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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浸信會附則 

 華盛頓州西雅圖 
 

第一章 - 會籍 
 

第一節  會友 
 
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的華人浸信會 (教會) 之會友是包括已受浸並認定聖經是信仰
及行為的最高原則的信徒。 
 
第二節  加入教會 
 
按第一章第三節的程序藉著以下方法之一, 加入教會成為會友。 

 

A. 承認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及主，並接受浸禮。在可行的情況下使用浸入式的
水禮。 

B. 藉著福音派教會發出的轉會信，證明是該教會的會友。任何形式的信徒浸禮

皆可接受。 

C. 藉著書面形式的個人見證書，內容包括以往作為基督徒的經歷、信仰，及信

徒浸禮。  
 

第三節  程序 
 
教會會友候選人應經常出席教會崇拜六個月，並接受教會教義、歷史、組織,以及

來自慕道班或會友班有關會友之意義的教導。 候選人接受並遵從教會的憲章和附

則。 
 
第四節  會友類別 
 

A. 活躍會友 

活躍教會會友擁有投票權，他/她要忠心順服主的呼召去委身於基督和活在
主裡，遵從教會約章。教會期望每一位會友依從主的帶領在教會中履行以下
事項： 

a. 經常出席本會崇拜 

b. 參與大使命 

c. 金錢奉獻支持本會 

d. 恪守主餐  

e. 參加教會會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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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活躍教會會友可以在事工團隊和領導角色中事奉; 但是，除了主席之外，領導

委員會可以免除事工團隊成員必須是活躍教會會友此要求。 
 

B. 非活躍會友  

非活躍教會會友是指未能達到第四節 A中活躍教會會友要求的教會會友，除
非是因為疾病、其他身體障礙、求學、工作地點改變、宣教工作、服兵役等
原因而暫時缺席, 並且已獲得領導委員會批准。非活躍會友沒有投票權。 
 

第五節  轉會  

教會會友可以透過書面形式要求主任牧師或領導委員會委任主席撰寫轉會證明書，
並將其發送至另一個教會團體以便轉會之用。證明書一經發出，會友的名字將從教
會會友紀錄中刪除。 
 

第六節  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 

任何會友違反他或她的基督徒責任或教會約章 (成為教會會友時所簽署)，將會依從

馬太福音 18 章 15-20 節處理，也會依從加拉太書 6 章 1 節和哥林多前書 10 章 12

節的教導使他或她回復主內團契中。施行紀律處分是牧師們和領導委員會的責任。 

 

如沒有得到來自違紀會友的悔過及改正表現時，主任牧師可建議領導委員會開除他
或她的會友資格。領導委員會將對該建議進行投票。一封包含理由的開除會籍信件
將發送至被開除的教會會友。 
 

第七節  自願終止會籍 

教會會友可以透過書面形式要求教會將其會友身份移除。 
 

第二章 - 會友會議 

 

第一節  時間表 

 
A. 年度冬季教會會友會議定於一月舉行，主要目的是審查年終報告，更新來年

的行事曆。教會會友應對來年的擬議年度預算和新的領導委員會成員進行投

票表決。 

B. 年度春季教會會友會議定於五月或六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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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投票 

 
A. 除非憲章第五章另有註明，否則參加教會會友會議的實際會友人數將構成表

決項目的法定人數。 

B. 除非憲章第五章另有註明，所有投票事宜均由多數票決定。 

C. 表決應通過口頭方式、舉手方式, 或書面投票方式進行。 

D. 可以通過向領導委員會提交書面申請書來允許缺席投票。 

E. 如果投票結果會威脅到教會的合一，領導委員會有權決定無限期延遲投票。  

領導委員會應就該決定及解決問題的計劃提供書面說明。 教會會友亦可以

通過取得 75％ 現有記錄中的活躍教會會友的簽名來推翻該項決定。 

F. 領導委員會主席或主席委任人應主持教會會友會議。 

 

