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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稱及目標 
 
第一節  名稱 
 
本團體的名稱為華人浸信會 (簡稱「教會」，下同)，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隸屬於美
國浸聯會，包括西北區浸信會。 
 
第二節  目標宣言 
 
華人浸信會是一群委身於榮耀神的信徒，藉著： 
 

1. 尊崇創造主、 
2. 造就信徒，和 
3. 在社區中傳揚福音 

 
「尊崇創造主」就是藉著敬拜與敬虔生活來榮耀神。(太 28:18，林前 10:31) 
 
「造就信徒」就是裝備信徒在主內成長，得以成為基督門徒，藉著教導及實踐神的道，

與基督和與別人建立愛的關係。(太 28:19-20，弗 4:11-16，約 13:34-35) 
 
「在社區中傳揚福音」藉著去傳揚福音來領人歸主，帶領他們作主的門徒。(太 28:19-20) 
 
第三節  信仰宣言  (附件一) 
 

第二章  教會約章 
 

華人浸信會認定每個人需要對耶穌基督作出信心的回應承認祂是主，在言語及行為上見
證祂，藉著聖靈的同在及能力幫助每個信徒在恩典中長進，以聖經作為基督徒信仰及生
活的最終權威。凡接受耶穌基督作為個人的救主都歡迎加入華人浸信會的家庭一同事奉
主及敬拜神。 
 
藉著聖靈的幫助，我們立志在基督愛中一同成長，一同認識神、成為聖潔、彼此鼓勵、
一同事奉、追求靈命長進，我們願意經常參加崇拜並恪守主餐，接受教導，樂意奉獻，
支持宣教外展和傳福音，與及支持在本地及各處的福音事工。 
 
我們立志每日讀經靈修見證基督、忠心事奉、謹慎言行，並且熱心努力擴展神的國度。 
 
我們也立志彼此相愛及關顧，彼此代求和培養基督徒的關愛。在言語行為中互相尊重，
彼此諒解，慢慢的動怒，時常尋求和睦。 
 
最後，我們願意盡心竭力去履行上述的立志，並且完全依靠神的大能，深信我們靠着基
督加给我們的力量、凡事都能作。(腓 4:13) 
 
華人浸信會憲章  3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三章  會籍 
 
第一節  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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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可以藉著以下方法之一和履行第三節的程序加入教會成為會友。 
 
1. 承認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及主，並接受浸禮。 
2. 藉著由以前所屬的福音派教會發出的轉會信，證明曾經是該教會的會友。任何形式

的信徒水禮皆可接受。 
3. 藉著個人見證書，內容包括以往作為基督徒的經歷、信仰，及信徒水禮。可適用於

在本教會或其他教會已停止會籍一段時間的情況。 
 

第三節  程序 
 
1. 參加浸禮班認識教會信仰立場、歷史、組織，並作為會友的意義。 
2. 必須經教會執事部的面談，執事部決定是否推薦給教會成為會友。 
3. 要作為一個會友，必須有過半數的活躍會友投票通過。提議投票的通告必須最少在

投票前七天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中公佈。 
 

第四節  會友類別 

 
1. 活躍會友 (有投票權) 

 
一個活躍會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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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
忠心經常參與崇拜和教會活動。教會期望每一位會友依從主的帶領在教會中履行他
或她的責任，藉著： 
 
a. 出席聚會； 
b. 在各樣活動中忠心事奉； 
c. 在金錢奉獻上支持； 
d. 最少每三個月恪守主餐一次。 
 

2. 非活躍會友  (沒有投票權) 
 
一個非活躍會友是在一年或以上沒有經常參加教會聚會或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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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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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友誼會友  (沒有投票權) 
 

一個友誼會友是別間教會的會友而暫居西雅圖，與及被本教會暫時接納為會友一段
時間。成為友誼會友必須符合第三章第二節及第三節的要求。友誼會友可成為教會
一個部門或委員會的成員，但不可以擔任執事或一個部門或委員會的主席。 

