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9日  

主 旨：安全地恢復教會聚會和活動  

親愛的弟兄姊妹：  

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定額組於2020年3月12日宣布，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的影響，教會成員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公眾集會皆暫時停止。  

我們現在發布此信函，授權可以用謹慎、分階段的方式，有限度地恢復某些

聚會和活動。區域會長團將與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以及督導他們的七十員會長團

共同合作，決定在該區域的哪些地方，何時可以開始聚會。在謹慎行事並遵守當

地規定的同時，他們將通知支聯會和支會的領袖，何時採用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

的準則來運作，以及何時恢復標準做法。  

隨函所附的文件，說明了此一過程的各項原則和細節，區域會長團可視情況

需要加以調整。在區域會長團所提供的準則範圍內，並與主教們商議後，由各支

聯會會長決定恢復支會和支聯會的聚會與活動的具體時間。  

我們感謝成員們在家中崇拜的信心，也感謝我們蒙福即將可以聚集崇拜並舉

行活動。  

 

總會會長團 

羅素‧納爾遜

達林‧鄔克司

亨利‧艾寧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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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恢復教會聚會和活動之指導方針  
2020年 5月 19日 

總會會長團 2020年 5月 19日信函「安全地恢復教會聚會和

活動」之附件 

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定額組於 2020 年 3 月 12 日宣

布，由於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影響，教會

成員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公眾集會皆暫時停止。 

這些總會弟兄現在已授權，在當地政府的規定允許， 
並且經過區域會長團通知當地領袖之後，可以分階段地恢復聚會和活動。當你居住

的地點獲得此項許可時，請根據當地政府的規定，謹慎行事，仔細規劃並作好協調

工作。 

一般準則 

請看隨函所附的 2020年 4月 16日總會會長團信函：「充滿挑戰時期的行政管

理原則」，其中包含「充滿挑戰時期的行政管理原則」和「對於重要教儀、祝福和

教會其他工作的指示」。另外，請參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答

問集」這份文件。 

請考量以下附加的原則和指導方針： 

• 應非常慎重地保護成員的健康和安全。要特別注意因健康情況或年齡而屬

於高風險的成員。  

• 勸告以下人員不要參加聚會：身體不適、被要求自我隔離，或出現發燒、

咳嗽、呼吸急促、頭痛、流鼻水或咽喉痛等症狀的人。 

• 請遵照「成員的預防措施」所描述的，保持社交距離、洗手和其他做法。  

• 遵守各地政府關於公眾集會的規定，包括集會的規模、頻率及時間長度等。

請遵守政府的規定。  

• 請慢慢地恢復到例行的做法，在開始舉行以下所述的分階段親自到場的聚

會時，應繼續使用科技提供遠端服務。需要執行教儀的聚會，例如洗禮和

聖餐聚會等，應優先開始舉行親自到場的集會。 

 

 

http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area/administration/guidance-administer-the-church-in-challenging-times/home?lang=zho-hk
http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area/administration/guidance-administer-the-church-in-challenging-times/home?lang=zho-hk
http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area/administration/guidance-administer-the-church-in-challenging-times/home?lang=zho-hk
http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area/administration/guidance-administer-the-church-in-challenging-times/essential-ordinances-blessings?lang=zho
http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area/administration/guidance-administer-the-church-in-challenging-times/essential-ordinances-blessings?lang=zho
http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acp/bc/cp/Asia%20Area/Area/Administration/Q&A_ZHO.pdf?lang=zho
http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acp/bc/cp/Asia%20Area/Area/Administration/Q&A_ZHO.pdf?lang=zho
https://news-hk.churchofjesuschrist.org/%E6%96%87%E7%AB%A0/%E9%9A%A8%E8%91%972019%E5%86%A0%E7%8B%80%E7%97%85%E6%AF%92%E7%97%85%E7%9A%84%E9%99%90%E5%88%B6%E9%80%90%E6%AD%A5%E6%94%BE%E5%AF%AC%EF%BC%8C%E4%BB%A5%E4%B8%8B%E6%98%AF%E6%95%99%E6%9C%83%E7%9A%84%E9%87%8D%E6%95%B4%E6%8E%AA%E6%96%BD?lang=undefined#preventative-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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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的方式 

區域會長團在獲得督導他們的十二使徒定額組和七十員會長團成員的核准之後 
，將通知支聯會和支會領袖，何時以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的方式來運作，以及何時

