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盛生命教會 

3535 Balboa 街 

San Francisco，CA 94121 

重開實體聚會 - 場地規劃 

 
  



 

豐盛生命教會 - 重開實體聚會場地規劃 
（更新2020年10月26日） 

 

由於COVID-19在三藩市傳播，自2020年3月16日起，灣區有5個縣開始發佈家居避疫令。結

果，豐盛生命教會主日崇拜聚會及所有活動需要全面暫停，直到三藩市衞生局健康指引建

議，達到安全級別才能重開。2020年10月20日，三藩市達到重新開放糸統的黃色級別(最

低限度，限制性最小），允許室內聚會擴大到房間面積容量50%或200人，以較低者為準。

豐盛生命教會的「實體聚會」委員會為教會在不同階段重開制定了以下的計劃。 

 

豐盛生命教會 - 重開實體聚會概述 

 

 階段 0 階段 1 階段 2 

提議開始日期 2000年6月 

英文部 / 中文部 11/29/2020 

韓國教會 12/6/2020 稍後公佈 

實體聚會 沒有 有，有限制  

敬拜 有，有限制 有，有限制  

網上聚會 有 有  

兒童服務（星期日） 沒有 沒有  

青年服務（星期日） 沒有 沒有  

使用廚房 沒有 沒有  

交通午餐 沒有 沒有  

小組/生命小組 沒有 沒有  

查經班 沒有 沒有  

以琳團契 沒有 沒有  

週五青年團契 Impact 沒有 沒有  

KCA 課後補習班 只有視頻會議 只有視頻會議  

Explorers 暑期日營 沒有 沒有  

 

 

  



 

豐盛生命教會 - 使用概述 

 

階段 0 

星期二 

KCASF視頻會議 

- 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 

星期三 

中文部主日講道 

-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 

星期四和星期日 

英文部敬拜隊 

地庫，音響室，洗手間（地庫） 

階段 1 

星期日 

中文部：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上午10時30分 

英文部：多用途設施（二樓）音響室，洗手間（二樓）上午10時30分 

韓國教會：地庫，音響室，洗手間（地庫）TBD 

星期二 

KCASF視頻會議 

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 

階段c2 稍後公佈 

 

  



 

第 0 階段 

目標開始日期：2020年6月 

 

概述 

 

在階段0期間，在教會重新開放之前，以下小組主要使用教會進行錄製或進行視頻會議： 

 

階段 0 

星期二 

KCASF視頻會議 

- 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 

星期三 

中文部主日講道 

-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 

星期四和星期日 

英文部敬拜隊 

地庫，音響室，洗手間（地庫） 

 

只有工作人員參加這些環節，並且將遵循以下所有安全程序，  

包括清潔和消毒。 

請參閱 FLCC敬拜團隊COVID預防計劃 。 

 

 

第 1 階段 

目標開始日期：2020年11月29日 

 

概述 

在豐盛生命教會的重新開放計劃的第1階段中，針對中文部、英文部及韓國教會的限制，

是根據三藩市市政府、加州州政府及「實體聚會」委員會建議和要求而制定的。2020年11

月3日起，三藩市達到重新開放糸統的黃色級別，允許室內聚會擴大到房間面積容量50%或

200人，(以較低者為準)。 

 

每個使用區域的最大容量如下： 

 禮堂：274 

 多用途設施（MPF）：234 

 地庫：165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qxnEiL777gIDqSEFKROCi8Y61cXMQ0AMK4Q1QIikrM/edit


 

在11月的前三週，我們將會有講員和工作人員在教會進行現場崇拜，但其他會眾要等到11

月29日才能參加實體聚會。設施的使用僅限於以下情況： 

 

第一階段 

星期日 

中文部：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上午10時30分 

英文部：多用途設施（二樓）音響室，洗手間（二樓）上午10時30分 

韓國教會：地庫，音響室，洗手間（地庫）TBD 

星期二 

KCASF視頻會議 

禮堂，音響室，洗手間（一樓） 

 

將繼續為無法親自出席的人們提供網上崇拜。週日將不允許其他活動。 

 

