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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為成員和非成員提供食物、

飲水、衣物和衛生用品等。

教堂成了避難所，供數千名

失去家園的人使用。許多當地聖

職領袖失去了一切，但他們還是

和區域會長團一起領導成員，評

估了所有成員的狀況及安危。他

們開始實施受靈啟發的各項計畫，

協助成員恢復到可以接受的生活

情況，並恢復自立。

教會提供了適量的資源，協

助教會成員重建木造的庇護所和

家園。但這並非只是免費的救濟。

成員們接受了訓練，先為自己、

然後再為他人執行必要的勞動。

這麼做所帶來的一項祝福是，

成員在培養出木工、管路及其他

建築技巧後，就有能力找到有意

義的工作機會，協助鄰近的城市

和社區開始重建工作。

照顧貧困者是一項基本的福

音教義，也是永恆救恩計畫中的

一項基本要素。

耶和華在來到塵世傳道之前，

經由祂的先知說：「原來那地上

的窮人永不斷絕；所以我吩咐你

說：『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

弟兄鬆開手。』」
1

在我們這個時代，「照顧貧

困者」是神指派給教會的四大責

任之一，目的在於協助個人和家

庭有資格獲得超升。
2

照顧貧困者的時候，要同時

考慮到屬世和屬靈的救恩。這包

括教會成員所作的個人服務，去

親自照顧貧困者，以及正式的教

會福利計畫，那是透過聖職權柄

執行的。

在照顧貧困者方面，主的計

級颱風，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傷

亡。許多城市整個被毀、許多人喪

生；數以百萬的家園受到嚴重毀

損；許多基本民生設施，如供水、

電力、下水道等，也都停擺了。

這場災難發生不久後，教會

隨即提供資源。住在菲律賓的教

會成員集合起來援助他們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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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的弟兄們，我喜愛聖

職，也喜愛跟各位在一

起。我非常感激能和各位

在這偉業中一起服務。

我們住在一個非凡的時代。

醫藥、科學及科技方面的神奇進

展，改善了許多人的生活品質。

但證據顯示，仍然有許多人遭受

極大的痛苦和困境。除了戰爭和

戰爭的風聲以外，還有越來越多

的天災，包括洪水、火災、地震

和疾病，正在衝擊世界各地千百

萬人的生活。

教會領袖了解而且非常關注

世界各地神的兒女的福祉。無論

何時何地，只要有可能，教會都

會提供緊急物資來幫助貧困者。

例如，去年十一月海燕颱風襲擊

菲律賓島國的時候。

海燕颱風是個規模五級的超

禁食律法： 
照顧貧困者的 
一項個人責任
身為救主的門徒，我們都有這項個人責任要照顧貧困者。

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可能，教會都

會提供緊急物資來幫助貧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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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核心就是禁食律法。「主已

