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告

日期： 2019年11月17日

受文者： 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總會職員；區域七十員； 
以及選定語言單位的下列領袖：支聯會、 
傳道部和區會會長；主教和分會會長； 
支會和支聯會議會成員；兒童和青少年的父母

發文者： 聖職和家庭部門（1-801-240-2134）

主旨： 兒童和青少年計畫——概覽及常見問題

江文漢長老和幾位總會職員，於2019年11月17日的面對面活動轉播中，為耶穌基
督後期聖徒教會新發布的兒童和青少年計畫，補充了詳細的內容。這項計畫將取代所

有現行的活動及成就計畫，並著重於幫助每位兒童和青少年效法救主的榜樣。這份通

告的附件，將詳列面對面活動轉播中所提到的資訊。

自2020年1月1日起，在講下列語言的單位中，兒童和青少年（2020年將滿8-18
歲者）將在父母及領袖的支持下，進行以家庭為中心，教會從旁輔助的兒童和青少年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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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葡萄牙語、俄語、薩摩亞語、西班牙語、塔加羅語及

東加語。

面對面活動當中介紹了一首給兒童唱的新歌，你可以在 c h i l d r e n a n d y o u t h .
ChurchofJesusChrist .org網站上找到。活動中也介紹了新的2020年青少年主題曲及
影片，你可以在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找到英語和其他語言版本的主題曲、
影片，及其他青少年主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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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兒童和青少年計畫，是一項新計畫，旨在幫助新興的一代，增強對耶

穌基督的信心，在面對人生的挑戰時，遵循聖約的道路向前邁進。它著重於幫助每位兒童和青

少年效法救主的榜樣，在靈性、社交、體能及智能方面均衡發展（見路加福音2：52）。

自2020年1月1日起，兒童和青少年計畫將取代所有現行的活動及成就計畫。欲完成對神盡職、
對神忠信，以及個人進步計畫的男女青年，需於2020年1月1日前完成各項要求。若有兒童或青
少年需要更多的時間，獎章將供應到2020年3月1日。針對教會贊助童軍活動單位的區域，兒童
和青少年計畫也將於2020年1月1日起，取代當地的童軍活動。

新的兒童和青少年計畫包含三個重點領域：

• 福音學習

• 服務和活動

• 個人發展

這項計畫中包含了兩種紀念禮：歸屬紀念禮及成就紀念禮。每位兒童和青少年將於滿8歲、 
12歲及18歲當年，獲得歸屬紀念禮；青少年努力達成特定的基本要求，來跟從救主，則能獲得
成就紀念禮（見本文件後續「成就」的部分）。

這項計畫是以家庭為中心，由教會從旁輔助。各家庭自行決定如何在家中最有效執行各項

重點。

兒童方面的計畫概覽

兒童受邀從滿八歲當年的一月開始，參與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兒童和青少年計畫。以下是

兒童方面的計畫概覽。

   主教可於每年年初，拜訪初級會即將滿八歲兒童的班級，歡迎他們參與兒童和青
少年計畫。他在討論過程中，給予每位兒童兩項紀念禮：一枚戒指和一張聖殿圖

片。兒童也都會獲得一本個人發展：兒童指南。父母及初級會會長團成員可以參

與拜訪。

在兒童和青少年計畫中，兒童將參與：

福音學習

兒童將在家中自己研讀經文，也和家人一起研讀。教會準備了來跟從我——供個人和家庭使

用，供他們進行這類研讀。然後，兒童以他們在家中所學到的事情為基礎，到初級會的課堂

上，進行更深入的經文研習。課程教材見來跟從我——供初級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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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和活動

兒童將和家人一同參與服務和活動。此外，兒童（自滿8歲當年起）也將定期聚集，進行初級
會活動。一般而言，兒童將依年齡分組，男孩和女孩也會分開進行活動——不過，如果有特定

的活動，或當地的兒童不多，則他們可以一起進行活動。初級會活動通常每月舉辦二至四次，

若因路程與成本、時間限制、安全及其他狀況的緣故，而無法每月舉辦二至四次，則可降低舉

辦頻率。

初級會會長團要與主教團合作，推薦成員給主教團，讓主教團召喚他們擔任初級會活動領袖。

這些領袖可以是初級會教師，也可以是支分會中的其他成員。每次活動至少應有兩位活動領袖

在場，他們可以是兩位男性、兩位女性或一對已婚夫妻。活動領袖需完成protectingchildren.
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上的訓練。