 
第五節  會友資格釐定 
 
每一個會友必須每年重申活躍會友之身份，每年一次執事部必須查問會友表明意願，執
事部的代表必須接觸沒有回應的會友，鼓勵他們回復活躍會友之身份，或者提供協助讓
他們與其他基督徒團契建立關係。 
教會書記應保留一份列明希望保持非活躍會友身份的名單。 
 
第六節  轉會 
 
一個會友可以請求牧師或執事會主席撰寫一封轉會證明書，以便轉會之用。證明書一經
發出，會友的名字將從會友紀錄中刪除。 
 
第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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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作出一些令教會受責備的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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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執事部的責任。 
 
如沒有得到來自違紀會友的滿意悔過及改正表現時，施行紀律處分者可建議全體會友開
除他或她的會友資格，開除會籍必須得到會友大會過半數通過。 
 
第八節  自願終止會籍 
 
一個會友可以請求牧師或執事部解除他或她的會友資格。在解除會友資格之前，執事部
可以與該人聯絡和提供必要的輔導、指引，和協助。 
 

 
第四章  牧師 

第一節  呼召 
 
每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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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召牧師的任期是無限期的；呼召必須得到聘牧委員會提議、教會職員會同意，及教會
會友投票通過。當聘牧委員會提議呼召一位牧師，必須得到主任牧師的同意然後向教會
職員會提交建議。如果主任牧師職位空缺，聘牧委員會可直接向教會職員會提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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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必須在一個經常的或特別的會友大會中舉行，由教會主席召開。會友大會中法定人
數是一百五十位活躍會友。投票的通知必須在投票日至少兩個主日前的所有經常崇拜聚
會中公佈，與及在最少十四日之前以書面通知各活躍會友。投票必須採用暗票方式進
行。牧師的呼召必須通過七成半會友的投票贊成。教會主席須正式書面通知牧師的呼 
召；同時，人事委員會須作出書面通知被呼召的牧師，註明一切包括薪酬與福利等財務
條款的安排。 
 
第二節  職責 
 
牧師 (包括臨時牧師) 在教會職員會、執事部，與及會友大會中皆有投票權。在其他部
門及委員會中，除了牧師關係委員會與及憲章檢討委員會外，他們是當然委員 (沒有投
票權)。主任牧師需要每年提交一份教牧同工分配工作的概要到執事部獲取同意；在主
任牧師職位空缺時，由教牧同工 (包括臨時教牧同工) 提交。職責範圍包括： 
 
1. 宣講神的道  (提後 4:2)； 
2. 執行教會禮儀 (太 28:19-20，林前 11:23-26)； 
3. 管理指導教會的教導事工(提前 4:13) ；與及 
4. 管理指導及栽培教會及會友的屬靈成長。 
 
主任牧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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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任牧師監督全體職員。全體職員；教牧同工、事工同工、行政同工和輔助同工直

接向主任牧師負責。主任牧師可以將輔助同工的監督指派給事工部門的工作人員。
主任牧師與人事委員會合作，主導招聘/解僱事工同工，行政同工和輔助同工。如果
主任牧師和一名事工職員之間出現無法解決的衝突，執事部將斡旋衝突，尋求按照
聖經的指引解決衝突。對於非事工職員，教會主席將斡旋衝突。否則，執事部和教
會主席不會干預主任牧師對職員的監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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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辭職 
 
牧師可終止他在教會中的事奉，但必須： 
 
1. 以書面方式經由教會主席轉交辭職信至教會職員會。 
2. 教會職員會確認接收辭職信。 

 
辭職日期和關於終止的補償將會須由辭職的牧師和教會職員會協定。接收牧師辭職的通
知必須在離職日之前的連續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聚會中公佈，與及在十四天內以書
面通知所有活躍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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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免職 
 
