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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上週收到了好消息：美國將逐步重新開放，其中包括禮拜堂。但是，如果你認為我

們都會趕回教堂去繼續我們停下來的工作，請不要開玩笑 - 這不會發生。或是至少不應該

發生。我們需要仔細考慮和計劃，以免僅因為我們放下警惕並相信冠狀病毒危機已經過去

而危害他人。 

 

作為信徒，我們都同意要按信心而活，而不是因懼怕行事。但是，我們也同意需以積極主

動和有智慧的態度來對待會友和來賓，尤其是我們中間最容易感染 COVID-19 的人士。 

我們有不多的時間為教會回到教堂來做準備。 

 

在過去數周中，當我想及自己的教會並聽取朋友和事工專家的意見時，我整理出一份清

單，列出了我們大多數教會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不要讓大家終於能夠一起回來的興奮遮蔽你的判斷力，或使你忽略“新常態”。 

讓我們仔細考慮一下教會返回建築物之前的一些問題： 
 

 

1.如果你的崇拜聚會最初僅限於 100 人以下，該怎麼辦？ 
你說這永遠不會發生？請記住，在最近，聚會人數限在不得超過 10 人。 

 

以我的教會為例。在 COVID-19 之前，我們的崇拜的平均人數為 350 人（兩堂禮拜）。 

 

我們是否應該計劃增加第三堂崇拜，將時間縮短到 45 分鐘，並有 15 分鐘的“過渡時

間”，以便信徒可以去參加查經班或回家？ 

 

一位傳道同工說：“我的教會有 2,000 人參加崇拜。我們整個週末不能有 20 次崇拜！我

們該做什麼？” 

 

如果政府將我們的人數限制在小數目，那麼你的教會在提供崇拜的場所和安排時間上會有

什麼計劃？ 

 

2. 對主餐，浸禮和詩班，你會作出什麼調整？ 
 
你相信你可以像過去一樣守主餐嗎？ 

 

你教會的傳統可能包括傳遞一盤的餅和葡萄汁，某些宗派也許會包括共飲于一個杯。你會

使用獨立包裝的葡萄汁和餅乾杯嗎？ 

 

浸禮又如何呢？在浸池中不可能實踐身體保持距離。 



正如一位讀者所說：“我會怎樣看待教會的詩班事工？”他意識到人們並肩站著是不切實

際的。 

 

3. 你將如何籌辦假期聖經學校 (VBS)？ 
 
這是教會領袖和父母心裏的一個迫切問題。 

 

有一些實用的替代方法，我知道許多教會在尋找新的時間和途徑來提供 VBS 的體驗。 

 

4. 實質的“傳遞奉獻盤”的奉獻方法是否已過時了？ 
 
如果你是崇拜中的第 100 個碰觸到剛剛有 99 個人觸摸過的奉獻盤子人，你感覺如何？ 

你會擔心 COVID-19 的傳染嗎？當然你會擔心。那麼，你將如何收取每週的奉獻呢？ 

你會在禮拜堂的門口裝上箱子，還是將其中一些放在大廳中，以便禮拜者可以將奉獻封，

現金或支票放入這些牢固的箱子中？ 

 

5. 你現在如何行對教堂進行消毒和殺菌？ 
 
現在是清潔所有教室的時候了 - 特別是那些孩子們聚會的教室，因為他們觸摸玩具和其他

物品。 

你有沒有在長椅和椅子上噴灑了消毒劑？誰在擦門把手和把柄？你有沒有清潔和消毒過地

毯？ 

現在是進行這些工作的時間，而不在是政府宣布“可以回到教堂”的那一周。 

 

6. 你要繼續提供兒童崇拜嗎？ 
 
作為短期替代方案，在 COVID-19 的這些日子裡，是否可以鼓勵家庭崇拜作為主要選擇？ 

父母是應否帶著孩子敬拜，保持身體距離，並密切地盯住孩子？ 

 

7. 你要繼續舉辦特別活動嗎？ 
 
你的教堂會繼續主辦婚禮？喪禮？奮興會？ 

 

你懂的。我們的教會可能會舉辦許多特別活動。哪些將繼續，哪些將被擱置？ 

 

你將如何決定，並解釋什麽哪些繼續，哪些不繼續？ 

 

8. 你是否繼續在教堂內提供咖啡站？ 
許多教會在建立「咖啡店」體驗上投入了大量資金。我的教會在我們大廳的中央有一個自

助咖啡站。 



這還是個好主意嗎？我們可能需要將桌子和椅子放在儲藏室中，使人們不會聚集在彼此只

有幾英尺的距離中。 

 

