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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徒宣道會 

教會章則 

 

前言 

 

自一九九一年搬到現在維吉尼亞州的亞靈墩現址以來，在上帝的賜福與保護下，中國基

督徒宣道會經歷了很重要的增長。在教會的人數與事工日宜擴張之際，會員們認為教會

需要一套行政規章作為指導方針來使教會持續的增長，而以下之教會章則乃是要規劃出

教會會員的權利與義務以確使教會能延續。雖然所設立的教會章則顯出教會的現況，卻

並不表示它們是靜態的，而是在所制訂的教會章則開始之後，按照教會集體會員們的心

意，可以加以修改來顯示出教會的進展。教會的信仰教義將繼續提供聖經原則作為教會

運作的規範。 以下之教會章則的制訂乃是認定目前教會的會員在設立這些教會章則之

時間內是會員，而在教會章則的執行後仍繼續是合法的會員。中國基督徒宣道會的會員

是在這些考慮因素下來採納這些教會章則。願主賜給我們謙卑，智慧和勇氣使我們去傳

揚福音和擴展耶穌基督的教會。 

 

第一條:  教會會員 

 

 第一項:   會員種類及資格 

 

本會會員分為兩類: (1)投票會員; 及 (2)非投票會員。所有投票會員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認定及接受主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 ; 

(b) 滿十八歲 ; 

(c) 在日常生活中充份表現出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 

(d) 在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下已接受過水禮 ; 

(e) 在最近三個月經常參加本教會主日崇拜 ; 

(f) 完全認同本教會信仰的教義。 

 

非投票會員是一位: 

(1) 未滿十八歲的會員 (即是，除 (b) 項以外，符合以上所有條件); 或 

(2) 在最近三個月沒有經常參加本教會主日崇拜的會員 (即是，除 (e) 項以外，符合以

上所有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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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  會員責任及權益 

 

本會每一位會員都有某些基本責任及權益，包括 : 

 

(a) 分擔責任去維持及發展教會，包括經常出席，不住禱告，供應財政，運用聖靈的恩

賜。 

 

(b) 日常靈修 (讀經及禱告)，尋求神在個人生命，在教會及在其領導人的旨意及賜福。 

 

(c) 經常向主基督祈求幫助他個人及所有會員，在生命中每一環節向主基督日加順服，

尤其是要互相愛護，履行主的大使命 (約翰福音13:34-35; 馬太福音28:19-20) 。 

 

(d) (只限投票會員) 參與教會有關決擇的事項。 

 

(e) (只限投票會員) 有資格被委任於長老會及執事會 (依本章第四條之準則) 。 

 

 第三項:  申請成為會員 

 
在收到申請表後，長老會 (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 將與申請人面談，以肯定申請人具

有全部的入會資格。長老會 (或執事會) 如認定申請人具有所需資格， 滿十八歲的申請

人， 將被接納為投票會員 ;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將被接納為非投票會員。 

 

現時未滿十八歲的非投票會員，如可保持充份會員資格， 將於滿十八歲時被提昇為投

票會員 (依本章第一條，第一項)。 

 
 第四項:  會員身份之終止及更改 

 

本會非投票會員或投票會員可通知長老會 (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 關於自願退出教會。 

長老會 (或執事會) 如確認會員不能或不願履行其會員職責， 該會員身份將被終止。 長

老會 (或執事會) 如確定某投票會員已連續三個月未參加本教會主日崇拜，該會員身份

將被改為非投票身份。 如非投票會員通知長老會 (或執事會) 其決定再次參加本教會主

日崇拜，該非投票會員之身份便可改為投票會員。非投票會員不可參與有關教會決擇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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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教會條例 (禮儀) 

 

 第一項:  水禮 

 

根據聖經定例，為要代表信徒與基督在死裡聯合，與基督一同埋葬而聯合，又與基督一

同復活而聯合，本教會認定並實行浸水禮，灑水禮或澆水禮 (馬太福音 28:19。使徒行

傳 2:38，2:41, 8:12, 8:36-38, 羅馬書 6:1-7)。受水禮之信徒最少要年滿十二歲。 

 

 第二項:  聖餐 

 

這教會是有規律地奉行聖經有關聖餐的條例，教會歡迎每一位已被基督的血救贖了的人

來參與聖餐，教會亦會提醒那未信者不要參與聖餐 (哥林多前書11:27-29) 。 

 

第三條:  會員大會 

 

 第一項:  經常會員大會 

 

經常會員大會應該每年舉行來確定會員參與教會的一切決策。大會包括會務報告及現時

教會的情況。大會中可以建議討論的事項包括分派同工，長老會及執事會匯報牧養狀況，

財務報告，同心用禱告及其他方法去尋求神的旨意，及顧慮到教會整體的事工如聘請牧

師或購置堂址等。 

 

