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重開計劃(最新版本	#7.1)	
請上網參照簡略圖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vwGcmt8NzLi6-
gBTRpqQNmHdDFXgjqkqIb17tjFJew/edit?usp=sharing	

1. 初步重開階段	(在教會預先錄影或現場轉播)

教會已步署幾個不同階段的重開計劃.	這是第一階段的計劃,	當我們希望逐步重開教會之
際,	也不忘用合理的方式,	帶著萬分謹慎的態度.	因為仍要假設任何人都會有機會是帶菌者.
我們將密切留意蒙郡政府及蒙郡公立學校的重開政策，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比蒙郡的防疫措

施稍微更緩慢一兩步.	但不論我們進入那一個階段,	主日的網上轉播仍會一直進行.	倘若有
第二波的疫情爆發,	或是我們當中有人確診,	教會將會回到之前我們有的應對疫情方案之第
二階段的措施,	停止一切現場活動，並即時進行追蹤散播的源頭.

主要措施的摘要:
我們的所有主日敬拜的錄影及轉播將會回到教會進行,	同時週間在教堂辦公時間也會相應
增加.	但網上的敬拜轉播仍會一直維持著進行.	至於主日敬拜、同工訓練、祈禱會與細胞小
組/團契等聚會,	仍然會繼續在網上進行.	至於教會會友的小型特別事故,	如追思禮拜或婚禮
則除外,	但均需要經過教會的應對團隊作安全風險評估後方能定案.	除非蒙郡的疫情持續惡
化,	不然初步重開計劃將會在八月中旬開始	(但需要有足夠的志願同工願意返回教會協助
錄影或網上轉播的事宜).

a. 這個階段將不會有實體的敬拜聚會,	所有週間的聚會/活動	(如社區中心活動、球類
活動等)	都不會恢愎舉行,	所有的敬拜聚會仍然採用網上轉播的形式,	但製作/錄影的
團隊將可以回到教會進行工作.	除了招待可以參與	(為著預備教會中期重開的緣故
而作演練)	之外,	不接受任何會眾的參與.

b. 敬拜團隊包括講員、領詩、敬拜隊、影音同工及製作轉播/直播的同工,	連同招待同
工以實施社交距離及安全措施(如配戴口罩及限制在廿五人以下-大禮堂或交誼廳)
的情況下進行錄影/轉播工作.	若有同工不願意或感覺不平安,	可以要求不參與在教
會的錄影工作.

c. 在此階段,	若有領詩同工因為本身是高危群或有同住的家人是高危群,	但又希望仍然
參與事奉,	可要求選擇在家作錄音/錄影的工作.

d. 財政部、行政部、產管部及教牧同工可以恢愎到教會辦公室上班	(若他們是健康及
無症狀),	但仍會採取縮短上班時間或輪班的模式進行.	教會同工可選擇在家上班,	若
在教會上班,	請盡量在公眾地方配戴口罩.

e. 所有參與敬拜錄音/轉播的同工必需是無症狀、配戴口罩、手套並清潔/消毒他們工
作的地方/桌面(會供應清潔消毒濕紙巾),	但講員及領詩同工除外	(當他/她們進行錄
影的時候可以不需要配戴口罩).

f. 敬拜團隊及講員必需遵照以下的安全措施:	每人分配一個特定的麥克風,	各同工需負
責在錄影完畢後清潔所用的麥克風、樂譜架、及樂器.	不可以有超個五個人在一個
隊伍內.	領詩/獻唱的同工站在前面中央	(有適當的距離),	彈奏樂器的站在兩側及後
面.	除了正式獻唱的時候,	所有其餘時間均需全程帶上口罩,	並留意不要有同工在敬
拜團隊綵排或演練的時候坐在前三排的位置.



g. 為了保持社交距離,	在二樓辦公室操作錄影/轉播的地方,	不可以有超個兩個的同工
在同時作業,	全程均需配戴口罩.	

h. 在此階段,	戶外聚集若少於五十人及少於一個半小時是許可的.	當然仍需要保持社交
距離及配戴口罩等.	因為估計仍會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不能夠有實體參與的聚會,	為了
維持並鼓勵肢體之間仍然有團契及靈命上的造就,	教會鼓勵各會堂多發揮及實行此
等戶外的聚會.	

i. 教牧同工及兒童部的事工助理及執事,	將會合力加強/修改現有的網上兒童節目	
(Kingdom	Kids	&	Kingdom	Builder)的時間編制、每組的人數及內容等,	以提供一些
交替的網上兒童/家庭敬拜材料給有幼小兒女的家庭一起參與家庭敬拜.	而父母仍然
可以有機會參與平常的成人敬拜聚會.	

