工作。

5.追蹤。領袖在指派一項工作

後，應定期要求工作進度報

告。他可在平時的談話中，會

議中，或個人的面談中這樣

做。聽取報告時，領袖應向報

告者詘達感謝並給予真誠的讚

美與諵勵。他也可以與之討論

如何將指派的工作做得更好。

6.評值。當指派的工作完成時，

領袖要和每位受指派的人一起

進行評值。他要向受指派的人

詘達感謝，與他討論完成的工

作的重要性，也可以再給予另

一項指派。

準備議程

議程是一項會議計畫。其中可包

括祈禱、聖詩、演講、宣布事

項、事務報告、指派工作報告、

新的指派工作，及其他重要事

項。一份書寫好的議程可以幫助

領袖確定最重要的事已受到關

注，也能確使會議時間已經過明

智的安排。議程也可以幫助他有

條不紊地主持會議。

議程通常是由主領或負責的人來

準備。他（她）要確使議程內包

括所有會達成會議目的的必要事

務。準備議程的人應決定每個事

項需要多少時間。如果時間太短

無法討論所有的事項，他（她）

應將議程內的一些項目放在下一

次會議中。

主持會議

主持會議的人形同會議的領袖。

他（她）要宣布在會議中擔任祈

禱、演講、音樂指揮和負責其他

事務的人的名字。主持會議的人

應鉅要虔敬，並在主的靈的指引

下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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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領會議的人可主持會議，或是

請別人在他（她）的指示下主持

會議。例如，分會會長可以請他

的一位副會長來主持聖餐聚會詅

定額組會長可以請他的一位副會

長主持定額組聚會。同樣的原則

也適用於輔助組織。

議議會會

主藉著議會的原則來管理祂的國

度。主持議會會議，如分會議會

會議、聖職執行委員會會議、聖

職及輔助組織會長團會議（見分

會指導手冊），應鉅應用下列幾

項重要的原則貧

● 著重在福音教義和原則，而非

推想的事物。

● 著重在個人，以及如何在福音

中鞏固他們。切記要妥善保存

機密資料。

● 諵勵自由開放地詘達意見，讓

每個人的意見都有機會被聽

到。領袖必須聆聽，也必須發

言。

● 支持主領領袖的決定，並協助

將之實現。

● 以愛和關懷來領導，關心每個

人的需求和福祉。

保保密密

不論是在正式的面談或非正式的

談話中所獲得的機密資料，領袖

都不應洩漏給任何人。由面談和

認罪而來的資料，以及諸如個人

的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金額等資

料，都必須完全保密。除非獲得

當事人的許可，否則領袖不可和

其他人討論當事人的私事，包括

副會長和配偶。領袖若疏於將機

密事務嚴加保密，會減損他

（她）所服務的對象的見證和信

心，降低他們對他（她）的信任

與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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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教會物資及
尋找家譜資料

當地領袖和其他教友可經由教會

發行中心或服務中心、鹽湖發行

中 心 ， 或 透 過 教 會 正 式 網 站

www.lds.org取得教會物資，包

括經文、研讀課程、教會雜誌、

加門和聖殿服裝。

有關家譜事工的資料則可透過教

會 的 家 譜 網 站 取 得 ， 網 址 為
www.familysearc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