制訂了禁食和禁食捐獻的律法來

祝福祂的人民，讓他們有機會為

困苦者服務。」
3

身為救主的門徒，我們都有

這項個人責任要照顧貧困者。世

界各地的忠信教會成員，每個月

都會藉著禁食來這麼做。他們會

連續 24小時不吃不喝，然後將至
少與那些食物等值的錢捐給教會，

作為禁食捐獻。

每個家庭都應該虔敬地思考

和教導以賽亞的話。他說：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

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

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

嗎 ?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

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

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

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4

然後，以賽亞繼續列出主應

許給服從禁食律法的人的美好祝

福。他說：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

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

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

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裡。 
⋯⋯

「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

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

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

正午。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
5

關於這段經文，海樂‧李會

長這樣說：「每個福音期都曾提

到〔禁食〕會有極大的祝福。主

在這裡透過這位偉大的先知告訴

我們，為什麼要禁食，禁食會有

何祝福。⋯⋯只要分析⋯⋯以賽

亞書第 58章，就會發現為什麼主
希望我們繳付禁食捐獻，為什麼

祂希望我們禁食。這是因為符合

資格之後，我們求告，主就會回

答，我們呼求，主必說：『我在

這裡。』」

李會長又說：「我們會希望

在求告時，祂卻不回答，或在遭

遇困苦而向祂呼求時，祂卻不與

我們同在嗎 ?我想，我們現在就是
該想想這些重要基本原則的時候

了，因為在未來的日子，當審判

純然地傾倒在全地時，我們只會

越來越需要主的祝福。」
6

我們敬愛的先知多馬‧孟蓀

會長，根據親身經驗，分享了他

對這些原則的見證。他說：「曾

經協助貧困者的教會成員，不會

忘記這樣的經驗，也不會因此懊

悔。勤勞、節儉、自立、與人分享，

是我們行之已久的準則。」
7

弟兄們，耶穌基督後期聖徒

教會的成員是一群訂立聖約、遵

守誡命的人民。在我看來，任何

律法、任何誡命，若忠信地加以

遵行，都比不上禁食律法那麼容

易遵行、又能帶來更大祝福的。

我們禁食並誠實繳付禁食捐獻時，

把原本要花費在餐點上的金錢，貢

獻到主的倉庫。這並不需要在金

錢上作出比平常花費更大的犧牲。

同時，我們還蒙得應許，會有非

凡的祝福，正如先前所提到的。

禁食律法適用於所有的教會

成員，甚至年幼的孩童也可學習

禁食。先從一餐開始，等到他們

能夠了解，也有體力遵行禁食律

法時，再進行兩餐。丈夫和妻子、

單身成員、青少年及兒童，在禁

食時都應該用祈禱開始，感謝生

活中的各項祝福，並在禁食期間，

尋求主的祝福和力量。等到把禁

食捐獻交給主的代理人，即主教，

就完全履行了禁食律法。

主教們，你們負責指導支會

的福利事工，你們有神聖的責任

去找出和照顧貧困者。你們的目

標是在慈助會會長及麥基洗德聖

職定額組領袖的支持下，協助成

員自助和自立。你們要審慎運用

禁食捐獻，來施助成員在屬世和

屬靈上的需求，並且要將禁食捐

獻視為是一項臨時的資助，是家

族及社區資源以外的補充。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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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透過祈禱、運用聖職權鑰和辨

別力來協助貧困者，就會逐漸了

解到，正確運用地禁食捐獻，其

用意是在幫助人們維持生計，而

非維持生活品味。

亞倫聖職定額組會長們，你

們持有權鑰，也有能力去主理外

在教儀。你們和主教一起工作，

指導定額組成員了解其聖職職責，

以及有責任尋找教會成員，讓他

們有機會作禁食捐獻。亞倫聖職

持有人在光大自己的聖職責任，

將這機會給予教會所有的成員時，

往往就是在將禁食的應許祝福提

供給最需要的人。你們會親眼目

睹，照顧貧困者的這份精神，有

力量軟化剛硬的心，並造福未經

常出席教會聚會的人。

孟蓀會長說：「主教若將亞

倫聖職定額組組織起來，參與收

集禁食捐獻，就會在這項神聖的

責任上獲得更大成功。」
8

主教們，要記住每個區域和

國家的情況會很大的不同。在你

居住的地區，讓亞倫聖職定額組

成員挨家挨戶地聯絡，可能並不切

實際。但是我們邀請你們透過祈

禱，考慮先知的忠告並尋求靈感，

找出適當的方法，讓你支會裡的

亞倫聖職持有人能藉著參與收集

禁食捐獻，來光大他們的聖職。

在尼腓三書第 27章，復活的
主問道：「你們應當是怎樣的人

呢 ?」然後祂回答說：「應當和我
一樣。」

9
我們若承受基督的名，

努力跟隨祂，就會在容貌上蒙得祂

的形象，變得更像祂。照顧貧困者

是救主傳道中固有的一部分，存在

於祂所做的每一件事中。祂主動關

懷每個人，並且提升我們。祂的軛

是容易的，祂的擔子是輕省的。我

邀請我們每個人都來照顧貧困者，

忠信地遵守禁食律法、並慷慨地奉

獻禁食捐獻，藉此變得更像救主。

我謙卑見證，忠信地照顧貧困者，

會反映出靈性的成熟，並且會同時

造福施予者和接受者。奉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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