經常會員大會開會日期，討論事項與一切建議應由長老會 (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 決

定及在開會前四個星期宣佈。會員如提出針對議題之建議或更改，必須在開會前兩星期

提出，並要有最少五名經常會員推介。會員所提出之建議或更改，與長老會 (或執事會) 

所提出之議題或更改，應在開會前一個星期刊登在佈告欄上。 

 

 第二項:  特別會員大會 

 

如有特別需要，長老會(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可在四個星期宣佈之後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若有特別緊急情況，長老會(或執事會)可以在不足四星期之內，在經常大會之前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以獲得臨時緊急決定，但最後決定必須由下次經常會員大會中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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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會員大會法定人數 

 

只要超過半數的經常會員出席，就足夠法定人數召開會員大會。如果法定人數不足，會

員大會可以延期在原定日期超過兩週後舉行。在延期間每一主日應公佈議會延期，到了

議會舉行之日，出席會員人數不論多寡，都構成法定人數。 

 

第四條:  聖職人員 

 

 第一項:  長老會 

 

長老會之成員包括最少兩位平信徒會員及教會所有牧師。平信徒會員不得超於六位。為

了確保長老會決定的一致性，其成員名額應永遠維持雙數。所有長老享有平等職權。長

老不可同時兼任執事。長老候選人乃由長老會提名。若教會沒有長老會，其候選人將由

牧師提名。候選人的資格將依照聖經的教導來確定。其職位最後將由三分之二或以上出

席會員大會之會員認可 (同時百分之五十或以上的會員必須投票)。如此認可之長老將由

牧師或現有長老按立。正式認可長老之前，教會必須有一段特別禱告時期以確定神的旨

意 (使徒行傳14:23)。長老任期為兩年，並無任期限制。 

 

長老會與執事會在決定過程中應遵守全體一致的原則。所有在決定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同

意見應依照這個原則來解決。 

 

長老必須擁有以下資格: 

 

(1) 至少六年在本會擔任執事經驗。 

 

(2) 在正式認可聖經教育機構完成有關聖經教導方面的訓練。 

 

(3) 在各種基督教事工展現屬靈方面的成熟。 

 

現有長老會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將決定任何長老侯選人是否符合以上資格，並將其建

議交於會眾，由其投票認可。 

 

長老會成員必須推選教會主任牧師及一位平信徒會員為長老會主席。這兩位主席將負責

決定與宣佈長老會開會日期，準備開會議題，並主持會議。主席將兼任教會委託人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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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上代表教會。長老會成員將決定是否授權與兩位主席，在長老會休會期間，履

行其他職務。 

 

長老們將監督會員，並牧養會友。他們將直接參與規劃教會未來方向的事務，並監督執

事會在有關執行教會事工上的工作。他們並且負責接受新會員與維持會員紀律(提摩太

前書 3:1-7, 4:14, 5:17; 彼得前書5:1-4;使徒行傳20:28; 加拉太書6:1; 哥林多後書2:5-11; 馬

太福音 18:12-17)。是否終止牧師的工作合約必須經過超逾半數長老同意，長老在作此

決定之前必須與執事會協商。在執行此會章或日後修改部份之前，長老會在一致同意下

可決定是否採納會眾在有關會章方面的建議。 

 

唯有受本會按立之長老方可在本會擔任長老職務。長老可因病，遷居或其他私人因素而

辭職。長老會並可開除任何長老因其生活與個人見證與神的教導相違。長老會成員(除

有關長老外)的一致同意便可使此決定生效 (提摩太前書5:19-20)。 

 
 第二項:  執事會 

 

如果本會沒有長老會，執事會將負責其行政責任◦ 執事會之成員將包括最少四位平信徒

會員及牧師(們) 。為了確保執事會所作決定的一致性，其成員名額應永遠維持雙數。所

有執事享有平等職權。執事不可同時兼任長老。執事之提名與認可將依照聖經的教導。

長老會將決定執事名額及其提名。如無長老會，這責任將交付於牧師。 

 

執事之基本資格如下: 

 

(1) 擁有兩年本會投票會員資格 ; 

(2) 平時參與教會奉獻及事工。 

 

會眾 (最少五位投票會員署名) 可向長老會或牧師們提名執事人選。 超逾半數投票會員

可在會員大會投票認可執事候選人。 執事任期為兩年，並無任期限制。 執事會如認為

一位未滿兩年資歷的投票會員具有作執事的資格，執事會可在此特殊情況下免除這兩年

資格而接納提名 (免除這兩年資格必須由執事會一致通過) 。 

 