j. 在現今與往後的階段,	教會會根據安全的防疫守則來接受一些教會會友所申請的小
型聚會,	如追思禮拜及婚禮等.		

k. 外判給清潔公司的清潔工程將會恢愎,	產管部與醫務顧問團隊將會擬定一份加強清
潔教會的清單,	也會在整個教會的建築物內供應足夠的潔手液及消毒濕紙巾.	

l. 教會會購買額外的 PPE 材料,	在這階段也會增添額外的安全與清潔的程序,	如要求
清潔公司對一些頻繁使用的地方加強嚴格的消毒工作.	

m. 假設疫情會持續好轉,	在此階段教會的招待同工需要開始進行測試的訓練,	並為著中
期重開階段所需要的措施來演習.	每一堂的招待總管透過應對團隊的協助來帶領招
待同工開始實習.	

n. 在此階段,	教會的網絡同工團隊需要開始設計或使用現有的 RSVP 系統	(如
Eventbrite)	,	預備下一階段重開教會在主日敬拜上所需的安排.	

o. 在此期間,	教會領導	(包括長老會、教牧團隊及執事會)會繼續評估甚麼是教會最具
策略、最有效及最重要的事工和聚會,	好讓教會仍然可以持續有異象並有效地增長.	
在運作教會上能夠更專注、更精簡和更有策略.	我們希望可以探索更多有策略性的

新事工,	以服事更多及更大群體.	
	

2. 中期重開階段	(開始有實體的敬拜聚會)	
	
主要措施的摘要:		
雖然網上轉播的主日敬拜聚會仍是會持續進行,	但我們也將會開始某程度恢愎實體的聚會.	
例如恢愎在教會舉行的主日敬拜聚會,	但會修改聚會的時間編制與形式,	並配合謹慎的安全
措施.	其他在週間舉行的小型聚會也會恢愎進行.	當蒙郡的新增確診數字在連續十四日內少

於五十個在每十萬人口的時候	(教會的醫療諮詢顧問團隊會密切留意最新狀況,	這數字會

因應最新狀況而更新),	教會便可進入這中期的重開階段.	教會中期重開階段也要視乎是否

有足夠的志願同工願意固定返回教會幫忙事奉才能夠實行,	若在志願同工當中有高危人仕,	
可豁免參與這事奉工作.		
	
在此階段有四個主要的原則指引:	
1. 健康安全永遠是最高優先看重的因素.	因為任何人都有機會是帶菌者	(基本守則是:	對
防疫的心態	--不容有失,	因為稍有差池,	便會影嚮深遠)	

2. 會透過網上問卷來徵詢會眾的意見和反應,	為重開計劃作進一步的調查.	
3. 鼓勵全家一起參與一個敬拜聚會,	為著安全起見以及在屬靈上互相俾益.	



4. 儘量簡化聚會的後勤運作,	以便有效率的疏散人流並避免因太擁擠而發生感染.	洛城堂

的這階段和下一階段的詳細計劃將會與蓋城堂的有所不同,	因為兩個建築物不一樣,	所
以會因應蓋城堂的需要而設計適合它們的操作計劃.	
	
a. 洛城堂的國語、粵語和英語的敬拜聚會將會實施在教會聚會,	但會按照參加聚會的

人數來決定實際聚會的情況.	而蓋城教會也會恢愎國語和英語的敬拜聚會.	兩個堂的
所有週間的聚會和活動暫不恢愎	(如社區中心活動及球類活動等).	

b. 新開始的主日敬拜聚會將會縮短和有交接時間,	並採用不同的通道進出以避免人群

擁擠.	洛城粵語堂將改在九時半至十時半在交誼廳聚會,	會沿用交誼廳內的不同出口

進出.	洛城國語堂的聚會時間會是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在大禮堂,	而洛城英語堂則會在

十一時半至十二時半在大禮堂聚會.	
c. 若家庭有少年子女的希望鼓勵全家一起參加英語堂的聚會.	屆時交誼廳會用作後備
聚會的地方	(如有需要).	

d. 屆時主日敬拜和主日學會有四十五分鐘的緩衝時間,	有足夠時間讓弟兄姊妹往返	
(在教會參加完敬拜然後返回家上主日學課程,	或是在家參加完主日學然後到教會參
加敬拜).	

e. 所有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必需全程配戴口罩	(鼓勵弟兄姊妹自備口罩,	但教會也會
提供口罩給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若有不適或發燒的弟兄姊妹,	請留在家中勿參加聚

會.	所有招待同工、影音同工、或負責轉播的同工均需要配戴口罩並教會所提供的
即棄手套.	教會會在一個中央的地方放置清潔/消毒用品以供弟兄姊妹使用.	