恢復標準做法。以下圖表提供了一些範例，區域會長團可視情況需要加以調整。在

區域會長團所提供的指導方針範圍內，並與主教們商議後，由各支聯會會長決定恢

復支會和支聯會的聚會與活動的具體時間。 

 

社交距離。在聚會和課程中，以及出入教堂和教室時，應考慮如何保持適當

的距離。同一個家庭的成員可以坐在一起，但其他人應保持適當距離就座。建議唱

詩班暫停舉行。 

更多的成員希望參加聚會時。如果希望參加聚會的成員人數，超過上述準則

允許的人數，則領袖可在當天進行多次聚會，或邀請成員隔週參加。  

一個教堂內有多個支會或分會。如果一個教堂有一個以上的支會或分會，支

聯會會長應暫時調整聚會時間，以避免時間重疊。  

有大型支會的區域。出席人數較多的支會可能需要等到第二階段，才開始聚會 
。這些支會可能也需要交替隔週出席，以滿足所有成員的需要。如果成員無法在星

期日到教堂參加聚會，他們可以在家中舉行崇拜儀式；主教可授權，讓配稱的聖職

持有人在家中主理聖餐。 

初級會。在第一和第二階段，領袖可以決定是否開設托兒班和一些年幼的初

級會班級。他們也可以決定歌唱時間和班級課程，是否兩者都要進行。 

 

聚會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安息日 根據當地政府的規定，在教

堂舉行不超過 99人的簡短

聚會 

根據當地政府的規定，在教

堂舉行 100人以上的聚會 

所有其他聚會和活

動，包含喪禮和婚

禮在內 

根據當地政府的規定，進行

的簡短聚會，或是使用科技

遠端進行 

根據當地政府的規定，可以

在教堂舉行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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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程序。領袖應確保每組聚會結束後徹底清潔建築物，尤其是被碰觸過的地

方，例如門把、電燈開關、飲水機、麥克風及講臺等。各支會可在洗手間張貼標識，

提醒大家洗手。如果可以供應，則應在教堂門廳處提供洗手液。根據當地政府的規

定，可鼓勵成員戴上口罩。在情況恢復正常以前，各支會可考慮停止列印聚會程序

表。  

祝福兒童。主教可授權在家中或在教堂執行祝福儀式。  

洗禮和證實。洗禮和證實需獲得持有適當權柄的聖職領袖的核准。只要四個人

就可以舉行洗禮會，或者在情況許可時讓更多人參加。其他人可以使用遠端科技觀

禮。在聖餐聚會恢復為正常的時間表之前，歸信者可以在洗禮後立即接受證實，不

需要在聖餐聚會中進行。適當年齡的男性在受洗和證實後，也可以在主教的指示下 
，立即被授予亞倫聖職。 

主理聖餐的通則 

為有助於成員保持健康和安全，無論在何處，聖職持有人在準備和傳遞聖餐時 
，都應遵循這些通則：  

• 聖職持有人若身體不適，應留在家中。 

• 如果可以取得口罩，聖職持有人可在準備、祝福及傳遞聖餐時戴上口罩。 

• 在準備、祝福或傳遞聖餐之前，聖職持有人應用肥皂和水徹底洗手至少 20
秒。如果無法洗手，他們應使用酒精類的洗手液。然後，在準備、祝福或傳

遞聖餐之前，應避免握手或觸摸眼睛、鼻子或嘴巴。 

• 所有的人在咳嗽或打噴嚏時，都應用紙巾遮掩，隨後應將紙巾丟進垃圾桶，

再洗手或消毒雙手。聖餐盤的表面（包含手柄）應經常清洗和消毒。 

在家中主理聖餐 

• 有些成員可能一段時間內無法聚會，應為他們個別主理聖餐。如有需要，主

教可以繼續授權配稱的聖職持有人在家中準備並主理聖餐。如果家中沒有配

稱的聖職持有人，主教可授權支會中其他配稱的聖職持有人，到要求領受聖

餐的成員家中，準備並主理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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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堂主理聖餐* 

• 主教可以考慮調整傳遞聖餐的方式。例如，他們可以請成員以間隔一排椅子

的方式就坐，或是將椅子的距離拉開，讓聖職持有人可以將托盤遞給每位成

員，而不是讓每個人依次傳遞托盤。  

 

*顯示如何正確應用這些原則的照片，可以在 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
網站上找到。 

 
 

 

http://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
http://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


 

 
 

 

2020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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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和

聖殿會長；主教和分會會長  

主 旨：充滿挑戰時期的行政管理原則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很感激你們當中許多人，在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期間，在許多國