活動領袖要規劃有趣且吸引人的服務和活動，這些服務和活動也要能培養見證、鞏固家庭，並

促進個人成長。活動必須在靈性、社交、體能和智能等四個成長領域上取得平衡。

不為兒童舉辦過夜露營，然而，當地領袖可以為參與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初級會兒童舉辦日間

露營。

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將提供在家和在教會中服務和活動的建議，
自2020年起，福音生活應用程式也將提供相關建議。

個人發展

兒童訂立目標，在靈性、社交、體能和智能方面成長。父母則幫助兒童針對個人選定的目標，

進行探索、計劃、行動及反省。若有需要，領袖也一同協助。然後，兒童再訂立新的目標。兒

童可以自行決定要進行多少目標，但教會鼓勵他們，每年至少要針對四個領域，各訂一個目

標。兒童在父母的支持下，可以選擇使用個人發展：兒童指南，來訂立和記錄目標。

指南及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將提供目標建議，自2020年起，福音
生活應用程式也將提供相關建議。

青少年方面的計畫概覽

青少年要在滿12歲當年1月進入亞倫聖職定額組和女青年班級。以下是青少年方面的計畫概覽。

   男青年將從他們的定額組會長團那裡獲得一枚戒指；女青年將從她們的班級會長
團那裡獲得一個獎章。此外，主教將在面談中，給予每位青少年一個聖殿推薦書

套。青少年也都會獲得一本個人發展：青少年指南。

在兒童和青少年計畫中，青少年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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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學習

青少年將在家中自己研讀經文，也和家人一起研讀。教會準備了來跟從我——供個人和家庭使

用，供他們進行這類研讀。然後，青少年以他們在家和在福音進修班所學到的事情為基礎，到

主日學課堂和亞倫聖職定額組或女青年班級中，進行更深入的學習。課程教材見來跟從我——

供主日學使用，及來跟從我——供亞倫聖職定額組和女青年班級使用。

服務和活動

青少年將和家人一同參與服務和活動。此外，青少年也將定期聚集（通常為每週），進行女青

年活動、亞倫聖職定額組活動，以及青少年活動（男女青年一起進行）。若因路程與成本、

時間限制、安全及其他狀況的緣故，而無法每週舉辦，則可降低舉辦頻率，但通常仍應至少每

月舉辦一次。如需更多資訊，請見AaronicPriesthoodQuorums.ChurchofJesusChrist.org，及
YoungWomen.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上的「青少年服務和活動指導方針」。

除了主教團和女青年會長團的成員之外，每個定額組和班級將召喚一名顧問，使每次活動

皆能有兩位成人領袖在場。若有需要，也可召喚專員。成人領袖需完成protectingchildren.
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上的訓練。

定額組和班級會長團在成人領袖的協助下，規劃並執行有趣且吸引人的服務和活動，這些服務

和活動也要能培養見證、鞏固家庭，並促進個人成長。活動必須在靈性、社交、體能和智能等

四個成長領域上取得平衡。

除了定期的青少年活動之外，青少年也可以參與：

• 鞏固青年（FSY）大會（見fsy.ChurchofJesusChrist.org）。

• 青年大會或手推車之旅（未舉辦FSY大會的年度）。

• 年度女青年露營和亞倫聖職定額組露營。

• 可行的話，其他過夜露營及活動。

如需更多資訊，請見AaronicPriesthoodQuorums.ChurchofJesusChrist.org，及YoungWomen.
ChurchofJesusChrist.org。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將提供服務和活
動建議，自2020年起，福音生活應用程式也將提供相關建議。

個人發展

青少年訂立目標，在靈性、社交、體能和智能上成長。父母則幫助青少年針對個人選定的目

標，進行探索、計劃、行動及反省。若有需要，領袖也一同協助。教會鼓勵青少年，每年至少

要針對四個領域，各完成兩個目標。青少年可以選擇使用個人發展：青少年指南，或福音生活

應用程式來訂立和記錄目標。

指南及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將提供目標建議，自2020年起，福音
生活應用程式也將提供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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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青年在滿18歲當年年初，將獲得一個膏油瓶，供他們在按立至麥基洗德聖職後
使用；女青年在滿18歲當年年初，則獲得一個墜飾，她們可以將其與獎章一同配
掛在項鍊上。