9. 你會繼續提供在線崇拜嗎？ 
一些教會可能認為最近的 Facebook 現場崇拜經歷已成過去，以為這是在非常的日子裡採

取的權宜之計。 

他們很高興能再次見面，教會可能會在返回教堂崇拜時取消 Facebook Live 崇拜。但是，

完全停止在線崇拜是正確的策略嗎？ 

一個又一個教會的領導人告訴我，他們的敬拜和小組聚會的人數大大增加了，因為人們在

網上找到他們。 

幾週前，拉斯維加斯的一座教堂有 1300 人在線觀看他們的崇拜。為什麼這麼重要？他們

通常在教堂的平均人數為 100 人。 

 

10. 當志願者(義工)退下時，你有什麽的計劃？ 
我已經聽說，年長的志願者告訴他們教會的負責人，除非有疫苗可用，否則他們不會回來

服侍。這對他們來說是冒險了，因為他們最容易受到 COVID-19 的威脅。 

你是否能夠像 2 月份那樣充分安排為你的活動安排人手？ 

 

11. 你的實時清潔和消毒教堂的策略是怎樣的？ 
在人們返回教堂之前做準備是一回事，但是如何在星期日或星期三保持該地方的清潔和消

毒？ 

 

是否需要安排一支新的教會團隊，他們的職責是要擦拭門把手和其他表面？誰會在整個早

上或晚上打掃洗手間？ 

 

根據教會的規模，你的教會裡可能有數百甚至數千人觸摸事物。 

 

12. 大門迎賓員(招待)的工作會否有所不同，或根本取消？ 
 
我們總是有大門迎賓員。但是在 COVID-19 的世界中，你真的想讓大門迎賓員在一個會友

在一或兩英尺之內走過時把門抓住嗎？這與疾病控制中心和各州政府給予我們的實體距離

做法不符。 

 

新的常態可能是迎賓員在教會大樓內站立六英尺後，並在不為他們打開門的情況下以口頭

歡迎他人。 

 

你現在可以在大型商店中體驗到這一點。迎賓員在那裏打招呼，但它們不會使你在他們一

英尺內走過。歡迎來到 COVID-19 所創建的新世界。 

 

13. 是時候暫停或結束教會的 “聚會和問候” 嗎？ 
 



由於實體距離規則，這是可能的，至少是暫時的。 

 

這種做法近來一直在減少，許多教會已經不再用了，因為人們擔心 COVID-19，這對來賓

完全沒有果效。 

 

14. 因為人們可能會非常緩慢地返回教堂，你將如何計算出席率和效率？ 
 
這問題已出現在我們是否要登記網上禮拜和網上聖經小組的出席人數上。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教堂禮拜的人數不會像 COVID-19 之前那樣高。 

 

你現在需要確定的是否只是要計算教堂的出席人數，還是合併並添加在線的出席人數。 

小組負責人該如何統計他們的在線小組並把它報告給教會？ 

 

15. 你是否應該增加和/或縮短崇拜，以便保持社交距離？ 
 
我在上面的第一個問題中談到了這一點，但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一下。 

 

如果實體聚會的規模有限，可以選擇以下幾種方法： 

 

-提供多堂崇拜 

-鼓勵人們繼續參加在線崇拜 

-從禮堂中拿走椅子，以幫助人們避免密切接觸 

-攔住長椅，使人們不再坐在別人的身後，減少他們對坐在前面的人的背部打噴嚏或咳嗽

的機會。 

 

如果你的教堂使用 “只有崇拜” 選項來重新開放，你現在必須決定這些事情。 

 

16. 對於較大的主日學班，你將如何處理？ 
 
沒有人願意坐在擁擠的房間裡學習聖經，但是我們的許多班的上課人數很多。 

讓 25 個或更多的老年人在一個容納 25 或 30 個老年人的房間裏相遇恰當嗎？如果你有空

間開始新的小組，那麼現在是時候了。幫助人們散開。 

 

但如果你的教堂像我的教會一樣不夠空間，下一步該怎麼走？ 

 

一個選擇是為主日學添加另一個時段。我的會從兩個時段轉到三個時段。你的上課時間可

能從一堂課變成兩堂課。 

 

另一種選擇是安排一些小組在線，而其他小組留在教堂。不會有一個快速而又簡便的解決

方案。 



 

17. 你會如何計劃主日學教材？ 
 
大多數教會都提供印刷品。我們稱其為“個人學習指南”（針對小組成員）；有些成年人

仍將其稱為“季本”，因為它們是在新季度開始時在教會分發的。 

 

但由於社交距離和虛擬小組的興起，你是否應該保留印刷產品，但為在教堂外聚會的那些

小組添加數碼產品呢？ 

 

LifeWay 會為其所有現有的聖經學習產品創建數碼版本，因此我們可以滿足教會的任何需

求。 

 