家努力認真地遵守國家、州省和當地領導人的指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也在

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並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  

在當前的情況，以及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本教會及其成員將忠實地展現

出，我們致力於成為好公民和好鄰居的承諾。  

隨函檢附的文件，說明了教會在充滿挑戰時期的行政管理原則。這些文件對

於重要教儀、祝福和教會其他工作提供了指示，以引導領袖們度過當前的危機，

以及未來充滿挑戰的日子。  

這些文件的發布，是為了因應，蔓延全球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造成教會程

序和成員活動中斷。只要此傳染病在某個國家或地區存在，就應當使用這些文件

作為指引。其他指示可能會在稍後發布。  

 

總會會長團 

羅素‧納爾遜

達林‧鄔克司

亨利‧艾寧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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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挑戰時期的行政管理原則 
  2020 年 4 月 16 日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專注於神所指定的責任，要協助成員在通往永生的聖約道路上向前邁進。

為了協助達成這一神聖目的，教會及教會領袖要提供聖職權柄和權鑰、聖約和教儀，以及先知的

指引。教會邀請所有的人歸向耶穌基督，並忠信地遵守祂的誡命。  
 
充滿挑戰的時期 
經文清楚地載明，在這個福音期，我們將經歷充滿挑戰的時期。在艱難的情況下，教會要宣揚重

要的基本原則並執行必要的教儀，來造福天父的兒女。無論在何時或何種情況下，在主的教會中，

某些事情是不可或缺的，其中包括神聖的教義和教儀。  
 
全球公民的責任 
教會成員感謝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並尊重神聖的良知自由。  
 
本教會教導其成員要支持和維護其居住地的法律。這些國家的政府頒布這些法律，是經過權衡被

認為最能保障公共利益的法律。我們承認，在特殊情況下，為了保護公眾的安全，可以在一段時

間對所有個人的權利作合理的限制。  
 
在發生傳染病或天災時，教會會響應官方的命令，採取必要的行動，例如將聚會或其他集會取消

或延期。教會及教會成員致力於成為好公民和好鄰居。長久以來，教會一直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

手和提供協助。 
 
除了致力成為良好的全球公民外，我們也懷著敬意主張，在所有宗教人士努力參與對其信仰至關

重要的宗教儀式時，應讓這些人享有合理的便利性。 
 
主已經幫助祂的教會作好準備 
多年來受靈啟發的指引，使得主的教會及其成員在屬世和屬靈上，都已經為不斷變遷和充滿挑戰

的時期做好準備。  
 
教會成員除了長期以來受到勸導要在家中儲藏食物以外，還注重遵守安息日、施助他人，以及強

化麥基洗德聖職定額組和慈助會。主藉著祂的眾先知，更加注重以家庭為中心，由教會從旁輔助

的福音學習和生活。成員受到鼓勵，要使自己的家成為真正的信心聖所，使兒童和青少年可以在

家中接受福音教導。來跟從我課程提供的模式，讓各地的成員可以在家和教會中學習福音。兒童

和青少年計畫也是以家庭為中心，讓父母可以在靈性、智能、體能和社交等方面養育孩子。  
 
教會鼓勵成員使用科技，以正常和自然的方式分享福音信息。傳教士也配備各種裝置，讓他們即

使無法親自與人接觸，也能尋找和教導。成員可以在家中從事家譜事工。  
 
當我們看到這些努力和其他許多方面的努力是如何環環相扣，就可以看出主是如何審慎地運籌運

籌帷幄、循序漸進地幫助我們作好準備，以迎接充滿挑戰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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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和教儀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是個有秩序的教會。教儀和祝福是藉著聖職權柄所提供的神聖行為。雖然

有些程序可能會根據情況而有所改變，但是基本的教義、原則和教儀必須受到保護。  
 
許多教儀都需要按手，例如證實、按立、祝福、按手選派和授予聖職權鑰等。這些教儀要求執行

教儀的聖職持有人，必須和接受教儀的人在同一地點。聖職教儀不能以使用科技的方式，來遠距

離執行。如果情況需要，經主領的持有權柄人員授權，其他人可以使用科技來遠距觀看教儀。   
 
在這些充滿挑戰的時期，主領的持有權柄人員必須運用智慧，以決定哪些教儀應暫緩執行。  當傳

染病成為令人關切的問題時，執行教儀的人應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隨函檢附對於重要教儀、祝福和教會其他工作的指示。 
 
這些文件的發布，是為了因應，蔓延全球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造成教會程序和成員活動中斷。