第三節  特別教會會友會議 
 

特別教會會友會議可以由主任牧師、領導委員會，或二十五位教會活躍會友提出召
開。 
 
第四節  通告 
 

每次教會會友會議須要在開會前至少兩 (2) 個星期日的所有經常崇拜中宣佈，並
在崇拜程序表中刊登通告。 
 

所有教會會友會議的通知應簡要地說明會友教會會議的目的。 

 
第五節  程序 
 
所有教會會友會議需要以禱告開始和結束，此外，至少應遵循以下事項程序： 
 

A. 通過上次開會紀錄 (如適用) 
B. 事工報告 

C. 額外教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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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領導委員會  

 

第一節  成員資格 
 

A. 教會會友應在年度冬季教會會議上選出新的領導委員會成員。見憲章第五

章。  

B. 領導委員會應任命一個由至少三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 教會的任何成員都

可以推薦未來的候選人。 提名委員會有權確定領導委員會的候選人是否符

合憲章第七章規定的資格。  

C. 領導委員會提名人應由主任牧師進行培訓/指導。 

D. 指定副牧師應由領導委員會任命。 

E. 最初成立的領導委員會應根據實施計劃所述進行輪換。 

 
第二節  職責 

 
領導委員會的職責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A. 堅持並捍衛教會的信仰宣言。   

B. 監督教會的靈性健康。 

C. 為會眾，同工和彼此禱告。 

D. 評估教會各事工及其領導人的成效。 

E. 任命和罷免事工團隊主席。 

F. 為主任牧師提供問責和支持。 

G. 提供教會紀律並參與解決衝突。 

H. 向會友提供年度報告。  

I. 在必要時有權在未經通知教會會友和批准的情況下，動用在總預算 5％以上

的金額。 

J. 任命一名教會會友出任領導委員會中未滿任期的空缺職位。 

K. 在主任牧師缺席的情況下，領導委員會應將至少以下職責的總體大綱和分工

情況通知教牧： 

a. 傳講神的話語（提摩太後書 4：2）, 

b. 執行教會的聖禮（馬太福音 28：19-20，哥林多前書 11：23-26）, 

c. 管理教會的教導事工（提摩太前書 4:13），和 

d. 管理和培養教會及其會友個人的靈命成長。  

L. 倘若主任牧師職位出現空缺，領導委員會將承擔主任牧師的職責和責任。 

M. 如果存在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衝突，領導委員會成員應該自我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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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事工團隊 

 
事工團隊應協助教會執行主任牧師設定的異象和使命。 除非獲得領導委員會豁

免，否則事工團隊的主席和其成員必需是活躍教會會友。事工團隊主席應選擇自己

團隊的成員。  

事工團隊在教牧人員的指導下事奉。   

 

事工團隊包括但不限於： 

A. 崇拜 

B. 歡迎  

C. 小教會/小組 

D. 大使命（全球和本地） 

E. 憐憫事工和關顧他人  

F. 財務 

a. 向會友提交年度預算和財務報告以供批核。 

b. 確保每年完成財務審計並進行審核。 

G. 設施管理 

H. 兒童事工  

I. 青年事工  

J. 裝備事工 

a. 基督教教育 

K. 人事/人力資源 

L. 歷史記錄員  

 

第五章 – 執事 

 

執事應在主任牧師和教牧同工的領導下，培養教會的靈命，和協助主任牧師和教牧

同工履行職責。 執事應至少準備和分發主餐，照顧窮人的需要，協助主任牧師和

教牧同工進行探訪，幫助主任牧師和教牧同工熱心守護和培養教會的靈命。  

 

執事應是活躍教會會友，並由主任牧師任命或在主任牧師空缺的情況下由領導委員

會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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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同工 