第一階段的出席者 

我們重新開放教會進行實體聚會時，每個人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們的首要關注。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病了，即使你的體溫低於99.5F。或者你有CDC所述的COVID-19症狀

，包括經常咳嗽，發燒，呼吸困難，發冷，肌肉疼痛，喉嚨痛，最近失去了味覺或嗅

覺。如果你與最近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或在另一環境中接觸過COVID-19的人生活在

一起，請遵循CDC概述的隔離準則。 

 

加州公共衛生部已要求加州居民在處於高風險情況下（包括室內宗教聚會）必須戴上

口罩。必須正確戴好口罩，遮住鼻子和嘴巴。儘管我們希望所有訪客都帶上自己的面

罩，但FLCC將在需要時會提供一次性的面罩。在參加聚會之前，請考慮你是否能夠遵

守此要求。 

 

在第一階段，你將無法在設施中進餐或飲水，也將無法使用飲水機或廚房。如果需要

，請考慮帶自己的水壺。 

 

在本地和州政府的指導下，FLCC「實體聚會」委員會建議以下內容： 

 

-如果你屬於這些較高風險的任何一個類別，請考慮待在家裡。 

COVID-19在許多人中引起輕度疾病。但是，某些人可能因COVID-19出現嚴重症狀的風

險更高。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有88％的住院COVID-19患者患有一種以上的慢性病，

和其他因素也會增加你的風險。你可能處於高風險中,如果你是: 

65歲或以上， 



 

生活在長期護理機構中， 

並且持續存在嚴重的健康狀況，例如： 

肺病或哮喘 

心臟狀況 

高血壓 

嚴重肥胖症 

糖尿病 

腎臟或肝臟疾病 

免疫力系統下降 

癌症治療 

吸煙或煙草/尼古丁或大麻 

如果你懷孕了，考慮到COVID-19如何影響孕婦的信息，因此請考慮自己處於較高風

險中一類會比較安全。 

 

-根據加州公共衞生局、北加州神召會和內華達州總會建議，第一階段將不提供任何托

兒服務或兒童服務；在這段時期，孩子們必須與家庭成員坐在一起，並且在聚會時，

不得與其他訪客的孩子互動。如果孩子們不能戴面罩坐在參加聚會，有小孩的家庭需

要延遲參加實體聚會。 

 

-前線醫護和其他重要工作人員 

可以自行決定參加，但必須遵守我們的場地計劃和本地政府指南 

 

-訪客 

 歡迎，但必須遵守我們的場地計劃和本地政府指南 

 

準備 

為了使我們的第一階段重新開放順利，請注意及需要完成以下內容： 

 

溝通和培訓 

-有關COVID-19如何傳播以及如何防止其傳播的員工和志願者培訓（計劃於2020年10月

29日進行） 

-向會眾傳達想法和要求 

-員工和志願者簽署  指導原則和認可表格 

 

用品 

-溫度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hic-NVDm6GlsMSIw15-72EQAp0NkeyJ?usp=sharing


 

-清潔和消毒用品，包括防護裝備（將存放在桌子下方的存儲容器中） 

-守聖餐用品（獨立包裝） 

 

設施修改 

-免提洗手液位於教堂正門和其他確定的區域 

-標牌放置在入口，走廊和確定的區域 

-在第一階段不可用的教會區域應上鎖或關閉 

-報告/通告將繼續以電子方式分發 

-飲水機將不可使用且應覆蓋 

-安排座位以方便家庭與家庭之間保持社交距離 

-此時應將所有非必需的用品和材料存放起來，但不限於詩歌集，信封，桌子，植物，

椅子，小冊子，未使用的設備 

-免提奉獻箱放在禮堂和多用途設施中 

-使用標記指示人們應該在哪裡等待進入教會 

-所有洗手間都將有標記，以指示人們一次允許進入的最多人數，並有標記來指示人們

應該在哪裡等待。 

一樓洗手間（一次最多可容納兩個人） 

二樓洗手間（一次最多可容納一個人） 

地庫洗手間（一次最多可容納一個人） 

 