成就

   男女青年滿18歲當年，將有機會與主教面談（想要的話，父母可列席），討論他
們的目標進度。主教會在面談中展示一份來自總會會長團的證書，以及兒童和青

少年計畫的水晶雕刻（內有救主像）。他將這些成就紀念禮，給予在變得更像救

主方面有進步的青少年，他們努力做到：

• 每日研讀經文和祈禱。

• 配稱持有限制用途的聖殿推薦書。

• 參加安息日聚會、定額組或班級活動，以及福音進修班。

• 達成各成長領域中的目標。

• 用對對方有意義的方式為人服務，這包含參與服務。

如果非成員、新成員，以及未積極參與兒童和青少年計畫或教會活動的人，目前正專注於遵循

上列的門徒生活模式，那他們也可以在滿18歲那年獲得這些成就紀念禮。

接下來幾個月後，將能夠在 lcr.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上列印這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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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以下是關於新計畫，兒童、青少年、父母及領袖可能會有的問題和解答。然而，由於這項計畫可

因應個人現況調整，許多問題都可透過尋求個人靈感而獲得解答。

一般問題

如何決定服務和活動的重點?

服務和活動應在路加福音2：52所建議的四個成長領域（靈性、社交、體能及智能）上取得平
衡，並根據個人、家庭、定額組、班級及初級會活動小組的需求和興趣來計劃。服務和活動

可以為兒童和青少年帶來全新的體驗、教導他們生活技能，並幫助他們履行聖職職責及聖約責

任。如果有幫助，有時可以利用活動，來支持個人、家庭或團體目標。

父母和領袖會追蹤青少年和兒童所訂立的目標嗎?

不會。父母（若有需要，由領袖協助）可以詢問兒童和青少年的目標是什麼，以及他們可以如

何幫助他們，但成人並不負責追蹤目標進度。兒童和青少年可能會希望能保留一些私人的目

標，他們可以利用指南、福音生活應用程式，或其他最適合他們的方法來訂立目標，並反省或

記錄進度。兒童在記錄和記住目標方面，可能需要協助，通常由父母提供這類協助。

還會有青少年面談嗎?

有的。從青少年滿12歲那年起，主教會每年與他們面談。主教（從青少年滿16歲那年起）或
他的一位諮理（針對16歲以下的青少年）通常會在六個月後再次與他們面談。（見指導手冊
第一冊，7.1.7.）此外，女青年會長在與女青年商議時，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要她們商議
的事情不需要公眾法官參與，也不涉及任何虐待情事，她都可以和女青年商議。在這些談話

中，成人領袖要教導青少年如何成為救主的門徒。他們可以鼓勵青少年達成目標，提供他們

所需的幫助。

福音生活應用程式是什麼?

這是一個為青少年和成人設計，將於2020年推出的應用程式；福音生活應用程式有許多工具，
用途包括訂立目標、制定計畫、追蹤進度及記錄想法和靈感。另外，這個應用程式也提供發人

深省的文章、活動和目標建議，以及在家人、定額組及班級中傳訊和分享的功能。不使用這個

應用程式，也能參與兒童和青少年計畫，也不限參與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人，才能使用這個應

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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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為中心相關問題

我該如何幫助我的兒童或青少年開始進行「個人發展」?

父母可以幫助兒童或青少年，找出他們想要的成長方式，可以先討論如何尋得啟示，並一起

祈禱尋求指引。指南及福音生活應用程式中的資源，有助於找出需求和興趣。如需更多資訊，

請見兒童和青少年：給父母及領袖的介紹指南。

如果我的孩子失去興趣，或發現某個目標太難或不適合，該怎麼做?

當兒童和青少年對某個目標不感興趣、覺得太難或不適合，有時候，正確的做法是繼續嘗試，

有時候，對兒童或青少年來說，適當的做法是調整目標或換一個目標。積極效法救主成長的榜

樣，比達成特定的目標更重要。

我的兒子或女兒達成一個目標時，我該怎麼做?

父母可以幫助子女慶祝成長，反省並記錄想法，做法是回答這類問題：我獲得了什麼成長? 
我的目標如何幫助我更加接近救主?父母可以鼓勵兒童和青少年，決定好如何利用所學到的事
情去幫助他人。

兒童和青少年除了訂立個人目標之外，可以訂立家庭目標嗎?

可以。父母可以根據家庭的需求，幫助兒童和青少年挑選目標。

兒童和青少年需要把每個目標都告訴父母和領袖嗎?

不需要。有些目標是私人的。成人可以表達協助的意願，然而，要讓兒童和青少年保有一些 
私下訂立，只有他們和主知道的目標。

成人和年幼的兒童可以參與兒童和青少年計畫嗎?