牧師可被教會開除，但必須： 
 
1. 由教會職員會的提議，與及 
2. 在教會主席召開的經常或特別會友大會中投票決定。 
 
會友大會的法定人數為一百五十位活躍會友。開除牧師的提議通知必須在會友大會之前
至少連續的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聚會中公佈，並且在會友大會最少十四天前以書面
通知各活躍會友。投票以暗票書面方式進行。必須得到過半數活躍會友通過。 
 
通過之後主席必須正式發出書面解僱信，與及即時免除牧師的所有職務，牧師將得到兩
個月的離職金。免職的通知必須在教會會友大會投票通過之後連續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
崇拜聚會中公佈，與及在投票通過後十四天之內以書面通知各活躍會友。 
 
第五節  臨時牧師 
 
1. 呼召 

 
每一位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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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牧師職位的作用是用來應付牧師職位空缺時的需要。呼召臨時牧師的任
期是有限期的，需要由執事部提議，並獲得執事部全體部員之中最少 75% 贊成通
過。執事部需要正式以書面方式邀請臨時牧師；人事委員會需要以書面方式註明有
關職責、任期、薪酬，和福利等財務安排。 
 

2. 職責 
 
除了上述第二節有關職責範圍外，臨時牧師的職責及任期由執事部決定。 
 

3. 辭職 
 
臨時牧師可終止他在教會中的事奉，但必須： 
 
a. 以書面方式經由執事部主席轉交辭職信至執事部。 
b. 執事部確認接收辭職信。 

 
辭職日期和關於終止的補償將會須由辭職的臨時牧師和執事部協定。接收臨時牧師
辭職的通知必須在離職日之前的連續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聚會中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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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免職 
 
臨時牧師可被教會開除，但必須由執事部在經常或特別的會議中投票通過。 
執事部會議的法定人數是所有執事部部員，開除的決定必須獲得過半數通過。 

 
通過之後執事部主席需要正式以書面方式發出解僱信，與及即時免除臨時牧師所有
職務，免職的通知必須在投票通過之後連續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聚會中公佈。 

 
第五章  教會職員 

 
第一節  教會職員會 
 
教會職員就是教會職員會的成員，就是包括主任牧師或指定人選、教會主席、書記、司
庫、執事部主席和副主席、和所有在第六章中列出的部門的主席**，或在部門主席缺席
時由副主席代表。教會書記和司庫是教會職員會的成員但沒有投票權。教會職員會對於
有關教會一般政策及組織上的運作有決定權。 
 
**事務部、財務部、基教部和宣教部 

 

教會主席在職員會中代表提名委員會與及特別委員會。執事部代表音樂委員會、司事委
員會，與及人事委員會。基教部代表文字委員會。財務部代表捐贈基金委員會。事務部
代表款待委員會。宣道部代表社會關注委員會。 
 
教會職員會就是教會在政府註冊團體章程之中的董事會。 
 
教會職員會必須每月開會一次，特別會議可以由三位教會職員會成員、一位牧師、一位
教會主席，或十五位活躍會友要求召開。法定人數是教會職員會有投票權的成員中的三
分之二。 
 
第二節  教會主席 
 
1. 職責 

 
除牧師以外，教會主席代表處理有關教會對外的事宜。教會主席主持教會職員會與
會友大會。若教會主席缺席時，執事會主席代任主持 。教會主席在教會職員會中代
表提名委員會和特別委員會。 
 

2. 選舉 
 
教會主席的提名需要由一位前任教會主席、一位牧師，和執事部主席共同組成的選
舉委員會決定。教會週年會友大會之後，來屆教會職員及各部門和委員會成員將會
選舉教會主席。教會主席可以多於一位，同一人不可連任主席超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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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書記 
 
教會書記負責記錄及保存會友大會和教會職員會的紀錄，並且在教會秘書協助下負責保
存教會會友的紀錄。 
 
第四節  司庫 
 
教會司庫負責教會所有財務帳目的簿記及財政紀錄與及督導簿記員。司庫是財務部的部
員 (參看第六章第四節第一點) 。同一人不可連任司庫超過五年。 
 

第六章  部門 
 
第一節  說明 
 
每一個部門的主席及副主席必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並由會友大會投票通過。部門的成員
必須是教會的活躍會友。當選部員採用交錯任期，除了特別情況外，每一任期為兩年。
同一人不可以在同一部門連任超過三個任期；同一人在同一時間不可以事奉超過兩個部
門，或超過一個部門和一個委員會。每年任期由二月一日開始。 
 