之前，期間和之後 

 

到達之前 

由於空間有限，你將需要使用我們的在線預訂表格進行註冊，並回答一些健康問題。 

 

當你到達時 

所有出席者將通過正門進入。如果你正在與家人/家庭一起參加，則可以同時進入。可

能需要等待輪到你進入，因為每個人都將受到檢查，你的體溫將由司侍員進行測量。

我們將在你站立的位置之外提供識別標記。如果溫度高於99.5F，將要求你返回家中。

如果你有CDC所述的COVID-19症狀，則應返回家中。 

 

司侍員迎接 

-前門將在聚會前保持打開狀態。 

-負責確保出席者安全有序地進入並受到檢查。 



 

-如果出席者/訪客拒絕佩戴面罩，則應由司侍員提醒他們，這是由州和政府建議，

並且可以選擇參加網上聚會。他們將不被允許留在教會中。 

-需要替出席者點名以進行聯繫追踪。 

-如果有人開始表現出COVID-19症狀或感覺不適，應建議他們立即回家。如果無法

做到這一點，請建議他們直接去我們的隔離區，即我們的護理室/母親室。請參閱

下面的“有人患病”一節，以獲取完整說明。 

-負責確保出席者安全，有序地解散的責任；中文部將通過正門退出，而英文部將

通過後樓梯出口(37號大街)退出。 

-司侍員可提醒出席者社交溝通，應在室外進行。 

 

敬拜和崇拜 

根據2020-34號衛生官員指令，室內宗教聚會將禁止唱歌和喊叫；我們在此時將繼續使

用預先錄製的敬拜 

 

-只有一位領袖講話，並通過塑料隔板與會眾隔開，並且與其他出席者至少相距12英尺 

 

-當進行現場崇拜時，敬拜隊將保持社交距離，並且需要遮蓋面部 

 

-參見 FLCC崇拜團隊COVID預防計劃 以獲取更多信息 

 

-保持以下區域良好通風，需要打開 

二樓通往露台的門 

地厙通往車房的門 

在育嬰室的窗 

 

第 2 階段 

目標開始日期：tbd 

 

總結 

在豐盛生命教會重開計劃的第2階段，我們預計KCA 課後補習班會在此時有限度重開，以

支持所有學生和Lafayette 學校的家庭。根據2020年7月15日三藩市校區的公佈，所有學

校開始進行網上學習，目標是在確定安全的情況下，過渡到混合模式（遠程學習和傳統學

習）。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qxnEiL777gIDqSEFKROCi8Y61cXMQ0AMK4Q1QIikrM/edit


 

清潔和消毒 

 

在第0階段和第1階段進行 

 

崇拜結束後，每個小組/會眾將負責對其使用區域中所有經常觸摸的表面進行清潔和消毒

。可以使用肥皂和水清潔。使用EPA批准的消毒劑或稀釋的家用漂白劑溶液消毒。 

 

所有個人防護裝備和清潔用品將提供給負責清潔和消毒區域以及所用設備的志願者。這些

物品將存儲在門廳桌子下方的容器中。我們可以考慮使用房間清潔檢查清單並簽署表格。 

 

經常觸摸的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禮堂 

-參見FLCC敬拜隊COVID-19復原計劃 

-電燈開關掣 

-門把柄 

-椅子（由於禮堂未被其他團體使用，可能不需要消毒） 

 

多功能設施 

-參見FLCC崇拜小組COVID-19復原計劃 

-門把柄 

-使用過的任何桌子 

-椅子（椅子可能不需要消毒，因為直到下週日才使用） 

 

 地厙 

--門把柄 

-電燈開關掣 

-使用過的任何桌子 

–椅子（椅子可能不需要消毒，因為直到下週日才使用） 

 

洗手間（一樓，二樓，地厙） 

-電燈開關掣 

-門把柄 

-水龍頭和洗手盆 

-馬桶把手 



 

-廁所門柄和門鎖位置 

-肥皂分配器（除非非接觸式） 

 

音響室 

-門把柄 

-電燈開關掣 

-所有電腦裝置(鍵盤，螢光幕及電腦開關掣等） 

 