 
第一節  主任牧師呼召 
 
主任牧師呼召應包括以下內容： 

A. 領導委員會應任命主任牧師聘牧委員會尋找和審查主任牧師候選人。 主任

牧師聘牧委員會應至少由五 (5) 名成員組成。 主任牧師聘牧委員會之候選人

建議將提交給領導委員會同意，然後呈交至教會會友以投票選出主任牧師。  

B. 選舉只能在領導委員會召開的常規或特別教會會友會議期間進行。 

C. 選舉通知必須在投票日至少兩 (2) 個星期日前的所有經常崇拜聚會中公

佈，與及在最少十四 (14) 日之前以書面通知各活躍教會會友。  

D. 投票必須採用暗票方式進行。 

E. 領導委員會須正式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通知主任牧師的呼召。 

F. 書面或電郵通知被呼召的牧師，註明職責和財務條款，包括領導委員會所定

的薪酬和福利安排。 
 
第二節  主任牧師職責 
 

A. 憲章第七章第二節第一條 

B. 主任牧師將成為教會的監督者。。 

C. 主任牧師應是所有事工團隊的當然成員，並且在所有教會會友會議中享有投

票權，除非存在直接利益衝突。   

D. 主任牧師應直接負責所有同工 (包括教牧和支援同工)。 主任牧師可以將支

援同工的管理委派給一名教牧。 主任牧師將與領導委員會協商，主領聘請/

解僱教牧和支援同工。 
 

第三節  主任牧師辭職 
 
主任牧師可以通過以下方式終止其於教會的事奉： 
  

A. 向領導委員會提交辭職信或電子郵件，與及 

B. 須由領導委員會允許辭職。 

 

辭職日期和終止補償應由辭職的主任牧師和領導委員會共同協議確定。接受辭職的

通知應在協定的日期於所有定期崇拜中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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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主任牧師解僱 
   
主任牧師可被教會解僱，但必須： 
 

A. 由領導委員會的提議，與及 
B. 活躍教會會友在領導委員會按照憲法第五章規定召開的常規或特別教會會友

會議中投票決定。 

 

投票應以暗票方式進行。 在會友投票表決解僱後，領導委員會應正式發出解僱信

或電子郵件。 解僱通知應在投票後的兩（2）個星期日在所有定期崇拜中發出，並

在投票後十四 (14) 天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所有活躍教會會友。 
 
第五節  臨時主任牧師 

 

A. 呼召 
 

每一位臨時主任牧師必須符合提摩太前書 3 章 1-7 節和提多書 1 章 5-9 節提

及作為長老的資格。臨時主任牧師職位的作用是用來應付主任牧師職位空缺

時的需要。投選臨時主任牧師需要以領導委員會所有成員的多數來表決。領

導委員會需要以書面或電郵方式向被呼召的臨時主任牧師註明有關職責、任

期、薪酬，和福利等財務安排。 

 

B. 職責 
 

除了上述第二節主任牧師職責中所述的職責和權限外，臨時主任牧師的職責

和期限應由領導委員會決定。.   

 

C. 辭職和解僱 
 

根據合同或領導委員會的規定，臨時主任牧師可以辭職或被解僱。 

 
 

第七章  - 其他 
 

第一節  兒童和青年事工安全培訓 

在教會事工或活動中與兒童和青少年接觸的所有同工和志願者必須完成教會認可的

培訓並通過教會認可的背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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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教會聯繫和合作 

 

第一節  全國聯繫 

美南浸聯會（SBC） 

第二節  地區聯繫   

西北使命團（ABC-NW） 

 

Disclaimer 

This is a translated version of the English draft.  While the translator has made every 

effort to ensure accuracy of this translation, there may be discrepancies in information 

and meaning whe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If this happens, the English text of this 

draft will prevail. 
 

譯者聲明 

這是英文草稿的翻譯版。雖然譯者已盡力確保本翻譯的準確性；與原文相比時、可能在信息和意義上

會有差異。如發生這種情況，請以本草稿的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