成人和年幼的兒童可以個別，也可以全家一起在家中參與福音學習、服務和活動，以及個人發

展，並使用相關資源。一般而言，成人和年幼的兒童，不會參與由教會主辦的兒童和青少年 
計畫相關活動，也不會獲得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紀念禮。

教會從旁輔助相關問題

有些非成員的兒童和青少年會參加我們的活動。他們可以參與兒童和青少年計畫嗎?

當然可以。兒童和青少年應邀請他們的朋友參與福音學習、服務和活動，以及個人發展，而領

袖們——青少年的定額組及班級會長團都包括在內——則應該和這些兒童和青少年的父母密切

合作，以幫助他們了解這個計畫，並決定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想要如何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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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和青少年除了訂立個人目標之外，可以訂立定額組、班級或團體目標嗎?

可以。兒童和青少年可以與領袖們合作，根據定額組或班級的需求挑選目標。

應舉行年度聚會嗎?

每年年初，主教可以舉行一場給青少年和父母的年度聚會。這場聚會可以在支會或支聯會層級

舉行，也可以分別為男青年和女青年舉行，或合併舉行。主教的祭司定額組助理，以及年齡最

大的女青年班級的會長團，應規劃和帶領這場聚會。當年將滿12歲的青少年，可以在這場聚會
中獲得他們的紀念禮。

不必為兒童舉行年度聚會。主教可以拜訪當年將滿八歲兒童的初級會班級。

關於召喚，有哪些需要調整的地方?

教會將透過初級會會長團（針對兒童），以及主教團與女青年會長團（針對青少年）支持兒童

和青少年計畫，來協助父母。這些領袖將有定額組和班級會長團，以及被召喚為定額組或班級

顧問和專員的成人，從旁輔助（如需更多關於顧問和專員的資料，請見指導手冊第二冊，8.3.4
；8.3.6；10.3.4；10.3.7）。也可以召喚初級會活動領袖。

隨著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實施，並為了符合2019年10月總會大會所宣布的調整，下列召喚將於
2020年1月1日終止。成員應於1月1日當天或之前，感謝這些領袖的服務，讓他們卸任：

•  初級會：初級會活動日領袖、初級會活動日助理領袖（這些領袖可以被召喚為初級
會活動領袖）。

•  女青年：蜂巢、月桂及玫瑰組顧問（這些領袖可以視需要被召喚為顧問及專員，來
支持新的女青年班級）；個人進步計畫領袖。

•  亞倫聖職定額組：支會男青年會長、諮理、祕書及助理顧問（這些領袖可以被召喚
為亞倫聖職定額組顧問或專員）。

•  童軍活動（若適用當地）：美國男童軍執行職員、童軍組織建構代表、童軍委員會
主席、童軍委員、童軍團長、童軍助理團長、11歲童軍領袖、幼童軍委員會主席、
幼童軍委員、幼童軍團長、幼童軍助理團長、幼童軍領袖、幼童軍助理領袖（這些

領袖中的某些人可以被召喚為定額組顧問或專員，或初級會活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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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會相關問題

兒童需要背誦信條，作為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一部分嗎?

我們鼓勵兒童背誦信條，但不要求他們這麼做。

所有的兒童都應該在2020年獲得一枚兒童和青少年戒指嗎?

每一位將在2020年滿8至11歲的兒童，都應獲得一枚新的兒童和青少年戒指。往後的每一年，
兒童將在他們滿8歲當年年初，或開始參與計畫時獲得戒指。

現行的綠色選正義戒指將保留於初級會當中。當兒童開始參與4歲選正義班時，初級會會長團
或初級會教師將給他們一個綠色選正義戒指。

我們還會舉行聖殿和聖職準備聚會嗎?

會。初級會會長團在主教團的指示下，舉行聖殿和聖職準備聚會，供10歲勇士班的兒童，在1月
進入女青年班級和亞倫聖職定額組之前參加。如需更多資訊，請見指導手冊第二冊，11.5.5。

女青年相關問題

關於已宣布的女青年組織變動的更多資訊，見YoungWomen.ChurchofJesusChrist .org，及 
指導手冊第二冊第10章。

我們會背誦女青年主題嗎?

會。在星期日的女青年聚會開始時，女青年會背誦先前於總會大會宣布的新女青年主題，你可

以在YoungWomen.ChurchofJesusChrist.org找到該主題。

我們還會有女青年準則、女青年的座右銘、火炬標誌、迎新會及女青年追求卓越嗎?

不會。自2020年1月1日起，上述女青年計畫中內容將由兒童和青少年計畫取代。迎新會及女青
年追求卓越，將由為青少年舉行的年度兒童和青少年聚會取代。

我們還會每年舉辦女青年露營嗎?