 

辦公室（需要時） 

-影印機 

-電腦鍵盤/鼠標 

-門把柄 

 

其他 

-扶手 

-任何進入儲藏室的門把柄 

 

我們的清潔員工將在整個星期額外的清潔和消毒。 

 

  



 

有人患病 

 

隔離區 

如果有人出現COVID-19症狀或感覺不適，則應立即離開。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則與托兒

所相鄰的護理室將被用來隔離任何身體不適的人。我們的第二個位置是201室。 

 

報告程序 

我們與FLCC的聯繫是Roberto Chong醫生。工作人員，志願者和會眾如果生病或診斷為COV

ID-19，應聯繫Art Chin醫生（或其任命的人）。如果任何人對COVID-19呈陽性，以確定

我們的下一步措施，則Roberto Chong醫生將負責或任命某人與三藩市公共衛生部聯繫。 

 

在保持機密性，我們會建議那些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的人在家裡並自我監測症狀，並在

出現症狀時遵循CDC指南。 

 

聯繫人跟踪-後續程序 

FLCC將每天在共享的Google文檔中跟踪所有參加過教會聚會的出席者 

FLCC出席者/聯繫人跟踪列表 

 

清潔 

 如果進入我們機構的任何人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該人使用的區域將被關閉並徹底清

潔和消毒，尤其是經常觸摸的表面。打開門和窗戶，增加空氣流通，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等

待24小時，然後再進行清潔和消毒。  

 

如果懷疑/確認COVID-19的人員進入教會設施已經超過7天， 則無需額外的清潔和消毒。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kYWLvwgjdJyv8FVIJ0vTe30iw7-34KGV9ESgVYF7Gyw/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kYWLvwgjdJyv8FVIJ0vTe30iw7-34KGV9ESgVYF7Gyw/edit?usp=sharing


 

參考文件 
 

聯邦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針對的指南 社區和基於信仰的組織| COVID-19 

CDC 信仰社區臨時指南 

CDC準則 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  

CDC 重新開放清潔和消毒公共場所，工作場所，企業，學校和房屋的指南  

CDC的 清單：讓你的組織準備冠狀病毒病2019 

CDC的指引 美國社區設施的臨時建議與疑似/確認冠狀病毒病2019 

 

狀態 

公共健康的加利福尼亞部門 指導對崇拜的地方 

公共健康的的加利福尼亞部門 指導表面覆蓋物6月18日， 2020 

 

本地 

時間軸重開舊金山從sf.gov 重新開放舊金山 

重新開放指引宗教場所 對於宗教場所重新開放引導|舊金山 

舊金山公共衛生部  2020年7月8日-重新開放TK-12學校學年的初步指南 

 

其他 

2020-2021神召會Northern CA＆NV COVID-19資源 http://agncn.org/covid19-index#new -第31

頁， 

今天的基督教 如何安全重新開放教會並減少法律責任 

BrotherHood Mutual- COVID-19資源-指導教會安全重新開放的視頻 https://www.brotherhoodmu

tual.com/resources/safety-library/risk-management -articles /災害的緊急情況和衛生/一

般健康和傷害預防/冠狀病毒/之前，我們聚首/？utm_source = DMC＆utm_medium =電子郵件＆的

utm_content = DFZdABZbcgFHVkIMVUQQWl4FCUVGFlRVGAdfW1hOXhYKVUBeQVpaBUJdOFdDDhBYVxFdVlk

AXUMMQFANSlNdDkg =＆utm_campaign = 40120％3AMinimize +的+點差+的+細菌+視頻+系列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zations/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faith-based.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php%2Ffaith-based.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prevention.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reopen-guidance.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zations/checklist.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zations/cleaning-disinfection.html
https://covid19.ca.gov/pdf/guidance-places-of-worship.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_06-18-2020.pdf
https://sf.gov/step-by-step/reopening-san-francisco
https://sf.gov/resource/2020/reopening-guidance-places-worship
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covid-guidance/Preliminary-Guidance-TK12-Scho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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