第二節  執事部 
 
執事部需要最少有十人 (包括弟兄和姊妹代表不同會眾)  和各牧師組成。執事部須與牧
師同工栽培教會的屬靈生命、協助牧師履行他的職務，與及看管教會的崇拜聚會。執事
部須與有意加入教會者面談，並且和有意申請臨時牧師職位者面談。執事部在教會職員
會中代表音樂委員會、司事委員會，和人事委員會。 
 
執事需要負責預備主餐的用品與及分派主餐，照顧窮人的需要，協助牧師探訪，並協助
牧師熱心地守護和培育教會會友的屬靈生命，與及督導在教會職員會責任範圍外的所有
事宜，在牧師缺席時也需要負責崇拜聚會。 
 
第三節  基教部 
 
基教部需要最少有五位部員，他們與牧師同工，負責管理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責任
包括策劃、組織、分配人員、裝備，及聯絡有關主日學事工、暑期聖經班，和其他基督
教教育事工。基教部的整全目的就是幫助耶穌基督的教會的信徒在靈裡的孕育、成長，
及至成熟。基教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文字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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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財務部 
 
財務部需要最少有五位部員 (包括司庫) ，財務部必須督導有關教會週年預算和教會財
務資源的帳目管理。財務部必須確保每位奉獻者有一個獨立帳戶，每年向奉獻者提交報
告。財務部需要在每年會友大會中提交詳盡的來年度預算，財務部需要在經常的教會職
員月會中提交詳盡的收入及支出的財務報告，以及在每次的會友大會中提交最新的財務
報告。財務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捐贈基金委員會。 
 
1. 司庫 

 
教會司庫必須確保及保存教會的財務帳目，並有清楚的紀錄，所有的收入有適當的
儲存以及所有的支出有適當的分配於各種項目、宣教費用，以及教會其他事工。司
庫必須預備每月及每年度的財務報告。 
 

2. 教會核數員 
 

教會核數員不是財務部成員之一。財務部可協助提名委員會委任教會核數員。教會
核數員需要稽核教會的所有帳目，每年審核教會的財務紀錄和在每年教會會友大會
中作出審核報告。同一人不可連任超過五年。 
 

第五節  事務部 
 
事務部需要最少有六位部員。事務部須負責保存及管理教會的資產，包括督導及安排有
需要的維修、定期保養、受權的改建或加建。事務部須要制定所有使用教會地方的守 
則、保險範圍，及管理員的責任。事務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款待委員會。 
 
第六節  宣道部 
 
宣道部需要最少有七位部員。宣道部負責鼓勵教會藉著神的大能傳揚救主耶穌基督的福
音到全世界。宣道部協助鼓勵促進普世傳福音，支持宣教士，提升教會會眾對宣教的認
知，和提供個人參與的機會。宣道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社會關注委員會。 
 

第七章  常務委員會 
 
第一節 說明 
 
每一個常務委員會的主席需要得到相關部門主席的推薦和獲得提名委員會的提名，並由
會友大會投票通過，有需要時提名委員會可以提名一個副主席。除特別情況外，任期是
一年，由二月一日開始。同一人不可以在同一個常務委員會中連任超過五年；同一人不
可以在同一時間事奉超過兩個常務委員會，或超過一個部門和一個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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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款待委員會 
 
款待委員會須要支持教會的聯誼團契活動。款待委員會負責在經常的會友大會的聚餐作
出預備。款待委員會為教會廚房的用途及設備制定指引。款待委員會需要最少有七位委
員。事務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款待委員會。 
 
