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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浸信會憲章 

華盛頓州西雅圖 

 

序言 

我們──身為華人浸信會之會友──為求更有效地履行耶穌基督付予祂教會的大使

命， 現制定下列憲章，以供我們委身遵從。 

 

第一章 - 名稱 

本教會的名稱為華人浸信會, 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 在此稱為「教會」。 主位置是

5801 Beacon Ave S, Seattle WA 98108。 

 

第二章 - 目的 

華人浸信會是一個大教會小教會，藉由 STAND 來造就門徒。 

A. Serve 服侍（彼此）彼得前書 4：10-11; 使徒行傳 2：44-45 

B. Train 訓練（讀經及禱告）希伯來書 5：11-6：3; 使徒行傳 2:42 

C. Adore 敬拜（崇拜）約翰福音 4:23; 使徒行傳 2：42-43,46-47 

D. Neighbor 愛鄰（群體）希伯來書 10:25; 使徒行傳 2：42,44-46 

E. Disciple 造就（傳道）歌羅西書 4：3-6; 使徒行傳 2：41,47 

 

專門目的條款︰為符合稅局第 501(c)(3)條款列明的機構之規範，在此必須聲明本

教會專門為慈善、宗教、教育，及科學之目的而設，包括（為這些目的）資助任何

受稅收法 501(c)(3)（或任何未來聯邦稅收法的相應部分）豁免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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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 信仰宣言 

A. 神的話語︰我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神所默示，原稿無誤，並在聖靈的感

動下編著而成，而且在一切有關信仰及操守方面擁有最高權威。(提摩太後書

3：16-17,彼得後書 1：20-21，馬太福音 5:18) 

 

B. 三位一體︰我們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永恆裡以三個獨特位格存在。

每一個位格都是同等神聖完美，並獨特而和諧地執行創造、眷顧，及救贖的

工作。(哥林多後書 13:14; 創世記 1：1; 創世紀 1：26-27; 彼得前書 1：2; 

詩篇 90：2; 馬太福音 28:19) 

 

C. 天父︰我們相信神──天父──是一位無限，並擁有位格的靈；在聖潔、智

慧、能力，及愛上完全。我們相信祂關懷憐憫人的事情，祂聆聽也回應禱

告，祂從罪和死亡中拯救所有透過耶穌基督來到祂面前的人。(詩篇 19：1;   

出埃及記 3:14; 羅馬書 8：14-15; 馬太福音 6：9; 馬太福音 7:11)  

 

D. 耶穌基督︰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兒子──為聖靈感孕而生。我們

相信祂從童貞女出生，過無罪的生活，相信祂所行的神蹟和教導。我們相信

祂為了擔當我們的罪而死，在肉身上復活、升天，一直為祂的子民代求，並

會再次親自降臨地上。(約翰福音 1：1-2,14; 路加福音 1:35; 羅馬書 3：

24-25; 彼得前書 2:24; 以弗所書 1：7; 彼得前書 1：3-5; 使徒行傳 1：9-

10; 希伯來書 9:24;7:25; 羅馬書 8:34; 約翰一書 2：1-2) 

 

E. 聖靈︰我們相信聖靈乃從聖父和聖子而來，判定世界的罪惡、公義，和審

判；也使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重生、成聖，和得力。我們相信聖靈居住於

每個基督徒的心裡，祂是一位不變的幫助者、教導者，和引領者。(約翰福音

16：8-11; 哥林多後書 3：6; 哥林多前書 12：12-14; 羅馬書 8：9; 以弗所

書 1：13-14) 

 

F. 重生︰我們相信所有人在本質和出於自擇上都是罪人，因此都應被定罪。我

們相信所有承認他們的罪而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都是透過聖靈的工作而

新造的人。(約翰福音 3：3; 哥林多後書 5:17; 提多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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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教會︰我們相信普世教會乃是以基督為首的屬靈身體，成員是所有重生的

人。我們相信地方教會乃由一群耶穌基督的信徒組成，他們因真誠地承認信

仰而受浸，參與敬拜、聖工，以及團契。我們相信神已經向本地教會的成員

交代主要任務，就是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迷失的世界當中。(以弗所書 2：

19-22，4:16; 提摩太前書 3:15; 歌羅西書 1:24) 

 

H. 聖禮︰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曾經命令地方教會執行兩個聖禮︰浸禮和主餐。

我們相信浸禮乃奉三位一體的神的名，將一位認罪並真心相信耶穌基督為救

主的信徒，浸在水裡。我們相信主餐乃基督所設立，為要記念祂的死。我們

相信要見證和執行這兩個禮儀，直到主耶穌基督再來。(馬太福音 28：19-

20; 彼得前書 3:21; 哥林多前書 11：23-32) 

 

I. 末世的事情︰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會親身再來到地上，建立祂的國度。我們

相信身體復活、最後審判、永恆的平安和公義的喜樂，及惡人要承受永遠的

痛苦。(帖撒羅尼迦前書 1:10; 4：13-18; 5：9; 啟示錄 3:10; 19：11-16; 

20：1-6) 

 

J. 永恆的保障︰我們相信所有一經救贖的人，都保守在神的能力下，也永遠在

基督裡得到保障。(約翰福音 6：37-40;10：27-30; 羅馬書 8：1,38-39;         

哥林多前書 1：4-8; 彼得前書 1：5) 

 

K. 生命的神聖︰我們相信包括未出生嬰兒在內, 所有人的生命都享有尊嚴。 

(耶利米書 1：5; 詩篇 139：13-16; 約翰福音 3:16; 約伯記 12:10; 路加福

音 12：6-7; 哥林多前書 3：16-17) 

 