會。如需更多資訊，請見女青年露營指南。

組建女青年班級時，我們應遵守哪些原則?

女青年會長團在主教的指示下，根據以下原則尋求靈感來組建班級：

•  班級以年齡組的方式組建，女青年在滿下一個班級年齡那年的一月初，晉升到下一
個班級。同一個年齡組，指的是一年中將達到同一個年齡的所有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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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規模的決定，要以最能賦予女青年領導機會為前提。每個班級都應召喚一位會
長、兩位諮理及一位祕書。理想的狀況是，班級中也有會長團能施助的女青年。

更多詳情，見指導手冊第二冊第10章，以及2019年10月5日的通告。

亞倫聖職定額組相關問題

關於已宣布的亞倫聖職定額組組織變動的更多資訊，見A a r o n i c P r i e s t h o o d Q u o r u m s .
ChurchofJesusChrist.org及指導手冊第二冊，第8章。

我們會背誦亞倫聖職定額組主題嗎?

我們鼓勵男青年在星期日定額組職聚會開始時，背誦新的亞倫聖職定額組主題，內容如下：

「我是神心愛的兒子，祂有項事工要我去做。

「我會盡心、盡能、盡意、盡力，愛神、遵守所立的聖約、運用祂的聖職為人服務，並從自己的

家中做起。

「只要我努力服務、運用信心、悔改並每天改進，我會配稱獲得聖殿祝福，以及來自福音的恆久

喜樂。

「我會做耶穌基督真正的門徒，來準備成為一位勤奮的傳教士、忠誠的丈夫，以及慈愛的父親。

「我會邀請所有的人歸向基督，並接受祂的贖罪所帶來的祝福，來幫助世人準備好迎接救主的再

次來臨。」

我們會每年舉辦亞倫聖職定額組露營嗎?

會。如需更多資訊，請見亞倫聖職定額組露營指南。

表揚、紀念禮及影像相關問題

各單位如何訂購及獲得紀念禮，來開始進行兒童和青少年計畫?

各單位將在2019年年底前收到一張表單，將於2020年1月1日開始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支分會，
應於2020年1月31日前訂購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紀念禮；將於2020年3月1日開始進行計畫的支分
會，應於2020年5月31日前訂購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紀念禮。

初級會會長團、女青年會長團，以及亞倫聖職定額組顧問，應統計2020年將滿8-18歲的兒童
和青少年所需數量及尺寸，並告知支分會文書。文書應透過store.ChurchofJesusChrist.org/
childrenandyouth網站，或當地發行中心訂購。兒童和青少年計畫水晶雕刻的費用，將由各單
位支付；就2020年來說，其他紀念禮的費用都由教會支付。自2021年起，各單位將透過一般課
程訂購程序，訂購所需的紀念禮和其他用品。費用將由當地單位經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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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標誌、相關影像及主題?

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的標誌及其他影像，將於2020年開放使用。可用於個人、非商業用途。個
人和家庭可於家中使用標誌和影像，來支持兒童和青少年計畫。支聯會及支分會可將標誌及影

像，用於教會活動及用途上。若要取得許可，將標誌和影像作其他用途，請造訪permissions.
ChurchofJesusChrist.org網站。

青少年和領袖可以將亞倫聖職定額組主題及女青年主題，用於個人或教會用途上。這些主題不

可作商業用途。

當地單位可以自行為兒童和青少年計畫制定要求和獎勵嗎?

不可以。支聯會及支分會不應制定要求，要兒童和青少年贏取當地的獎勵。

青少年多快可以獲得成就紀念禮?

成就紀念禮，是個人透過兒童和青少年計畫獲得成長的最終賀禮。理想的狀況下，青少年會在

中學畢業、準備獲得麥基洗德聖職或進入慈助會，或在18歲前搬離家裡時，獲得這些紀念禮。

如需更多資訊

• 2019年7月15日，通告——兒童和青少年最新訊息

• 2019年7月19日，通告——美加地區的鞏固青年（FSY）大會

• 2019年8月1日，通告——2020年青少年主題

• 2019年9月12日，通告——美加地區的鞏固青年（FSY）大會的額外資訊

• 2019年9月29日——兒童和青少年：羅素‧培勒會長主領的特別轉播

• 2019年10月5日，總會會長團信函——鞏固亞倫聖職定額組和女青年班級

• 2019年11月17日——兒童和青少年：與江文漢長老面對面活動

• 兒童和青少年：給父母及領袖的介紹指南。

• ChildrenandYouth.ChurchofJesusChris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