f. 教會在整個建築物的進出口均會提供潔手液,	鼓勵弟兄姊妹經常實行良好並安全的

清潔習慣	(如洗手、使用潔手液及實施社交距離).	
g. 高危群的人仕	(如長者或與長者同住,	或之前曾經與疑似確診者接觸過的人),	請留在
家中透過網上轉播來參加聚會,	直至有效的疫苗面世/更多有效的治療,	或新冠肺炎

消失.	
h. 鼓勵一家人盡量在同一個敬拜聚會裡坐在一起,	在同一排或前後與另一個家庭保持

距離.	在此期間,	教會會為會眾安排座位,	包括大禮堂,	交誼廳和副堂的地方.	每一個
家庭或每一個單位將會安排以隔一個行列或隔一行的方式來坐,	請參照	Usher’s	SOP
的詳盡資料.	

i. 若家庭有國小的兒女,	鼓勵盡量留在家中進行家庭敬拜.	兒童部的事工會持續提供一
些網上的敬拜內容,	好讓父母能夠與幼小的兒女一同在家中做敬拜.	若有高中或以上
的兒女,	請盡量參加成人的英語敬拜.	

j. 教牧同工與兒童部的負責人會一同合作以提供現場的午間敬拜	(或是部份戶外的形
式),	以幫助有幼小兒女的家庭可以全家或整個社區參與敬拜.	(待定)	

k. 因為要符合社交距離的目的,	教會可以容納的人數相對減少,	所以想要參加教會的敬

拜聚會,	必需預先上網登記預留位置.	藉此會眾也可以預先知道敬拜的場地是否已經

滿座.	預留位置也方便若教會需要追蹤參加的弟兄姊妹的資料.	屆時交誼廳會留作後
備的敬拜場地.	

l. 教會將不會採取對會眾量度體溫的措施,	因為從科學的觀點來說,	探測體溫對幫助教

會去控制疫情的幫助不大,	因為很多人就算染病也不一定有症狀	(沒有發燒).	通常人
們會因為要上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參與娛樂而罔顧自己是否有發燒,	但很少

人會明知道自己發燒,	還堅持要上教會.	再者,	紅外線的溫度計不是常常都準確.	而在
門外探測體溫也會做成人群堆積在一處,	反而影響社交距離.	



m. 在此期間教會也不會供應午餐和茶水服務,	也不設幼兒和兒童敬拜.	主日學及中文學

校仍會繼續在網上進行,	球類活動也繼續暫停.	
	
*	招待的標準操作程序	(Usher’s	SOP):		

1. 任何時候也需要協助/維持社交距離, 並確保每一個進到教會的人均有配戴口罩. 部份招待

需要指導會眾在指定的門進出. 

2. 盡量開啟教會內的所有門戶, 讓空氣流通. 

3. 圖書館或會暫作隔離室, 以供身體不適的人使用. 

4. 敬拜期間不會傳遞奉獻袋, 改為在進出口的地方放置收取奉獻的籃子或箱子. 仍然鼓勵會眾

採用網上奉獻或郵寄支票到教會. 

5. 聖餐主日也不會傳遞個別包裝的餅與杯, 會將聖餐餅/杯放在大堂 (大禮堂外) 處特備的桌

上, 讓會眾在進入敬拜地方前可以預先拿取. 

6. 敬拜週報也是放在桌上供弟兄姊妹取閱, 盡量不派發東西以減少病菌的傳播. 

7. 在此期間不會有詩班的獻唱 (為著要有社交距離), 敬拜期間可以戴著口罩唱詩. 每一堂的敬

拜小組人數不會超過五個, 彼此也需要保持距離 (團隊之間並與會眾之間)(請看初期重開階

段的 F 點). 

8. 當弟兄姊妹進入敬拜場地就座時, 是從中間通道向著一個方向進入就座, 離開時就從另外一

條通道單向離開. 

9. 當一個家庭/單位就座後, 招待才會示意另一個家庭/單位開始進入就座, 就座的形式會是每

隔一行或是每隔一個行列. 座位也是交錯的編排. 例如: 第一行每個家庭/單位相隔六呎, 第

二行騰空, 第三行又是每個家庭/單位相距六呎, 但第三行的座位不會在第一行的正後方. 

10. 大禮堂會沿用這個座位編制, 每一個行列之間交錯騰空一行. 倘若有兩個語言的會眾同時聚

集在大禮堂, 這樣國語會眾會用單數行列, 而英語會眾會用雙數行列. 此舉盡量減低清潔的

工序和增加安全距離. 大禮堂的人數最多可以坐 100人. 

11. 交誼廳的座椅編排是七個行列, 每一行列有五行, 而每行有兩個位置, 最多可以坐七十人. 