第三節  文字委員會 
 
文字委員會須要為教會挑選及提供屬靈書籍和多媒體資料。文字委員會需要協助教會職
員會委任教會圖書管理員和歷史記錄員。文字委員會需要最少有七位成員包括圖書管理
員和歷史管理員。基教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文字委員會。 
 
1. 圖書管理員 - 負責組織及管理教會圖書館。 

 
2. 歷史記錄員 - 負責搜集和保存教會有關的記錄；包括聚會、剪報、紀念品，和其他有

歷史價值和重要性的文獻及物品。 
 

第四節  音樂委員會 
 
音樂委員會負責鼓勵教會會眾令音樂成為崇拜中有意義的一部分。音樂委員會負責所有
詩本管理、司琴 (風琴和鋼琴)、敬拜讚美組、領詩、教會詩班，和詩班指揮。音樂委員
會負責保養教會所有的音樂器材和詩袍，並且提供特別音樂聚會；除此以外，音樂委員
會需要提供資源及訓練機會以照顧所有音樂事工的需要。詩班指揮是音樂委員會的當然
委員。音樂委員會需要最少有四位委員。執事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音樂委員會。 
 

第五節  司事委員會 
 
司事委員會須要在崇拜及特別聚會中負責歡迎及引座，司事委員會必須記錄每次經常或
特別崇拜的出席人數，與及向教會職員會提交報告。司事委員會須要在崇拜聚會或其他
活動時監管教會場地範圍。司事委員會需要最少有十二位委員。有需要時，教會其他會
友可以被邀請作臨時的協助。執事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司事委員會。 
 
第六節  社會關注委員會 
 
社會關注委員會依照聖經原則負責所有社會關注的事工，與及把這需要提請教會會眾注
意。社會關注委員會須要尋找途徑使社區、國家，甚至全世界感受到基督教和基督徒道
德倫理的原則。社會關注委員會需要最少有四位委員。宣道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社會
關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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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人事委員會 
 
除了教牧同工以外，人事委員會在主任牧師的領導下，須要為其他職員(1) 制定職員守
則，(2) 面談及推薦給教會職員會去聘請部門同工，行政同工和輔助同工(3) 聯絡教會
有關部門及委員會去作出每年度的績效評估，(4) 建議有關薪酬和福利等人事相關的調
整。對於教牧同工方面，人事委員會須要聯同主任牧師及牧師關係委員會去制定守則，
以及建議教會職員會有關薪酬和福利的調整。人事委員會需要最少有四位委員。執事部
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人事委員會。 
。 
 
第八節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須要在每年度提名各部門及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 (在有需要時) ，和
其他成員去填補職務空缺 (不包括提名委員會)，然後提交會友大會通過。提名必須在會
友大會之前提交教會職員會。提名委員會需要最少有七位委員充分代表教會會眾之中的
不同界別。教會主席和牧師是當然委員，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是由教會主席和教牧同工挑
選並須由教會職員會通過。教會主席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提名委員會。 
 
第九節  捐贈基金委員會 
 
捐贈基金委員會負責管理特別的財務基金包括特別捐贈、投資，和物業，為教會的財政
方面提供長遠的支持。捐贈基金委員會需要最少有五位委員。財務部的主席是當然委
員。財務部在教會職員會中代表捐贈基金委員會。 
 
捐贈基金委員會 (1) 制定有關教會會友和支持者給予教會的特別捐贈的條件，(2) 設立指
引、方法，及程序去投資和管理這些款項，並以審慎和合乎道德的原則確保理想的回
報，(3) 通過財務部提交建議給教會關於基金投資收入的分配。 

 

第八章  特別委員會 
 
第一節  說明 
 
每一個特別委員會需要在委員中選舉一位主席。特別委員會的任期是直至任務完成為 
止。特別委員會的委員是由教會主席和牧師共同挑選並由教會職員會通過。教會主席在
教會職員會中代表特別委員會。 
 
