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聖經教會樂道堂重開計畫
(7/24/2022 – 目前在全面重開階段, 請看第一至第二部份)

重開原則
1. 感謝神讓我們在疫情期間能夠有網上聚會. 我們在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下繼續享有團契和
彼此的結合, 見證了神的恩典和憐憫. 然而我們相信神更喜悅我們實體的聚會和敬拜,
因此我們的目標是讓願意的會眾能夠參加實體聚會.
2. 我們將以保守但合理的態度重新開放. 我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消除任何風險, 而是出於
對弟兄姊妹的愛. 如果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參與聚會, 我們寧願多 些謹慎讓大家安心.
3. 我們認識到, 對於何時以及如何恢復實體聚會大家會有各種不同看法. 我們尋求主內的
合一, 因此將盡一切努力使每個有意願的家庭能儘快恢復實體崇拜, 同時也不希望讓其
他的會眾有過分的負擔. 在此過程中, 我們需要彼此了解, 彼此分擔.
4. 如果政府規定、我們社區的狀況及教會具體情況有改變, 我們將適時修改重開計畫 (繼
續放鬆或有所收緊).
根據以上原則, 教會在第一階段的重新開放將非常有限, 然後部分開放(實體主日敬拜), 最
後才全部開放(實體主日崇拜、主日學及兒童事工). 我們將持比郡政府更加謹慎的態度來
進行重新開放, 長執會要先觀察本地區全面開放之後的狀況, 認為是安全的, 才會全面開放.
另外, 進入後續階段後, 如果教會中或本地社區爆發新冠病例, 我們將考慮回到早期階段或
修改計畫以防止病毒擴散.

1. 全面重新開放階段 (二零二二年七月更新)
從二零二二年七月廿四日開始, 依循喬治王子郡公立學校的口罩政策, 戴口罩的要
求將改為建議. 我們鼓勵參加聚會者自行做正確的判斷, 並尊重別人戴口罩的選擇.
所有其他目前的安全措施和規定繼續執行.

2. 教堂設施使用及操作程序
2.1 室內操作程序
同工和來參加實體聚會的弟兄姊妹需被清楚告知所有程序與規則, 以便自行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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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願意接受風險. 以下程序適用並將根據聯邦/州/郡政府規定以及教會領袖的決定
適時更新:


會眾應遵照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對於檢疫和隔離的規定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your-health/quarantineisolation.html ), 決定是否應當避免參加實體聚會而在線上聚會. 包括在以下情
況參加線上聚會, 如果有下列任何一種情況:
o 您感覺不舒服, 或有任何流感或新冠肺炎症狀, 無論您是否接種疫苗.
o 按照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規定, 您應該進行檢疫或隔離.
o 您未曾接種疫苗, 並在過去五天之內離開大華府地區外出旅遊.



戴口罩的要求將改為建議. 我們鼓勵參加聚會者自行做正確的判斷, 並尊重別人
戴口罩的選擇.



社交距離(兩英呎)
o 敬拜團隊區: 每位同工應當有專用麥克風, 團隊同工之間應保持距離.
o 招待和迎賓: 不得派發奉獻袋、聖餐、週報、筆等等(以上物品皆放在桌
上供需要者自取)
o 特定座位: 各個座位保持社交距離. 家庭成員可以坐在一起, 並與其他人
保持社交距離. 其他人願意的話, 也可以選擇坐在一起.
o 需要時設置前廳

2.2 接觸追蹤
所有在教堂舉行的團契小組及其他聚會(包括主日敬拜)都必須透過 Church
Planning Center 平台保存參加者紀錄.


成人和兒童崇拜: 各堂崇拜聚會和兒童崇拜將使用 Church Planning
Center 報到(無需預先登記). 以此取代過去使用的 KidCheck.
o 招待將協助確保所有參加者報到. 開始的幾週將在電子郵件和週報重
複提醒會眾報到.



主日學和團契小組聚會: 所有主日學和團契小組聚會將使用 Church
Planning Center Groups 預先登記並保存參加者紀錄. 主日學老師或團契小
組長將負責在平台上記錄.