12. 副堂的座椅也會改動, 重新編排至五個行列, 每行列是五行, 而每行有兩個位置, 總共可以坐

五十人. 

13. 為免因為會眾同時進入會堂而導致擁擠, 需要有額外的招待人員, 以四組人員同時交替進

行. 當一位招待帶領一個家庭/單位進入前面右邊就座時, 另一個招待會帶領另一個家庭/單

位進入前面左邊的位子就座. 與此同時, 另一位招待可以帶領另一個家庭/單位到右邊的後

座就座, 而另一個招待就帶領另一個家庭/單位到左邊的後座就座. 若能夠有八個招待分批

同時帶領會眾入座不同的方向和位置, 這樣就能夠快速並安全的幫助會眾入座. 

14. 疏散會眾將會從後面到前面, 從外側到內側, 會盡量用外面的通道離開. 屆時會在敬拜完結

前用 PPT預先將路線圖展示給會眾知道. 

15. 敬拜聚會完畢後請盡快離開教會, 弟兄姊妹勿留在教會內交誼. 

16. 如有需要, 教會會協助蒙郡政府進行追蹤搜索, 透過提供資料協助進行追蹤程序. 招待會記

下各家庭/單位所坐的位置, 並在聚會開始前替會眾拍一張照片(會預先向會眾宣佈和解釋), 

若有任何人在參加完聚會之後感到不適, 請務必通知辦公室, 辦公室會知會兩週前所參加的

會眾. 

17. 奉獻箱會放在各進出口處, 招待需要與財政部協調關於負責擺放和收取奉獻箱的安排. 

18. 凡在交誼廳參加敬拜的弟兄姊妹, 請只用交誼廳內的門口進出. 交誼廳的大門 (通往大堂)和

側門 (通往其他門廳)都會關閉. 但若有行動不便者 (不能用樓梯通往樓下的洗手間) 除外, 

此舉是希望盡量與其他堂的弟兄姊妹錯開和保持距離. 



19. 教會會安排特定的指引關於使用洗手間時的人群流量模式, 交誼廳的會眾請用地庫的洗手

間 (除了不方便用樓梯上落的會眾除外). 參加大禮堂敬拜的會眾請用一樓的洗手間. 請依照

單向路線進入和離開洗手間 (從靠近會客室的門口進入, 從靠近副堂的出口離開). 產管部同

工會確保洗手間內有足夠的物資供給會眾使用. 也會定期消毒洗手間. 在大堂的獨立洗手間

將會暫時關閉, 所有飲水機也會暫停使用. 

20. 為確保所有的措施可以順利實施和推行, 教會會在正式開放之前作三至四週的嘗試運作, 讓

同工(或加上同工的家屬)作嘗試性質的執行. 

 

3.	後期重開階段	
 

				主要措施的摘要:		
				與中期重開階段類似,	但會著量增加各堂敬拜聚會所容納的座位及增強關於孩童照顧、兒童事

工、主日學課程,	並包括週五晚的少年團契、AWANA 兒童節目及團契/細胞小組的事工.	定期
的週間聚會/活動,	如高危群的聚會、球類活動及主日的午餐仍需要暫停.	當蒙郡的新增確診數

字在連續十四日內少於二十個在每十萬人口的時候	(這數字會因應最新狀況而更新),	教會便可

進入這後期重開階段.	但同樣需要有足夠的志願同工願意固定到教會幫忙服事才可以正式推行.	
志願同工若有高危者可豁免,	配戴口罩和實踐其他的安全防疫措施仍是這階段必需遵行的守則.	

	
a. 敬拜聚會的座位數量將會增到至 125 個 (大禮堂) 及 100個 (交誼廳) 

b. 少年團契及其他大型聚會 (少於五十人), 座位編排以演講的模式並遵照安全防疫指引 (與前

面的指引類同). 

c. 兒童敬拜的人數要少於五十人, 座位編排也是以演講的模式並遵照安全防疫指引. 

d. 兒童及成人主日學班、細胞小組人數少於二十人.	座位編排以演講模式並遵照安全防疫指

引. 
e. 育嬰室人數少於五個嬰孩及二位老師 

f. 每星期進行課室與玩具的消毒清潔步驟,	參加的小孩與當值老師需要確保體溫正常. 
 

4.	最終重開階段	
				
				目標:	恢愎所有原有的教會重要項目和事工,	參加者不需要戴口罩.	當蒙郡在連續十四日內少於

五個新增過案	(這數字或會因應情況而調整), 或已經有有效的疫苗可供使用, 教會便可以實行

這最終的重開階段. 但仍會繼續提醒及鼓勵弟兄姊妹時常實踐良好的健康安全習慣. 潔手液仍

會繼續在教會建築物內供應給會眾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