第二節  牧師關係委員會 
 
牧師關係委員會促進教會會眾和教牧領導之間有建設性的溝通，與及促進教牧領導的專
業和個人發展。牧師關係委員會需要有三位委員：兩位由教會職員會挑選，一位由牧師
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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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關係委員會的委員採用交錯任期，每一任期為三年；當委員會剛開始運作時，三人
任期分別是一年、二年，及三年。同一人不可以連任超過兩期。 
 
牧師關係委員會的責任包括: 
 
1. 增強牧師/會友關係； 
2. 作為會友對牧師領導的反應與及牧師對會友意見的反應的橋樑； 
3. 每年評估牧師薪酬；與及 
4. 提供牧師持續教育的建議。 

 
第三節  聘牧委員會 
 
聘牧委員是在有需要填補牧師職位空缺時組成的臨時委員會，當任務完成後便會解散。
聘牧委員會需要有五至七位委員，由教會主席提議並由教會職員會通過。教會主席須要
主持第一次聘牧委員會的會議和說明他們的職責，聘牧委員會須查核應徵者的資格和制
定職務範圍及條件。 
 
聘牧委員會須要制定計劃包括招募、面談、評估、建議，以及推薦適合的人選。聘牧委
員會須要在主任牧師同意之下每次建議一個人選，經教會職員會通過，然後給予教會會
友面見。如在主任牧師空缺時，聘牧委員會可直接提議給教會職員會。 
 
當教會會友面見人選之後，如果聘牧委員會通過提議並獲教會職員會同意，呼召這位人
選的建議會提交教會會友作出投票決定 (參看第四章第一節 - 牧師的呼召)。 
 
第四節  檢討委員會 
 
檢討委員會須要評估每一位教牧同工的工作及表現以增加個人的效率。評估可以口述或
書寫，所有評估須作保密。為每一位教牧同工而設的評估委員會需要有三位至五位委 
員。教牧同工可以選擇一位委員，其餘委員中需要包括一位執事與及一位教會主席。檢 
討委員會的委會可以兼任多個檢討委員會，但不可以同時是牧師關係委員會的成員。 
 
評估的程序包括： 
 
1. 在開始就職六個月之後有一次非正式的評估；和 
2. 在服務一年之後與及以後每兩年有正式及詳細的評估。 

 
教會主席須要在計劃評估時間的一個月前，召開及主持第一次檢討委員會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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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獎學金委員會 
 
獎學金委員會須要制定教會支持的獎學金的指引、評估申請書、選擇候選人，與及決定
獎學金的金額。獎學金委員會需要最少有三位委員分別代表執事部、財務部，及宣道
部。 
 
第六節  憲章委員會 
 
憲章委員會需要每五年至七年成立一次，在有需要時去檢討與更新教會憲章。憲章委員
會需要最少三位委員，所有教會憲章的修訂須要依從第十章──修章的要求。 
 

第九章  教會會友大會 
 

第一節  週年會友大會 
 
除非教會職員會有所改變，週年會友大會須要在每年一月份的第四個主日舉行。會友大
會的議程包括選舉教會職員、部門，及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亦包括各部門、常務委員
會，和其他組別作出年報。在選舉職員、部員，和常務委員之前，提名委員會須要在週
年會友大會中呈交提名；提名可以在週年會友大會之前遞交提名委員會以作考慮。 
 
第二節  教會會友大會 
 
教會會友大會定於五月中和九月中舉行。 
 
第三節  特別大會 
 
特別會友大會可以由牧師、教會主席，或二十五位教會活躍會友提出召開。 
 
第四節  通告 
 
每次會友大會須要在開會前的連續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中宣佈，與及在崇拜程序表
中刊登通告。 
 
特別會友大會的通告須要 (1) 在開會前的連續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中作出口頭宣
佈，與及 (2) 在開會前最少十天用郵遞方式通知所有活躍會友。 
 
所有會友大會的通告內容須要簡短說明開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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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程序 
 