ESL 英文班、中文學校及其他活動: 這些活動也將比照主日學和團契小組,
使用 Church Planning Center Groups 預先登記並保存參加者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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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事件回應計畫
如果在我們的教堂或教會活動中有任何疑似新冠病毒感染情況, 將遵照事件回應計
畫, 進行報告、調查、消毒/清潔/關閉、接觸追蹤並通知受影響的人. 事件回應計畫
詳述在: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C9PgQdNy8DrRtgrEGInA2bwK15TAnWClpI
BpDJ2Etk/edit?usp=sharing

2.4 行程安排
全教會的聚會優先於小組聚會. 所有教堂設施的使用都應事先申請, 以便於使用人數的
管理. 因此,


為便於統籌協調, 需要事先申請與核准.



產管部執事將根據優先次序核准: 全教會聚會, 崇拜錄製, 等等
o 希望使用教堂設施的小組或同工, 須盡快提交申請.



所有小組都必須遵照此流程, 即使您知道有可使用的空間.



申請使用必須有一個開門/關門的人, 負責確保遵守清潔程序.



申請表必須包括預計參加人數



申請系統中可使用 RST, 南翼禮堂及室外空間.

2.4.1 預錄敬拜


保留 RST 和南翼禮堂, 遵守最新安全程序

2.4.2 全教會聚會 (例如, 宣道年會)
與上列主日敬拜相同
需與外來講員或團體溝通安全保護措施和保持安全距離.
2.4.3 團契小組及其他聚會
為便於統籌協調, 需要事先申請與核准.
產管部執事將根據優先次序核准: 全教會聚會, 崇拜錄製, 等等.
所有小組都必須遵照此流程, 即使您知道有可使用的空間.
所有小組都必須遵照附錄 C 的一般原則和清潔消毒程序.


例外: 完全開放之前, 以下教室禁止進入
o 嬰兒室
o 幼兒教室
o 學前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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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育嬰室
團契小組允許在週六使用教堂設施聚會(需預先申請與核准), 出席者僅可使用保留
區域或附近的洗手間. 非本堂小組目前仍不得使用教堂設施.
2.5 設施安排
2.5.1 庫存管理


以下設備/需用物品將隨時補充以備經常使用:
o 大瓶洗手液
o 手套
o 消毒濕巾
o 抹布
o 口罩
o 崇拜同工專用口罩



所有設備和需用物品存放位置應告知來教堂服事的同工(以便按需要補充)

2.5.2 設備使用安排


以下地區設置洗手液站:
o 廚房
o 正門/ RST 外面大廳(免觸摸)
o 正門(兩道門之間)
o 南翼禮堂外(免觸摸)
o 廚房外面樓梯間
o 教會辦公室
o 副堂 (免觸摸)
o 樓下電梯外
o 嬰兒室外



為招待、迎賓和其他協助排椅子或分發文件的同工, 以及處理清潔消毒品的同工
提供手套.



各房間的清潔清單, 包括消毒步驟:
o RST Hall
o 南翼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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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廁所
o 廚房
o 教室(每個教室需備有消毒噴液和擦手紙)
2.6 消毒清潔程序(所有使用教堂設施者)
2.6.1 敬拜預錄


使用過的麥克風、講台、音樂架、音樂設備、PowerPoint 操作遙控器、計算
機鍵盤和滑鼠等等都要消毒.



消毒使用過的桌椅



最好使用易於清潔的鐵椅子或塑膠椅子



檢查並補充需用物品

2.6.2 主日敬拜
使用過的麥克風、講台、音樂架、音樂設備、PowerPoint 操作遙控器、計算機鍵
盤和滑鼠等等都要消毒.


使用交替排的座位以保持社交距離, 也免去消毒座位的需要(中文堂使用奇數行,
然後英文堂使用偶數行). 每行中家庭與家庭之間仍需有適當的社交距離. 招待
需設置標示, 並指導參加者保持社交距離.



