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告

日期： 2019年9月1日

受文者： 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總會職員；以及：美式手語、 
廣東話、宿霧語、英語、法語、德語、希利蓋農語、 
伊洛卡諾語、義大利語、日語、韓語、華語、 
葡萄牙語、俄語、薩摩亞語、西班牙語、塔加洛語 
和東加語單位的下列領袖：區域七十員；支聯會、 
傳道部及區會會長；主教及分會會長；支聯會及支會議會成員

發文者： 聖職和家庭部門（1-801-240-2134）

主旨： 兒童和青少年：羅素‧培勒會長主領的特別轉播

在2019年5月17日，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宣布要在第五個星期日舉行一場聚會，
以幫助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準備好實施給兒童和青少年的新計畫，該計畫是為了幫助

他們跟從救主。本場聚會將於2019年9月29日舉行，由羅素‧培勒會長主領。

隨函附上給領袖的2019年9月29日會議指示。本場轉播影片應於課程時間播放，
轉播時間為48分鐘。請鼓勵成員準時到達，以免錯過重要訊息。

兒童和青少年（將於2020年滿8-18歲者）及所有成人皆受邀參加。本轉播的影片
將於9月29日以前提供下列語言版本：美式手語、廣東話、宿霧語、英語、法語、德
語、希利蓋農語、伊洛卡諾語、義大利語、日語、韓語、華語、葡萄牙語、俄語、薩

摩亞語、西班牙語、塔加洛語及東加語。

凡排定在2019年9月29日舉行支聯會大會的支聯會，支聯會會長應找出一個日期，
讓各支會能在9月29日之後盡快觀看轉播影片。年輕單身成人和單身成人支分會的領袖，
應考慮其成員的需求並決定是否觀看轉播。

查看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和ChildrenandYouthLeaders.
ChurchofJesusChrist .org來獲得更多資訊，包括將於2019年11月17日舉行的面對面
活動，由江文漢長老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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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youth/childrenandyouth?lang=zho
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youth/childrenandyouth/leaders?lang=zho
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youth/childrenandyouth/leaders?lang=zho


2019年9月29日羅素‧培勒會長 
主領的特別轉播指示
2019年9月1日

一場給所有兒童、青少年及成人參加的聚會

雖然先前的通告宣布要為兒童和青少年及成人分開舉行聚會，但現在兒童和青少年（將於

2020年滿8-18歲者）和所有成年人，應於星期日例行聚會的課堂時間聚在一起。如有必要，
這場聚會可以在兩間以上的教室舉行，以因應單位的規模大小和環境。如有必要分成兩間教

室，同一個家庭的成員們應該一起參加。

活動前

主教應為本場聚會作下列準備：

• 在聚會以前先行下載並觀看影片轉播。影片可在 
ChildrenandYouthLeaders.ChurchofJesusChrist.org取得。

• 預備一間教室或多間教室來舉行聚會。

• 為貴單位的所有兒童和青少年（將於2020年滿8-18歲者）準備足夠的鉛筆或原子筆，以便在
聚會期間能完成兒童和青少年介紹指南中的活動。

• 確保在兒童和青少年入場時，有足夠份數的兒童和青少年介紹指南可發放。本指南將於9月
29日之前，連同給父母和領袖的介紹指南一起寄送至支分會。如果這些資料沒有準時寄達，
請印出隨附的活動頁面，供單位裡的兒童和青少年使用。

• 準備多本給父母和領袖的介紹指南，以便在聚會結束時發放。各單位應收到：每個有兒
童或青少年的家庭要一本，以及主教團、初級會會長團、女青年會長團及男青年會長團

的成員各一本。在這些成員收到資料後，若有額外份數，可提供給支會中的其他成人，

包括青少年顧問及初級會教師。該指南可於活動前幾天在線上取得，亦可於活動後在

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和福音圖書館中取得。

• 與初級會會長團協調，盡可能讓初級會領袖及教師能來參與此場聚會，同時確保初級會調
配足夠的人員，來照顧在2020年未滿8歲以上的兒童。在影片轉播期間於初級會服務的領袖
和教師，稍後可於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觀看轉播。

如何觀看轉播影片

領袖應於9月29日之前事先從ChildrenandYouthLeaders.ChurchofJesusChrist .org下載並
測試轉播影片。播放下載好的影片，能提供最佳的觀看經驗。如有需要，各單位也可以使用

下列其中一個方法：



2019年9月29日特別轉播指示
2019年9月1日

• 隨身碟：在網路連線較不穩定的地區，過去曾收到轉播影片隨身碟的單位，將再次收到包含
本轉播影片的隨身碟。

• 衛星：可透過衛星轉播。轉播將於每鐘頭的10分鐘後開始（半小時後才開始舉行教會聚會的
單位，將無法透過衛星觀看轉播）。若要取得更多資訊，見隨附的時間表。

• 線上串流：在聚會期間從網際網路上觀看轉播也許可行，但可能導致不良的觀看經驗。

活動期間

• 鼓勵家人坐在一起。注意那些沒有家人出席的兒童和青少年，邀請他們與其他家庭或其他成
年人坐在一起。

• 主教或一位被指派的諮理要主持聚會，簡短解釋此場轉播將不會分享關於「兒童和青少年」
計畫的每個細節，而是會著重於願景和原則上。影片轉播將會持續48分鐘，因此聚會與影片
都必須盡快開始。

