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 恢復聚會安排】 （26/6 更新）
感謝神，因應政府更新之防疫措施，本堂將於 6 月 28 日分四階段恢復成人實體崇拜，詳細安排如下：
一、主日崇拜安排
1) 分階段恢復聚會:
1.1 第一階段 6 月 28 日


恢復成人崇拜上午 10：00 至上午 11：30

1.2 第二階段 7 月 20 日後


祈禱會上午 9:00-9:30、恢復成人崇拜上午 10：00 至上午 11：30、週日 Jk(小一至小六
學生) 上午 9:30-12:00

備註：
 會就第一階段恢復聚會情況經檢討後再衡量第二階段聚會恢復的安排及可能性。
 成人崇拜先用 13 舍禮堂，滿座使用 23 舍禮堂
 祈禱會、成人崇拜、長者團契均使用 13 舍禮堂
 週日 Jk(小一至小六學生) 使用 23 舍禮堂
 各小組繼續用視訊開組或全部用中心開組。
2) 23 校舍及 13 校舍進出安排
2.1


23 校舍進出口
所有人由車閘進入，負責防疫工作人員:(1 位司事、1 位執事)
離開使用大堂閘口 負責保持閘口關閉及看守，並提醒剛到達教會的人，請他們往車閘進
入並在那裡做防疫。(1 位幹事)

2.2 13 校舍進出口


大門口 1 位同工、2 位執事、1 位幹事，2 位司事，負責防疫，同時會留意有沒有剛到達
教會的人，請他們做防疫。

2.3 控制人流措施
進場次序


幹事及敬拜隊 8:30 到 13 禮堂



司事及同工上午 9：15 到 13 禮堂



執事上午 9:30 到 13 禮堂接待處



長者上午 9:40 到 13 禮堂座位



會眾上午 9:50 先到 13 禮堂，如滿座則往 23 舍禮堂崇拜，使用 23 舍停車場進入 23 禮堂。
散會次序



司事







如 13 舍人多進出，會拉繩分成左右兩邊，面向禮堂一邊為入口，禮堂後區的一邊門為出
口。



所有人由面向禮堂一邊進入禮堂，使用禮堂後區的一邊門離開。

3) 主日崇拜仍繼續於教會 Facebook 作直播（主日早上十時），方便留家的會眾。
教會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angtung.tai.14

如崇拜直播受網絡狀況影響，未能暢順接收，可於當日下午於教會網頁觀看。
教會網頁： www.thtchurch.com

(可向辦公室同工查詢登入所需賬號及密碼)

4) 為配合社交距離措施，13 校舍禮堂設入座上限為 96 人，滿座後會分流至 23 校舍禮堂參與直
播。
5) JK 7 月 26 日恢復，於 23 校舍禮堂舉行。幼崇暫停至另行通告。
6) 主日崇拜崗位恢復由事奉人員當值，流程仍會從簡。
7) 凡進入教會者必須遵守《中華宣道會大坑堂防疫措施》(見附件 A)。

二、

其他聚會安排
1) 青少年崇拜：6 月 28 日開始，於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成長中心舉行。
2) 基督少年軍開始日期，由少年軍與學校商討恢復日期。
3) 青少年團契 6 月 28 日開始，於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成長中心舉行。
4) 長者團契 7 月 20 日後開始，地點待定。
5) 成人聚會：各小組可借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成長中心聚會，惟需先與教
會同工或幹事聯絡，提供聚會日期、時間及參與者名單，以便協調場地使用及計算人數。
6) 凡進入教會必須遵守《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防疫措施》(見附件 A)。

《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防疫措施》（附件 A）
1. 如會眾在聚會當日前 14 日內出現以下病徵：發燒(>37.5C)、咳嗽、腹瀉、呼吸急促/困難、或流
2.
3.
4.
5.
6.
7.

感症狀，請避免前來聚會。
如會眾在聚會當日前 14 日內與任何新型肺炎確診者或疑似患者或正在接受隔離者有緊密接
觸，請避免前來聚會。
請勿安排聚餐或個人飲食。
請勿握手及擁抱等身體接觸，與其他人保持最少 1 米的社交距離。
長者如參與實體聚會，宜先諮詢家人意見。
進入本堂前必須通過體溫檢測及使用含 70 -80%酒精消毒搓手液清潔雙手或往洗手間清潔雙手。
因本堂有兩個校舍，每次進出任何一個校舍都須進行及通過體溫檢測及潔手程序。
聚會期間，會眾及事奉人員須全程配戴口罩。

8. 參與各項實體聚會者，每次須填寫健康申報表(附件一)，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健康狀況及外遊
記錄，以便有需要時追踪接觸者，幹事會將健康申報表妥善存檔。
9. 請提早到場進行各項檢疫措施，安心崇拜。
10. 家長請與兒童及嬰幼兒在家參與網上崇拜，直至相關實體兒童聚會恢復為止。
11. 教會之公用物品 (包括聖經、詩集、筆、水機、水杯 ……) 將暫停供應，請聚會者自備。
各小組注意事項
12. 各小組在恢復實體聚會時，小組仍可繼續使用網絡連繫，以照顧暫未能出席之組員，達致加強溝
通之效。
13. 各小組聚會後須通知教會清潔桌椅及用品。
14. 周六聚會需在下午五時前完結，以便教會清潔場地。
15. 周日，在 13 校舍的聚會需在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前完結，以便教會在下午二時前完成場地清潔；
在 23 校舍的聚會需在下午三時前完結，以便教會在下午五時前完成場地清潔。
16. 周日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成長中心聚會在下午四時半時前完結，以便教會清潔
場地。
17. 各聚會用室及人數限制及聚會時間及地點安排

室別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
會大坑東堂成長中心

23 舍禮堂

13 舍禮堂

人數上限

25 人

70 人

96 人

-

--

敬拜隊練習下午 2 至 5

-

清潔消毒場地下午 5 至 6 時

清潔消毒場地(下午 5 至 6 時)

青少年崇拜及青少年團契

成人崇拜直播/JK

成人崇拜

上午 10 至中午 12 時半

上午 10 至中午 11 時半

上午 10 時至 11 時半

周六

青少年團契/牧區小組

清潔消毒包括禮堂及洗手間

周日
下午 1 時至 3 時

清潔消毒包括禮堂及洗手間

清潔消毒場地

下午 3 時至 5 時

下午 1 至 2 時

--下午 3 時半至 4 時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