檢查並補充需用物品

2.6.3 其他使用


所有地區/教室/設施使用後都必須消毒
o 最好使用易於清潔的鐵椅子或塑膠椅子並於使用後消毒
o 碰觸過的所有物品必須用消毒紙巾擦過
o 檢查並補充需用物品

附錄 A – 全面重新開放階段(二零二一年秋季開始並於十一月更新)
長執會決定以二零二一年九月為目標開始全面開放階段(實體成人主日崇拜、成人主日
學、兒童事工), 前提是社區已全面開放而且一切安全. 在這階段首先將是從九月開始恢
復第一個小時的實體兒童崇拜, 但沒有兒童主日學課程. 接著將是從十月開始在兒童崇
拜之外, 恢復兒童主日學, 前提是社區全面開放學校和工作單位已經安全進行. 另外, 從

5

九月開始將在三堂實體崇拜中恢復聖餐禮儀. 聖餐將以安全和衛生的方式(個別包裝)進
行, 由會眾自行領取和處置.
在此階段開始時, 將延續部分開放階段之安全措施和程序, 並將適時重新審視. 我們將繼
續鼓勵和提醒會眾保持良好的健康安全習慣, 並且繼續在教堂設施各處放置洗手液. 我
們也將在重新開放之後一段時間內, 繼續為仍然無法參加實體崇拜的人提供主日崇拜直
播.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開始允許在室內進食, 在下列條件之下:
o 個人或家庭自帶食物, 並不與別人分享.
o 不允許共用食物(例如, 用托盤或容器)
o 進食後必須清潔消毒桌椅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開始團契小組允許在週六使用教堂設施聚會(需預先申請與核
准),

附錄 B - 部分重新開放階段(二零二一年春季開始)


從四月十六日開始, 團契和小組將恢復有限的實體聚會. 申請使用教堂設施需要
團契部和產管部執事核准.



從六月開始, 將恢復實體主日敬拜, 並在特定的人數限制之下, 歡迎會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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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第一步是直播. 二零二一年夏季, 英文堂和國語堂將使用 RST 杜恩沛牧師
堂 (兩堂會眾將使用交替排的座位), 粵語堂將使用南翼禮堂.
o 各堂會將決定何時預備好歡迎會眾參加
o 參加實體敬拜必須事先登記, 以確保人數限制, 並在必要時進行接觸追蹤.
英文堂教育部執事將負責各堂會的登記系統.


兒童事工將繼續在線上舉行, 並可能嘗試在夏季增加每月一次實體課程.



成人和青少年主日學將採用混合方式在正常的主日學時間上課(以線上為主, 並
為參加實體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提供地方, 集體或個人參加上課).



IT 部門將確保所有操作所需的相關資源及過程.

附錄 C - 初步重新開放階段(二零二零年五月開始)
我們非常在意弟兄姊妹對於安全以及部分或全部重新開放在實施上將會帶來的風險和
所需資源之關注. 因此, 我們所有的聚會, 例如主日崇拜, 主日學, 團契小組聚會, 將繼續
以遠距方式進行. 以下是有關在現階段使用教堂設施及一些主要事工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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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的主日崇拜在現階段仍不恢復. 然而, 各堂會可自行決定是否恢復在教堂
直播, 只要講員、敬拜和所有同工人數在規定範圍之內.



如果健康且沒有發燒, 行政同工和牧者團隊可恢復在教堂工作(時間需縮短並輪
班錯開), 也可在家遠程工作.



教會領袖(長老會, 牧者團隊, 執事會)將繼續評估那些是具策略性和必要性的事
工, 因此, 當我們進入全面重新開放階段時, 我們將更加專注、更有策略的執行教
會運作. 我們也會探索新的事工, 以服事社區.



兒童事工將恢復線上兒童敬拜, 每週或隔週(第一和第三週), 主日下午一點半到
兩點十五分舉行.



團契和小組繼續在網上聚會. 或者, 如果他們遵照以下操作程序, 則可以使用教堂
設施.



主日學繼續在網上舉行, 完全重新開放之前, 各堂會將自行決定主日學的時間和
班數.

附錄 D – 小組聚會原則(二零二一年十一月開始)
請遵照以下原則及一般開/關程序
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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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戴口罩(自備)



保持社交距離(根據目前規定)



保存參加者紀錄以便追蹤接觸(Church Planning Center 平台)



嬰兒室、幼兒教室、學前班教室不得使用.
經常使用這些教室的小組, 這段期間也不得使用.



禁止在室內進食

消毒清潔程序


使用過的麥克風、講台、音樂架、音樂設備、PowerPoint 操作遙控器、計算
機鍵盤和滑鼠等等都要消毒.



消毒使用過的桌椅



最好使用易於清潔的鐵椅子或塑膠椅子



檢查並補充需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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