• 本轉播包含一個簡短的活動，此活動可在兒童和青少年介紹指南找到。當所有兒童和青少年
入場時，請將鉛筆或原子筆及兒童和青少年介紹指南發給他們。

• 轉播期間，父母和領袖應在指定環節幫助兒童和青少年參與活動。

• 在父母和領袖離開前，將給父母和領袖的介紹指南發給他們（見上述「活動前」）。若有
額外份數，可提供給其他成人，這些資料都可在線上取得。

活動後

• 鼓勵父母幫助他們的兒童和青少年在家中完成活動。邀請家長和領袖與兒童和青少年討論，
他們想要做什麼來使靈性、社交、體能和智能成長。

• 資訊可於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及福音圖書館中取得。

• 鼓勵兒童、青少年、父母和領袖準備好，在2019年11月17日由江文漢長老主領的面對面活動
中進一步學習。場地允許的話，支分會可以安排大家聚在一起觀看活動。

• 請記住，新計畫將於2020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隨後將在2020年3月推出更多語言。



在生活的各方面跟隨救主
天父希望你學習和成長。祂差來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為

我們所有人在每一方面立下完美的榜樣。經文教導，救

主在年少時期，「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

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2：52）。

耶穌基督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發展茁壯——靈性（得神的

喜愛），社交（得人的喜愛），體能（身量），智能 

（智慧）——你也做得到！

靈性

體能

社交

智能

你在這些方面表現得如何？開始想想你希望改善或開始去做什麼。

在下面的空格裡寫下或畫出你想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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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轉播時間表

兒童和青少年：羅素‧培勒會長主領的特別轉播

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
節目長度：48分鐘

一般資訊

給支聯會技術專員的資訊

本場轉播可以透過教會衛星系統即時收看（如有的話）。此後如欲觀看，可從

ChildrenandYouthLeaders.ChurchofJesusChrist.org下載轉播，亦或複製一份衛星直播的轉
播影片以供日後觀看。

有關衛星轉播的準備事宜，或電洽技術支援的相關指示，請參閱給支聯會技術專員的衛星設

備資訊。這份文件應放在衛星接收器的附近。

如欲查詢衛星、網際網路，或教堂內接收教會轉播之其他設備的技術資訊，請參閱mhtech.
ChurchofJesusChrist.org。如該網站沒有你的語言版本，指定的行政辦公室可提供協助。

注意：如果你能讀寫英語，請於轉播結束後填寫事後轉播問卷調查表（該問卷目前只提供英

文版本）。請前往mhtech.ChurchofJesusChrist.org，搜尋broadcast survey以取得該調查表。

閉路字幕

教會衛星系統為聽障者所提供的閉路字幕，可供許多區域使用。也可以使用提供支援的電子

裝置，在網際網路上觀看閉路字幕。此活動只提供英文的閉路字幕。

影片複製

本次轉播影片之複製，僅授權供教會使用；可為每個教堂圖書室複製一份備份，若需複製備

份，所錄製的每張光碟皆應標示以下的版權聲明：

兒童和青少年：羅素‧培勒會長主領的特別轉播

2019年9月29日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 © 2019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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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轉播時間表：兒童和青少年的特別轉播

教會衛星系統

轉播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下午02：101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20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下午03：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21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下午04：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22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下午05：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23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晚上06：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0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晚上07：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1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晚上08：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2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晚上09：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3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晚上10：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4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晚上11：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5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0：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6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1：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7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2：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8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3：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09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4：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010

1.  節目開始時間以山區日光時間（MDT）和世界標準時間（UTC）列出。山區日光時間為猶他州鹽湖城當地的
時間，當地實施日光節約時間（即夏令時間）。世界標準時間乃國際通用時間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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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轉播時間表：兒童和青少年的特別轉播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5：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1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6：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2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7：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3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8：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4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09：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5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10：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6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11：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7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下午12：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8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下午01：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9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下午02：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20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下午03：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21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下午04：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2210

 山區日光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下午05：10
世界標準時間：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2310

教會衛星系統提供的語言：

美式手語2

廣東話

宿霧語

英語（提供 

閉路字幕）

法語

德語

希利蓋農語

伊洛卡諾語

義大利語

日語

韓語

華語

葡萄牙語

俄語

薩摩亞語

西班牙語

塔加洛語

東加語

2.  美式手語（ASL）僅在美加地區內的教會衛星系統上提供。美式手語的轉播，是把焦點放在手語人員身上，本
場聚會的演講者，則顯示在螢幕上的小視窗中。英語的聲音檔會與美式手語同步播放。如需要以衛星收看美

式手語，請至少於轉播前兩週，與當地的設施管理小組聯絡；此服務可能需要用到其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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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轉播時間表：兒童和青少年的特別轉播

網際網路檔案庫

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提供的語言版本：
美式手語

廣東話

宿霧語

英語（提供 
閉路字幕）

法語

德語

希利蓋農語

伊洛卡諾語

義大利語

日語

韓語

華語

葡萄牙語

俄語

薩摩亞語

西班牙語

塔加洛語

東加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