只要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國家的某個地區內，此傳染病及官方對教會聚會和公眾接觸的相關限制仍

然存在，就應當使用這些文件作為指引。其他指示可能在稍後發布。  
 
結語 
正如先知尼腓所說：「主決不命令人類兒女去做任何事情，除非祂為他們預備道路，來完成祂命

令的事」（尼腓一書 3：7）。主必會幫助我們。聖職的能力和成員的正義將幫助我們，在未來的

日子裡向前邁進。 
 



對於重要教儀、祝福和教會其他工作的指示 
2020 年 4 月 16 日 

 
在特殊時期，若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通常就可以執行教儀。例如，當傳染病成為令人關切的問

題時，執行教儀的人應徹底洗淨雙手，並且也可以使用手套和口罩。 
 
洗禮和證實 
洗禮和證實需要得到持有適當權鑰的聖職領袖的核准。如有需要，洗禮會最少可僅由四個人進行：

受洗者、施洗的祭司或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以及兩位證人。經持有必要聖職權鑰的主教或傳道

部會長的授權，就可執行洗禮。主教或傳道部會長或他們指定的某個人（可以是其中一位證人），

必須觀看並記錄洗禮和證實。如有必要，授權者可以使用科技，遠距進行上述動作。領袖、家人

和朋友可以使用科技進行遠距觀看。在聖餐聚會暫時停止期間，歸信者可以在受洗後立即接受證

實。  
 
聖職按立和按手選派 
聖職按立和按手選派需要事先得到持有適當聖職權鑰者的核准。這些教儀也需要經授權的聖職持

有人親自按手。此項教儀必須由持有聖職權鑰者或他指定的人觀看並記錄下來。如有必要，此人

可以使用科技遠距觀看該教儀。領袖、家人和朋友可以使用科技進行遠距觀看。 
 
如果事先得到持有適當聖職權鑰者的核准，就可以進行按立、召喚和按手選派，不需要先在支會

和支聯會的教堂內舉手支持。這麼做可以讓主的事工繼續進行，而該項行動等到恢復聚會後，再

進行追認。  
 
施助病患 
聖職祝福需要親自按手。通常，是由兩位以上的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執行，但也可以由一個人單

獨執行。在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後，如果情況不允許按手在病人頭上，則可以作禱告，包括

使用科技作禱告。這種做法是信心的祈禱，而不是聖職祝福。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祈禱、禁

食，或以其他方式施助他人。  
 
主理聖餐  
成員應盡可能好好把握，每週參加聖餐聚會和領受聖餐所帶來的祝福。在特殊情況下，當支會聖

餐聚會長期無法舉行時，主教可以授權支會中配稱的聖職持有人，在他們自己家中，或在支會中

沒有配稱的祭司或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的成員家裡，準備和主理聖餐。（見總指導手冊，18.9.1。）

如有需要，可僅由一位祭司或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主理聖餐。 
 
成員可以提供自己的麵包和水。然而，準備聖餐應由獲得授權的聖職持有人來執行。主理聖餐的

聖職持有人在擘麵包、唸出祈禱文及傳遞聖餐時，必須與領受聖餐的人在同一地點。在特殊情況

下，成員若無法領受聖餐，可以研讀聖餐祈禱文、重新承諾遵守所立的聖約，以及祈求可以親自

領受由聖職持有人適當執行聖餐的那一天來到，藉此獲得安慰。 
 
個人和家庭若能親自或遠距舉行以家庭為中心的私人安息日崇拜，就會得到祝福。這樣的崇拜可

以包括祈禱、聖詩及福音研讀。若有經過授權的聖職持有人在場，就可以祝福和傳遞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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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其他工作 
聚會。在極端情況下，領袖可以暫停聚會和活動。若有需要，主教團會議、面談和支會議會可透

過電話或視訊通話等科技，用遠距的方式進行。主教和支會領袖可以使用科技來傳送信息，以補

充成員以家庭為中心的崇拜。 
 
施助。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會發現，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可以為自己受指派的個人和家庭提

供所需的支持。無論是親自施助，或是透過科技遠距進行，都取決於當地的情況以及相關人員的

需求、渴望和健康狀況。如有需要，可以使用科技遠距進行施助面談。在極端情況下，親自施助

可以僅限於解決嚴重緊急的身體、心理或情緒需求。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應以適當的方式，