L. 人類的性行為︰我們相信神明確地創造每個男人或女人。神指定人類在肉身

上的性行為，只可以在婚姻的結連中，一男一女之間進行。(彼得前書 3：1-

7; 以弗所書 5：22-33; 歌羅西書 3：18-19; 箴言 31：10-31; 瑪拉基書 2：

14-16; 創世紀 1：26-28; 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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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會籍 

所有相信主耶穌基督，能夠透過自身的見證和操守來證明自己是與祂同活，並且同

意上述之信仰目的及信仰宣言的人，都能按照附則規定被接納為本教會的會友。 

 

第五章 - 會友職責 

活躍會友的主要職責乃為教會的事工作出服侍，接觸未有參與教會聚會的人，及至

關心教會內彼此的需要。活躍會友也應參與下列關鍵決定。以下項目需要 75% 法

定人數投票贊成通過。第五章的法定人數應為出席會議的 80 名活躍會友或 51％的

活躍會友，以較少者為準。 如果我們沒有 80名活躍會友，那麼 51％的活躍會友

便即生效。  

A. 呼召或罷免主任牧師 

B. 修改組織章程或憲章 

C. 購買、出售，或凍結教會物業 

D. 解散組織 

E. 選出或罷免領導委員會成員 

 

第六章 - 會友會議 

 

教會會友會議是主任牧師和/或領導委員會與會友溝通和對話的平台。當領導委員

會的權力在某項目受到限制時 (如第五章所列), 會友會議亦可用作為投票表決第五

章中列舉之項目的時間。 

 
第七章 - 領導 

  

第一節—領導委員會  

 

領導委員會的職責是監督教會的靈性健康和方向, 並提供政策指導。領導委員會成

員應符合提摩太前書 3：1-7 和提多書 1：5-9 所述的聖經資格。 領導委員會的決定

應以多數表決，除非憲章或附則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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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第一條—領導委員會成員 

A. 領導委員會包括主任牧師和指定副牧師或崇拜委任人，加上至少五名教會會

友來履行領導委員會的職責。 領導委員會將成為會友的代表。 

B. 領導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是教會會友，能展現出成熟的靈命，並接受聖靈呼召

為教會事奉。 他們亦必須是具有領導才能和經驗的會友。 

C. 領導委員會成員任期為三 (3) 年，主任牧師和和指定副牧師除外。 每屆任期

將按照附則的規定開始，個別任期將交錯。 

D. 委員會成員任期不得超過兩 (2) 屆。 前領導委員會成員可以在卸任滿一 (1)

年後參選為候選人。 

E. 主任牧師是領導委員會的主席，可以委任領導委員會成員成為主席/罷免其

委任主席身份。 

F. 領導委員會應解釋憲章和附則。 

G. 領導委員會應負責在必要時審查，修訂和執行附則。 

 

第二節—同工 

 
同工應包括主任牧師和其他執行教會牧養的工作人員。 同工應有靈命成熟的表

現，並承認聖靈呼召而為教會服侍。 他們還應該展現出領導才能和經驗。 

 

第二節 

第一條—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應符合提摩太前書 3：1-7 和提多書 1：5-9 中概述有關長老的聖經資格。 

 

每年, 主任牧師（包括臨時同工）, 應向領導委員會提交教牧職責的總體大綱和分

工，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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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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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 
 
A. 主任牧師擔任全體會眾的領導牧師，包括所有附屬會眾，事工部委和小組。 
B. 主任牧師監督全體職員。全體同工包括教牧同工和支援同工直接向主任牧師

負責。主任牧師可以將支援同工的監督指派給教牧同工。主任牧師與領導委
員會合作，主導招聘/解僱教牧同工和支援同工。如果主任牧師和一名同工
之間出現無法解決的衝突，領導委員會將斡旋衝突，尋求按照聖經的指引解
決衝突。否則，領導委員會不會干預主任牧師對同工的監督。 

C. 主任牧師是主要的異象傳遞者，即完善華浸的使命、異象、信仰、價值觀和
策略。 

D. 以主席身份來帶領領導委員會。 

E. 監督教會紀律和管理教會內部的衝突，尋求修復關係和促進團結。 
 

第二節 

第二條—教牧同工 

 

教牧同工應由主任牧師領導。 教牧同工應符合提摩太前書 3：1-7 和提多書 1：5-9

中概述有關長老的聖經資格。教牧同工包括執行牧師職責的人員。教牧同工負責： 

A. 啟動、協調和領導他們的事工。 

B. 招募、培訓和管理更多的同工並協調志願者領袖。 

C. 解決在其事工範圍內出現的問題和衝突。 

D. 引導事工團隊。 

 

第二節 

第三條—支援同工 

 
支援同工應在主任牧師和/或主任牧師的委任人領導下服務。 支援同工應協助教牧

同工運作教會。 支援同工可以是全職或兼職，或臨時，或實習職位。 

 

第三節—執事 

 
執事要服侍並滿足教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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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資產 

 
教會有權接受送贈或以購買來擁有經華盛頓州法律授權, 又被認為是教會所需之不

動產或動產， 亦有權以抵押，契據或其他方式處置該等資產。 所有資產都應以教

會的名義持有。 在教會解散的情況下，領導委員會應在付清或對支付教會的所有

負債作出規定後，處置教會的所有資產。任何多餘資產都應交給確認並持守第三章

所陳述的華浸信仰宣言的附屬教派和/或附屬教派子實體。 教會成員不得因本教會

或其任何資產解散而獲得任何金錢利益。  

 

第九章 - 憲章修定 

 
教會應遵循第五章中的修正條款。教會應至少在會友會議前兩星期通知教會會友, 

根據教會附則第二章第四節對憲章修正案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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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