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颂恩弟兄姐妹，

For more updates, visit https://www.charismc.org.sg/advisory-covid19

信⼼社体在⼀起的崇拜。
⼀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给活在恐惧中的世界做⻅证。
通过⻅⾯表达我们的信⼼，借此活出我们的信仰。

从2020年初开始，新型冠状病毒COVID-��及疫情的控制⼀直是众所关
注的事。政府已将警戒级别DORSCON 提升⾄橙⾊。这是什么意思
呢？更具体的是，对颂恩堂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COVID-��和 警戒级别DORSCON 橙⾊
根据卫⽣部的指导⽅针，DORSCON橙⾊意味着疾病的性质是严重的，
很容易在⼈与⼈之间传播，但疾病在新加坡没有⼴泛传播，并且正在受
到控制。之前政府将警戒级别DORSCON 提升⾄橙⾊是在2009年的
H�N�疫情蔓延时。即将（或已）实施的预防措施将会引起适度的⼲
扰，例如隔离、体温检测、医疗机构访客限制等。
由于DORSCON已在2020年2⽉7⽇提升⾄橙⾊，教会从2020年2⽉9⽇
星期⽇开始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
 
教会指导原则
颂恩教牧及领袖希望教会的事⼯能根据我们教会的价值观继续进⾏，并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保护会友及来颂恩崇拜的弟兄姐妹的健康和安全。
颂恩堂珍惜

 
我们⾃然会关⼼⾃⼰和家⼈，但让我们⼀起努⼒，选择信⼼而不是恐
惧。我们有充实的理由选择信⼼，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掌权的。因此，我
们必须选择把希望放在基督⾥，同时祈求上帝的智慧，以遵守有关当局
的指引，做出对社会负责任的回应。
 
若有崇拜者选择暂时不来崇拜，我们能够明⽩也不会论断。我们也不会
以此选择作为其信⼼的衡量。我们会以爱⼼和祷告服侍所有的崇拜者。

颂恩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疫情的回应
Updated on 19Feb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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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到颂恩堂教会办公室或到教会来崇拜者都需接受体温检测。
下列情况者不获准参加主⽇崇拜：

每个到颂恩堂来崇拜者（包括新来的及孩童）都需填写⼀份出国及
健康表格
为了⽅便及减少在登记处排队，我们不久即将实施QR码追查系统。
以下情况者请在14天内不要参加主⽇崇拜及任何教会活动：

 以下情况者进⼊崇拜前，教会会给你口罩戴上：

教会如何应对？
根据卫⽣部的指⽰和卫理公会MCS/华⼈年议会CAC的指导，教会的疫
情应对⼯作组已开会讨论制定并实施下列的预防措施：
 
体温检测

      1。体温超过37.5度。 
      2。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如喉咙痛、咳嗽、流⿐涕、⽓喘）
      3。泻肚⼦ 

 
 追查出席者

        1。过去14天刚从中国/澳⻔/⾹港 / 韩国⼤邱市/庆尚北道返回
        2。与确诊或受怀疑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者有密切接触

   3。与接获家庭隔离令（Home Quarantine Orders）或居家
          通知（Stay Home Notice）者⼀同居住

             4。已被要求拿缺席假 （Leave of Absence）
             5。过去14天曾到过任何已知的本地案例群发⽣的地⽅
 
注意：
(1) 14天是由回国、接触后隔天算起
(2) 医疗⼯作者在前线和治疗中⼼执⾏任务时已经做⾜保护措施，不属
于“密切接触者”。
 

 1。有与最近刚从中国、澳⻔、⾹港、韩国⼤邱市或庆尚北道返
回者有密切接触
 2。有与已被要求拿缺席假者有密切接触
 3。刚从病患中康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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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点将改⽤包装的饼⼲和⼀次性⽤的杯⼦。

我们会将次序单放在桌上，请崇拜者⾃⼰拿。我们⿎励⼤家使⽤电
⼦版的次序单。

崇拜主席会提醒会众

敬拜领唱者会适当调整颂赞的时间。

华语崇拜在进⾏收奉献时，收奉献员会将奉献袋⼦拿给你而不再是
让袋⼦传下去。我们也⿎励使⽤⼀般奉献的 QR 数码作奉献。要奉
献给教会重建可⽤另⼀个QR数码。

圣餐会继续举⾏。预备圣餐的团队、主持圣餐的牧师及襄理会采取
适当的预防措施。

我们会举⾏洗礼，但因以浸⽔的洗礼⽅式带有最⾼度的感染⻛险，
颂恩堂将只使⽤滴⽔洗礼。牧师将在洗礼仪式之前或在进⾏中采取
适当的预防措施。

我们会继续按⼿祷告。参与按⼿祷告者必须保持良好的个⼈卫⽣ ‒
⽤肥皂洗⼿ 及不要触摸脸孔。

我们将提供⼿部消毒剂放在圣殿、崇拜厅、主⽇学课室等等的⻔
外。我们会确保室内空⽓更加流通，并会增加在坤成路颂恩堂办公
室及活盼堂LHMC圣殿、崇拜厅、主⽇学课室等的清洁及消毒⼯作
的次数。

