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告 

日期： 2021年1月29日 

受文者： 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總會職員；區域七十員；支聯會、

傳道部和區會會長；主教團和分會會長團；慈助會會長

團；初級會會長團；初級會教師 

發文者： 聖職和家庭部門（1-801-240-2134） 

主旨：      兒童、父母、初級會領袖和教師的「朋友對朋友」活動 
 

 

聖職和家庭部門在一月初已發布通告，宣布將為兒童舉辦的「朋友對朋友」面

對面活動。我們邀請3至11歲的兒童、他們的父母、初級會領袖和教師，都參加本

活動。當中將包含音樂和活動，以及羅素·納爾遜會長、總會初級會會長團成員和

尤理西斯·蘇瑞長老的信息。 

你可以在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上午11：00（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開始 

觀看本活動。本活動將提供英語（包含美式手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以及分

別以這三種語言所提供的原始內容。從2021年3月13日開始，將提供廣東話、宿霧

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日語、韓語、國語、俄語和塔加羅語版本。你可在首

播後的任何時間觀看或下載。 

我們邀請父母和他們的子女，在方便的時候觀看此活動（直播時、家庭晚 

會、星期日或其他時間）。我們也鼓勵初級會領袖和教師與兒童分享此活動，特別

是那些無法與父母一起觀看的兒童。依據當地情況和政府的限制，聖職領袖可鼓勵

兒童、父母和領袖，在家中、教堂或其他地方齊聚參與。也可以在初級會的活動中

播放此轉播。聚集參加此活動時，聖職領袖應遵從當地和政府領袖的忠告。 

詳情如下，本活動將在ChurchofJesusChrist.org、YouTube、和其他頻道進行 

轉播。在直播之後，你可以透過Face2Face.ChurchofJesusChrist.org、YouTube和其他

媒體觀看或下載。 

在活動過程中，兒童將受邀參與活動。準備一張紙、畫具和經文在身邊會有所

幫助。 

 

 
Notice, 30 January 2021: Friend to Friend Event for Children, Parents, and Primary Leaders and Teachers 譯文。Chinese。                         18043 265 

 



 

 

教會轉播時間一覽表 

為兒童舉辦的2021年「朋友對朋友」面對面轉播活動 

節目長度：約45分鐘 

一般資訊 

收看時間 

請決定最適合貴區域的收看日期和時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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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ofJesusChrist.org、Face2Face.Churchof 

JesusChrist.org、YouTube
2和其他媒體收看。在轉播結束後，可從Face2Face.Churchof 

JesusChrist.org將直播節目複製下來待日後觀看，或選擇本轉播時間表所列的其他 

收看選項。英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包含原始內容，以及其他語言的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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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至mhtech.ChurchofJesusChrist.org。如果該網站沒有你的語言版本，指定的行政辦

公室可以提供協助。 

注意：如果你能讀寫英文，請於轉播結束後填寫轉播活動後問卷調查（該問

卷目前只提供英文版本）。請前往mhtech.ChurchofJesusChrist.org，搜尋broadcast 

survey以取得該問卷。 

 
閉路字幕 

教會衛星系統為聽障者提供的閉路字幕，可供許多區域使用。也可以使用支

援此功能的電子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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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轉播日期、時間和語言可能會有變動。欲知以英文發布的最新消息，請瀏覽 events.ChurchofJesusChrist.org。其他語言則請洽詢指定的

行政辦公室。 

2. 本文件提及的所有產品或公司名稱，以及裝置、標誌、圖示、圖形或設計，均為其各自擁有者之註冊商標，只能以有益於註冊商標

擁有者的方式展示。在本文件中所呈現或未呈現的產品、服務、公司、組織、首頁或網站等名稱，並非暗指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予以贊助、核准或不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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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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兒童舉辦的2021年「朋友對朋友」面對面轉播活動 

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  © 2021 

版權所有。 

 

網路直播 

本轉播將會進行直播，如下所示。 

 

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上午11：00開始（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3 

英語（閉路字幕） 

美式手語 4 

西班牙語 

 

• ChurchofJesusChrist.org 

• Face2Face.ChurchofJesusChrist.org 

• Youtube 

• SaintsChannel.ChurchofJesusChrist.org 

• 連網電視裝置上的後期聖徒頻道（Roku、Apple TV、

Amazon Fire TV和Android TV） 

• 後期聖徒頻道行動應用程式（iOS和Android） 

葡萄牙語 • ChurchofJesusChrist.org 

• Face2Face.ChurchofJesusChrist.org 

• Youtube 

 

 

 

3. 節目開始時間以山區標準時間（MST）和世界標準時間（UTC）列出。山區標準時間為猶他州鹽湖城的當地時間。世界標準時間則

是國際通用的標準時間。請依據山區標準時間或世界標準時間換算當地的收看時間。 

4. 美式手語（AS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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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的音訊檔會與美式

手語同步播放。在教會衛星系統，僅於美國和加拿大地區提供美式手語。如需要以衛星觀看美式手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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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頁，共6頁 

教會轉播時間一覽表 
為兒童舉辦的2021年「朋友對朋友」面對面轉播活動  

 

 
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上午11：00開始（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 

 

廣東話 

宿霧語 

法語 

德語 

義大利語 

日語 

韓語 

國語 

俄語 

塔加羅語 

• ChurchofJesusChrist.org 

• Face2Face.ChurchofJesusChrist.org 

• Youtube 

 

教會衛星系統 

本轉播將透過教會衛星系統進行播放，如下所示。 

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 

美式手語 

英語（閉路字幕）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上午11：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18：00 

西班牙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下午12：3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19：30 

葡萄牙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下午2：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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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 

亞洲 

法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晚間9：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4：00 

日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晚間10：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5：00 

韓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晚間11：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6：00 

宿霧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半夜12：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7：00 

塔加羅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凌晨1：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8：00 

廣東話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凌晨2：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9：00 

國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凌晨3：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0：00 

歐洲 

俄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凌晨1：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8：00 

義大利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凌晨2：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09：00 

德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2日，星期六，凌晨3：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0：00 

法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凌晨4：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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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法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凌晨3：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0：00 

拉丁美洲 

法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上午8：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5：00 

北美洲 

廣東話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上午10：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7：00 

宿霧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上午11：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8：00 

法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中午12：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9：00 

德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下午1：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20：00 

日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下午2：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21：00 

韓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下午3：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22：00 

國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下午16：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23：00 

俄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 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下午5：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00：00 

塔加羅語 鹽湖城山區標準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晚間6：00 

世界標準時間：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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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選視頻 

當某個語言的直播發布不久後，其轉播的錄影將存放在下列資料庫供觀看。

影音檔和音訊檔將可在大部分的頻道取得；本轉播將不發布文字檔。 
 

英語（閉路字幕） 

美式手語 

西班牙語 

 

• Face2Face.ChurchofJesusChrist.org 

• Youtube 

• 福音圖書館應用程式 

• SaintsChannel.ChurchofJesusChrist.org 

• 連網電視裝置上的後期聖徒頻道（Roku、Apple TV、

Amazon Fire TV和Android TV） 

• 後期聖徒頻道行動應用程式（iOS和Android） 

廣東話 

宿霧語 

法語 

德語 

義大利語 

日語 

韓語 

國語 

葡萄牙語 

俄語 

塔加羅語 

• Face2Face.ChurchofJesusChrist.org 

• Youtube 

• 福音圖書館應用程式 

 
其他傳送選項 

電視及廣播 

如欲查詢轉播是否涵蓋貴區域，請查閱當地節目列表，或造訪SaintsChannel. 

ChurchofJesusChrist.org或BYUtv.org，以獲取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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