展現他們的愛與支持。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 
答問集  

2020 年 4 月 16 日  
 

除了「對於重要教儀、祝福和教會其他工作的指示」這份文件外，此文件可用來回答在 2019 冠狀

病毒病疫情期間的教會管理問題。  

這些文件的發布，是為了因應，蔓延全球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造成教會程序和成員活動中斷。  
只要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國家的某個地區內，此傳染病及官方對教會聚會和公眾接觸的相關限制仍

然存在，就應當使用這些文件作為指引。其他的指示可能會在稍後發布。 

主教和支聯會會長應保持警覺，注意當地的情況和規定。他們應鼓勵教會成員遵守法律。對於以

下所列的每個問題和回答，都應認真遵循下列原則： 

• 在 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article/coronavirus-update#preventative-measures 的
「成員的預防措施」，所描述的保持社交距離、洗手和其他做法 

• 醫療專業人員和政府領袖所指示的自我隔離原則和程序 
• 各地頒布的政府命令、法規和準則 

關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其他文件，可在 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 網站找到。   

如果有特殊的困難問題，支聯會會長應聯絡區域會長團。 

I.聖職按立和家庭聚會 

主理聖餐  

如果支會成員家中沒有配稱的祭司或麥基洗德聖職持有人，聖職持有人是否可以在那些成員的家

中主理聖餐？ 

一般來說，可以。目前，許多國家和城市的政府命令或地方法規限制這種做法。在獲得進一
步通知之前，在這些地方，聖職持有人不應進入與自己無親屬關係的教會成員家中主理聖
餐。在這段期間，成員可以研讀聖餐祈禱文、重新承諾遵守所立的聖約，以及祈求可以親自
領受由聖職持有人適當執行聖餐的那一天來到，藉此獲得安慰。 

教長祝福 

教長祝福是否能如期進行？  

教長祝福應暫時延緩。然而，正在準備去傳教的人，應盡可能在開始傳教之前，接受教長祝
福。  

婚禮、招待會及喪禮 

新的指導方針是否允許在教堂舉行婚禮（包含招待會）和喪禮？  

https://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article/coronavirus-update#preventative-measures
https://newsroom.churchofjesuschr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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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的法令規定有限制，則婚禮、招待會和喪禮都不應在教堂舉行。如果法律允許，主
教和支聯會會長可以在能保持社交距離的適當場合中主持婚禮。也可以運用科技，讓家人和
朋友可以觀禮。領袖和成員應遵守政府的命令、法規和準則。 

如果法律允許，主教團和支聯會會長團的成員可以主持喪葬儀式。也可以運用科技，讓家人
和朋友可以觀看喪禮並錄影。如果想要，並在情況許可時，可以在日後舉行較大規模的追悼
會。  

兒童的命名和祝福 

指導方針是否允許在家中祝福兒童？  

是的。經主教授權，可以在家中進行祝福，不必在教會聚會中。要適當地回報此事。  

II.支會和支聯會行政 

會議和面談 

主教團會議、支聯會會長團會議、高級諮議會、其他會長團會議，以及面談，是否可以當面進

行？  

這些都應根據所有可取得的資訊，由當地作決定。在可能的情況下，會議和面談可以透過科
技方式進行。  

記錄出席人數 

由於暫停聚會，要如何計算和回報出席人數？  

由於星期日聚會已暫停，所以不回報出席人數。 

建築物和設施使用 

建築物和運動場地可以繼續使用嗎？青少年可以在教堂外的庭院和場地，聚在一起踢足球嗎？  

分會、支會及支聯會活動暫時停止，個人應遵行「成員預防措施」。成員應遵守政府的命
令、法規及準則。 

其他日常活動，例如在教堂進行的運動、唱詩班練唱和鋼琴課等，可以繼續嗎？  

運動、唱詩班練唱及鋼琴課等活動暫時停止。成員應遵守政府的命令、法規及準則。 

每週在教堂舉行的戒癮計畫和自立課程，應如何進行？  

應透過科技進行。 

支聯會中心的家譜中心是否應當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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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與會者應在家中使用科技。 

福音進修班和福音研究所  

所有問題，見教會教育機構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之指導方針。 

什一奉獻和捐獻 

主教團是否仍在一週當中當面接受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並輸入奉獻金額，或是在聚會暫停期

間，僅以電子方式進行？  

在可能的情況下，成員應在線上進行捐獻。無法在線上捐獻的成員，仍可以親自交給主教團
的一員，或使用已事先印有地址的制式信封郵寄捐獻，除非區域會長團認為這種做法不妥。
如有其他問題，應向區域會長團提出。   