在崇拜中，我们会邀请任何有显露上⾯提及的症状的⼈⽴刻离席，
去寻求医疗。

尽量减少社体感染

 

 

1。坐席之间有多留些空间，不要坐得太密。
2。⽤⾃⼰的圣经，避免接触放置在座椅上的圣经和诗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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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下⽹址参阅政府卫⽣部的指⽰，并遵守教会的预防措施：
https://www.moh.gov.sg/covid-��
https://www.methodist.org.sg/covid-��

65岁以上，以及免疫⼒低的⼈（如婴⼉和幼年孩童,或因其他医疗问
题免疫⼒降低）考虑在此期间选择留在家⾥。如果你不能来崇拜，
请通知你的小组组⻓。你的小组会希望为你祷告。主⽇后隔天我们
会上载主⽇讲道的录⾳在颂恩堂⽹站上供你聆听。

只有在⾮常必要时才到教会办公室。请尽量通过电话或电邮与办公
室职员联系。若你到访，在进⼊办公室之前，⼀样需要接受体温检
测。

我们个⼈应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必须保持良好的个⼈卫⽣，如定期⽤肥皂洗⼿，避免接触脸部。
咳嗽或打喷嚏时，⽤⼿帕或纸⼱捂住嘴。避免握⼿，采⽤别的问候⽅
式。
 
对社会负责。若有以下情况请留在家中:   
 

1。发烧或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如 喉咙痛、咳嗽、流⿐涕、⽓
喘）。请给医⽣诊治。
2。在过去 14 天内曾到过中国、澳⻔、⾹港、韩国⼤邱市或庆尚北
道。
3。与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
4。与处于家庭隔离令（Home Quarantine Orders）或居家通知 
（Stay Home Notice）者⼀同居住。
5。已被要求拿缺席假 （Leave of Absence）。
6。过去14天曾到过任何已知的本地案例群发⽣的地⽅。

 
医疗⼯作者在前线和治疗中⼼执⾏任务时已经做⾜保护措施，不属
于“密切接触者”。
 
个⼈的责任是关怀社体的⼀部分。这包括避免参与不重要的聚会或社
交活动。这并不代表你惧怕得到疾病，而是你看重别⼈的安康。
 
我们⿎励颂恩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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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探访

事⼯

30⼈以下的聚会,（如小组聚会、敬拜赞美练习、洗礼班和⼯委会议
等等）
成员在开会前要保持良好个⼈卫⽣，并⾃⾏量体温。如果⾝体不
舒服，请留在家中。负责⼈需安排点名。

30⼈以上的聚会，(如联合小组、诗班练习、团契活动等)
应尽量减少聚会次数, 或延迟举⾏。
如果要继续这类聚会、活动，请负责⼈：

请帮助教会
因市场上缺少口罩和⼿部消毒剂，教会有困难补货。如果你家⾥有存
货，请考虑捐⼀些给教会供⽤。或者，如果你知道有哪个供应商有
货，请通知教会办公室。这是个紧急请求因为教会的存货有限了。
 
我们的事⼯受到什么影响？

教牧将继续探访那些⽆法参加圣餐的重病患者和年⻓者。 探访团队
在访问时可能会戴口罩，同时保持严格的个⼈卫⽣。

英语和华语崇拜，主⽇学，JXS和XS将继续举⾏但会有些调整。⼤
型集会和教会营将受限制、推迟或取消。

 

我们已暂停了温馨团契、华语崇拜英语班和如切外展事⼯。根据卫
⽣部给予卫理社会福利服务（MWS）的指⽰，颂恩乐龄活动中⼼
(Charis-ACE)也停⽌了所有活动，中⼼从 2 ⽉ 10 ⽇起暂时关闭，
直⾄另⾏通知。

 

其他事⼯由事⼯负责⼈酌情决定，只要他们遵守以下准则可以继续
进⾏：

1。聚会前通知教会办公室， 
2。确保洗⼿、消毒、体温检测及点名，
3。向教会办公室提供出席者的联系号码。

（For MW：佳美团契将暂停。璞⽟团契⼈数少，基本上是小组，
⾮⼤ 组聚会。）

 
教会办公室⼜如何呢？
我们在办公室的⼈员每天要量体温两次。我们已经制定了⼀套业务延
续计划。 颂恩教牧、事⼯同⼯和⾏政职员被分成两个小组。如果需
要，所有⼯作⼈员都将在办公室以外的地⽅继续⼯作。