我一直在教會裡提供印刷品，但是我將添加數碼產品，以便我的小組可以靈活地在教堂內

外聚會。 

 

18. 你會採用“只有崇拜”策略來重新打開教堂的門嗎？ 
 
每當我們被允許再次在教堂見面時，我聽說越來越多的教堂選擇此選項。 

 

他們正在增加崇拜，撤下椅子，練習社交距離，並專注於恢復禮拜的勢頭。 

 

聖經學習小組短期內將保持在線狀態，以確保安全，並會及時加入教堂活動之中。 

 

19. 如果你的教會奉獻不反彈，你是否有減少開支的計劃？ 
 
在奉獻仍然可以，並且由於活動減少，開支也較低，現在是進行“預算清理”的時候。 

教會需要思考“如果發生”的情況，就像“如果由於會員失業率上升而使我們的奉獻不能

保持穩定時該怎麼辦？” 

 

在會眾返回建築物之前，每個教堂都需要“B 計劃”策略，以防萬一在夏末或初秋時奉獻

下滑。 

 

我所敬重的傳道同工認為我們（教會）還未感受到 COVID-19 對財務在未來歲月的影響。 

我擔心他們可能是對的。 

 

20. 你將如何應對與 COVID-19 相關的成癮現象？ 
 
一位心理健康專家在上週的一次網絡研討會上說：“我聽說色情網站正在 COVID-19 期間

免費贈送會藉……這是人們所不需要的。” 

 



在上週的同一場關於心理健康的網絡研討會中，主持人告訴聽眾毒品濫用也在增加。酒類

銷售暴漲。 

 

他告誡我們，在 COVID-19 後的現實中，準備做好很多的輔導工作，並將人們推薦給專業

人士。 

 

21. 你是否要減少教堂崇拜之間的團契時間？ 
 
一些提供多堂崇拜聚會和主日學時間的教會安排在活動之間最多休息 30 分鐘，因為他們

珍視聚會，一同喝咖啡和團契的機會。 

 

在 COVID-19 的世界中，這是我們所要避免的。 

 

縮短崇拜之間的時間並取消咖啡館區，將有助於使人們繼續前往下一站 – 崇拜或聖經學

習小組。 

 

22. 你是否打算延後恢復星期三周間晚堂崇拜，晚餐和聖經學習？ 
 
這不是永遠的，但是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教會重返建築物，你是否會繼續進行在線祈禱會

和聖經學習時間？ 

 

你能夠在找到志願工作者來支持教堂週三晚上的聚會嗎？你是否想在周三晚上讓人們圍坐

在餐桌旁，以享用傳統的周中晚餐？ 

 

23. 你現在應否投資新的數碼設備？ 
 
是的，我們所有人都跳到線上去，並使用 Facebook Live 來廣播了我們的崇拜。 

我們中的一些人正在使用 iPad 和其他設備進行此操作，但現在是時候去接受網上崇拜會

繼續下去。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現在就應該投資購買相機和其他設備，這將有助於教會在在線崇拜的

新世界中變得更專業。 

 

24. 會否因 COVID-19 而產生新的職員或志願者職位？ 
 
由於教會已經永久性地上網，是否會導致採用新的領導職位？ 

 

教會是否會將注意力轉移到網絡牧師身上，其職責是監督新數碼疆界的技術層面？ 

他們會否負責發展團體和策略以在線上傳福音嗎？ 

 



可以首先將角色加在當前為教會服務的工作人員中，但是當可以拆分該角色並聘請新人

時，教會可以僱用在線牧師。 

 

這僅僅是個開始 
 
此問題單子並不詳盡。它代表了我們在得到政府許可再聚會前，現在應該考慮的許多事

情。 

 

你將添加什麽到這單上？我遺漏了什麼？ 

 

讓我們匯集我們的經驗和智慧，以幫助耶穌的新婦在我們所處的新世界做好準備。我很希

望你能夠回應這篇文章，分享你的想法，然後在社交媒體中分享。 

 

我們必須讓教會思考並談論這些事情。 

 

 

 
這篇文章出現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 Baptist Press(浸信會出版社)的“First Person”欄中，標題為

“24 Questions Your Church Must Ask before welcoming people back”(歡迎人們回來之前教會必

須問的 24 個問題) ，冼志儉牧師翻譯。冼牧師現任美南浸信會聯會北美宣教部教會全國栽植教會

宣教士。 

 

文章作者，肯·布拉迪（Ken Braddy）是生命之道基督教資源（LifeWay）主日學事工主任，並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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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thing Life into Sunday School” 《把生命注入主日學》。 他定期在 kenbraddy.com 上發布

有關主日學和小組的帖子，這篇文章最先是登在該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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