所有會友大會需要以禱告開始和結束，此外，應遵循以下事項的程序： 
 
1. 通過上次開會紀錄 
2. 教牧同工、部門，和委員會作出報告 
3. 其他組別作出報告 
4. 未完成的事項 
5. 新的事項 
6. 休會 

 
教會會友大會的法定人數是七十五位活躍會友，當要投票表決呼召牧師或辭退牧師的法
定人數需要有一百五十位活躍會友。所有選舉或決定可以用口頭方式、舉手方式，或用
書面投票方式表決；除了呼召牧師或辭退牧師的表決則必須用書面投票方式進行。只有
活躍會友方可投票。 
 

第十章  修章 
 

教會憲章可以在任何會友大會中作出修訂，但必須獲得出席的活躍會友中四分之三贊成
通過，修章通告可以採用以下兩個方法之一： 
 
1. 提議的修訂可以在開會前連續兩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聚會中宣讀。 

 
2. 修章提議的通告必須在開會前連續三個主日的所有經常崇拜聚會中公佈並在程序表

中刊登。公佈時應說明有中英文的修章提議的列印本可供取閱並指出索取地點；修
章提議的列印本須要在開會前連續三個主日辦妥以備取閱。 

 

 

 

(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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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浸信會憲章附件一 
 

信仰宣言 
 
一. 聖經 

我們相信新舊約聖經共六十六卷完全逐字皆是神所默示,是信仰及生活的最高權威, 在原文絕對無誤,
絕對確實及是神所默示。                                                                                           

       提後三 16-17; 彼後一 20-21; 太五 18 
 

二. 神 
我們相信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 永遠以三位格存在一父、子、聖靈共同一體, 共同本性, 同等權能及榮
耀, 有同樣的屬性及完全。                                                                                                                      

    申六 4;  林後十三 14 
三. 基督及其工作 

1.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 神永恆的兒子, 並不終止為神,降世為人,藉聖靈感孕, 由童貞女馬利 亞所生, 
道成肉身, 來顯明神及救贖罪人。                                                                                           

   約一 1-2、14,  路一 35 
2.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完成了我們的救贖, 藉著衪在十字架上的死來代替, 代表, 挽回祭, 因 衪肉身

從死裡復活確保我們為義。                                                                   
    羅三 24-25;  彼前二 24;  弗一 7;  彼前一 3-5 

3.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已升天進入天堂, 坐在神的右邊. 作我們的大祭司, 完成了作代表、祈 求者及
中保的使命。                                                                              

     徒一 9-10;  來九 24、七 25; 羅八 34、約壹二 1-2 
 

四. 聖靈及其工作 
我們相信聖靈是有位格, 衪引證世界知罪, 明白義及審判; 衪是超自然的中保, 能重生及為信徒浸禮歸
入基督的身體, 衪住在信徒 的心中作印記直到被贖之日。 

        約十六 8-11;  林後三 6;  林前十二 12-14;  羅八 9;  弗一 13-14 
 

五. 救恩 
1. 我們相信救恩是神的禮物藉恩典帶給人及因著個人信主耶穌基督而得。  
2. 人是失落及不配得神任何恩惠。                                                                   

                       弗二 8-10;  約一 12;  彼前一 18-19                                                                                                                         
 

六. 信徒永恆的保障及確據 
我們相信所有被贖的, 一旦得救, 便在神權能下保存, 同時在基督裡永遠穩固。 

     約六 37-40、十 27-30; 羅八 1、38-39; 林前一 4-8; 彼前一 5 
七. 教會禮儀 

1. 我們相信浸禮是把信徒浸入水中, 以此美麗的象徵表示我們相信救主的被釘、埋葬和復活, 並我 
們在罪上死了及在基督裡復活得一新生命的效果。                                                          

    太廿八 19-20;  彼前三 21 
2. 我們相信主餐是記念主的死, 直等到衪來。                                                                                  

   林前十一 23-32 
3. 我們相信這兩禮儀是現今教會所當行的, 直至衪為教會而再來。 

 
八. 基督再來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肉身實在的回到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  
  帖前四 13-18、一 10、五 9;  啓三 10、十九 11-16、二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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