鞏固青年大會 

今年（2020 年）夏天的鞏固青年大會是否仍將舉行？  

原定於 2020 年在美國和加拿大舉行的 2020 年鞏固青年大會，已延期到 2021 年舉行。受邀參
加 2020 年鞏固青年大會的支聯會，現在會在 2021 年參加。2021 至 2023 年在美國和加拿大舉
行的鞏固青年大會，最新的時間表會很快更新。報名費將自動退還給已報名者。在美加以外
地區，區域會長團將根據各地政府對於社區和國家所制定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指導方針，針對
是否舉辦鞏固青年大會給予指示。關於鞏固青年大會的更多信息，可在
FSY.ChurchofJesusChrist.org 找到。 

III.傳道服務  

傳教前 

本地的聖職領袖是否應當繼續處理傳教申請？短期內是否會繼續召喚傳教士嗎？  

是的。 

主教和支聯會主席是否可以親自與準傳教士面談？ 

可以，但應盡可能使用可面對面看到彼此的科技，與準傳教士進行遠距面談。 

傳道生活 

傳教士被要求留在公寓的時候，是否可以繼續當面教導他們的聯絡對象？  

不可以。傳教士應遵守政府的命令、法規和準則，以及區域會長團和傳道部會長的指示。然
而，他們還是可以透過科技來教導他們的聯絡對象。（見傳教士運用科技來教導的系列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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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可以繼續在街上接觸人嗎？  

傳教士應遵守政府的命令、法規和準則，並遵循區域會長團和傳道部會長的指示。  

如果傳教士被要求為有冠狀病毒症狀的人提供祝福，傳教士是否應當給予祝福？  

不可以。傳教士不應探訪那些經檢測呈陽性反應、出現患病症狀，或曾接觸過染上 2019 冠狀
病毒病病患的人。他們可以透過科技施助他們，並為他們禱告。  

傳教士是否應繼續提供服務，並與 JustServe 合作？  

傳教士應遵守政府的命令、法規和準則，以及區域會長團和傳道部會長的指示。  

成員傳道事工 

成員傳道事工是否可以繼續進行？  

可以，要在支聯會會長和主教的指示下進行。成員傳道事工與全部時間傳教士的工作一樣，
在條件許可之前，皆限制進行親自拜訪。 

傳道會議 

區域會長團是否可以參加領導人議會和地帶會議，來代替巡訪傳道部？  

召集傳教士參加地帶會議一事，已暫時停止。可根據需要使用科技舉行遠距會議。 

IV.聖殿事工 

聖殿推薦書面談與啟用 

是否應鼓勵教會成員持有有效的聖殿推薦書？ 

是的。有效的聖殿推薦書確認一個人配稱可進入聖殿，即使無法進行聖殿崇拜。 

聖殿推薦書面談必須繼續當面進行嗎？  

不需要。主教團和支聯會會長團可以暫時使用可面對面看到彼此的科技，進行聖殿推薦書面
談。成員應繼續由主教團的一員和支聯會會長團的一員進行面談。  

即使沒有簽名，也應當發出聖殿推薦書嗎？  

是的。主教團成員可以利用可取得的科技進行面談。面談結束後，他們可以在推薦書上簽
名、拍下照片，然後將照片寄給支聯會文書。然後，他應將已簽名的聖殿推薦書交付或郵寄
給成員。成員收到推薦書後，應在推薦書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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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會長團的一員在與成員面談後，他或支聯會文書可以在沒有簽名的情況下，啟用推薦
書。當支會聖餐聚會和其他聚會恢復後，每位成員應將尚未簽署的推薦書，交給支聯會會長
團的一員簽署。 

V.其他問題 

我們是否應當繼續參加捐血活動？  

是的，捐血活動將繼續進行，但是在每個地點都必須遵守政府的命令、法規和準則，以及捐
血機構（紅十字會或其他機構）的規定。在獲得進一步通知之前，不應使用教堂進行這些目
的。如果合乎政府的一切命令、法規和準則，紅十字會和其他使用便攜式設備的機構可以使
用教堂的停車場。 

若有成員可能與接觸或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其他成員有過接觸，領袖是否應當通知那些成員？  

一般來說，是的，同時也要向領袖及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提供忠告，因為他們的職責自
然而然地使他們接觸到受感染的成員。應建議這些領袖及弟兄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繼續施
助，但是要透過科技和遠距進行，並遵循「成員預防措施」裡的準則。成員應遵守適用的一
切法律，包括政府的命令、法規和準則。 

如有其他問題，應請教區域會長團，他們可以提供所需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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