小组组⻓将被授予⼀个崇拜配套让他在小组带领崇拜 ‒ 包括预先录
制的讲道，供他在小组聚会上播放。奉献将以电⼦⽅式进⾏。
那些不属于任何小组的⼈，现在是加⼊小组的时候了。请留意关于
如何加⼊小组的消息。
我们可以提供崇拜配套给那些⾝体⽋安、不能加⼊任何小组进⾏崇
拜的⼈。

教会会发给每个家庭崇拜配套使⽤，包括如何在家⾥进⾏崇拜的说
明。

如果情况变得更糟，将会如何应对呢？
情景 1：如果我们⽆法在活盼堂进⾏崇拜，例如活盼堂建筑楼层需要进
⾏深度清洁或有得到指令暂停使⽤，我们的崇拜将分散到各小组举⾏。

 
华语崇拜可能会暂时在坤成路颂恩堂交谊厅举⾏，因为华崇规模较小，
也没有周间的小组。
 
情景2：如果我们不能聚会崇拜，即使是小组模式也不能的情况，例
如，我们许多⼈需要请缺席假，那我们的崇拜将进⼀步分散到各⾃的家
中，⽆论是独⾃⼀⼈或家庭。

 
结语
上述措施已开始实施，必要时会加以调整。让我们保持警惕，彼此联
系，并勤于祈求上帝的怜悯、恩典与和平降临到所有⼈⾝上。愿我们成
为那些受到影响和需要帮助的⼈的邻居。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和⼤地的
盐。让颂恩展⽰她如何能够成为⼀个满有吸引⼒的社体：⼀个让基督改
变我们，以信⼼、希望和爱来回应，展现出真实的爱和真正更新而变化
的社体。
 
主理牧师 雷智远
执事会主席 涂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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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安全是我们的关注

防范措施

体温超过37.5度;
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如喉咙痛、咳嗽、                            流⿐流
流⿐涕、⽓喘);
泻肚⼦。

与最近刚从中国、澳⻔、⾹港、韩国⼤邱市或庆尚北道            
 返回者有密切接触;
与已被要求拿缺席假者有密切接触;
刚从病患中康复者。

每个到颂恩堂来崇拜者都需接受体温检测。下列情况者将不获准参
加主⽇崇拜：

 
以下情况者在进⼊崇拜前，教会会给你⼝罩戴上：

圣殿、崇拜厅、主⽇学课室的⼊⼝备有⼿部消毒剂供使⽤。
教会将确保室内空⽓更加流通。
增加在坤成路颂恩堂办公室及活盼堂LHMC圣殿、崇拜厅、
主⽇学课室等的清洁及消毒⼯作的次数。
请记得保持良好的个⼈卫⽣，崇拜前及崇拜后⽤肥皂洗⼿，
并避免接触脸部。

A. 体温检测

C. 个⼈卫⽣及安全措施

请到颂恩堂⽹站查询最新消息

https://www.charismc.org.sg/advisory-covid��

B. 追查出席者
每个到颂恩堂来崇拜者（包括新朋友及孩童）都需填写⼀份旅
⾏健康申报表。为了⽅便及减少在登记处排队，我们不久即将

实施QR码追查系统。



发烧或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如 喉咙痛、咳嗽、流⿐
涕、⽓喘）- 请及时寻求 医⽣诊治;            
在过去 14 天内曾到过中国、澳⻔、⾹港、韩国⼤邱市
或庆尚北道;
与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
与处于居家隔离令（Home Quarantine Orders)或者居家
通知 (Home Stay Notice)者⼀同居住。
已被要求拿缺席假 （Leave of Absence）者。
过去14天曾到过任何本地感染群发⽣的地⽅。

14天是由回国、接触后隔天算起
医疗⼯作者在前线和治疗中⼼执⾏任务时已经作⾜保
护措施，不属于“密切接触者”

 

注意 :

 
 

以下情况者请在14天*内不要参加             
主⽇崇拜或任何教会活动：

1.

2. 下列情况者请寻求诊治，
并留在家中休息：
发烧，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如喉咙痛、咳
嗽、流⿐涕、⽓喘）或 泻肚⼦ 。

3. 保持良好的个⼈卫⽣
保持良好的个⼈卫⽣是防范病毒的最好⽅法。卫⽣部
教导防范感染最佳做法是经常⽤肥皂洗⼿并不要接触
脸孔、⿐⼦、眼睛、或⼝

请到颂恩堂⽹站查询最新消息

https://www.charismc.org.sg/advisory-covid��

4. 提早抵达教会
⿎励你来参加崇拜时，提早30分钟抵达教会，以免登记
处太拥挤。

你的合作是最佳防范

防范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