執事會必須推選兩位主席，由一名副牧師及一名平信徒執事擔任。 若教會唯由一位牧

師並無長老會，主任牧師將擔任執事會其中之一主席。 兩位主席將負責決定與宣佈執

事會開會日期，準備開會議題，並主持會議。 若教會有長老會，兩位主席將代表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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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長老會保持平時的聯絡。 若教會沒有長老會，兩位主席將兼任教會委託人並在法

律事務上代表教會。 執事會將決定是否授權與兩位主席其他職權，以便其在休會期間

可採取有關事務上之決定。 

 

執事會將付與執事們不同教會事工之職貴，包括祕書 司庫 教育 團契 宣道 福音 教會

設備 服務及會計。 執事會將由長老會監督。 有關教會政策方針之決議必須獲得長老

會贊成。 執事會在長老會協助下將成立不同事工委員會以便教會之資源得到最合適之

使用。 

 

若無長老會，有關教會之政策方針之決定應由執事會在與牧師洽商後負責。 若無長老

會，執事會與會友在會員大會協商後，並經過所有會友投票一致同意，可解除牧師之雇

用。 在執行此會章或其日後修改部份之前，若無長老會存在，執事會可決定是否採納

會員所提供有關會章之建議。 

 

長老會可因其生活及個人見證與神的教導相違而開除任何執事。 所有長老的一致同意

方可使此決定生效。 若無長老會，現任執事 (除有關執事外)，經過其一致同意後，方

可採取同樣決定。 

 

 第三項:  牧師 

 

教會的牧師可包括有一位主任牧師，不同職位的副牧師和助理牧師。在任何時間內教會

只能有一位主任牧師。副牧師和助理牧師的人數是由長老會 (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 經

咨詢過教會的經常會員後決定的。聘請副牧師和助理牧師的人數則根據教會的需要而定。

每一位牧師乃是長老會的成員。若長老會還未成立則是執事會的成員。 

 

所有牧師的主要任務乃是要裝備聖徒各盡其聖工之職，並建立基督的身體，而特別是: 

主任牧師乃教會全職屬靈領袖，並且為長老會之共同主席。若長老會還未成立則是執事

會的共同主席。主任牧師亦是教會所有組織之當然成員 (以弗所書 4:11-16; 提多書 2:2; 

4:2;提摩太前書5:17)。 

 

假若牧師職位有空缺，長老會 (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 委任聘牧委員會，遴選已被呼

召全職事奉之未來候選人，符合聖經要求，有教導恩賜之長老資格，並能履行教會所擬

訂之目標者 (提摩太前書3:2-7;提多書1:5-9;馬太福音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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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或牧師任何一方只要在六個月前通告即有權終止彼此之聘約 (依本章第四條之第

一和第二項)。 

 

 第四項:  執事會財團法人 

 

執事會財團法人，按照維吉尼亞州的規定，應包括(若已成立的)長老會，主任牧師，執

事會秘書，並主管有關教會財政與房地產業及設備的執事，加上經由長老會 (若長老會

還未成立前則由主任牧師暨執事會主席) 所指定的任何一位執事。執事會財團法人負責

處理教會的產業並有關法律的事務。 

 

 第五項:  其他受薪蘵員 

 

若有需要，長老會 (或執事會，如無長老會) 將設立受薪的職位。工作職位的預算是由

執事會來規劃，並經過執事會一致同意，而受薪職員的職責應由長老會 (若長老會還未

成立則由執事會) 制訂。 

 

 第六項:  一般方針 

 

所有教會的主管和受薪職員在接受職務之前，必須認同本教會的使命與信仰教義，而本

教會的使命宣言與信仰教義已附加在此會章之附錄裏。 

 

依照第四條開始所提到的原則，長老會，執事會及所有聖職人員需盡要以愛，忍耐及諒

解來解決在決策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意見。如果意見不合而未能解決，又或是情況對教會

及會員有不良影響，長老會和執事會可考慮使用第三者作為調解。 

 

第五條:  附屬組織 

 

在以達成宣揚福音的使命前提下，教會可以成立附屬組職 (機構) 諸如青年，長青等團

契。 這些組職的目的必須與教會的實行原則相契。 

 

長老會或執事會 (若無長老會) 指定的負責人有責任監督或協助這些組職的穩定與成長， 

並且確定這些組職所行之事與教會的方向和目標一致。參予負責這些組職的負責人必須

是本會的會員並且遵行本會之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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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解散 

 

在特別召開的會員大會中如果現存會員一致無異議通過情況下，教會可以解散。在需要

解散的情況下，所有教會的現金與資產在扣除所有負債的餘額後，應按照當年度宣教預

算比例，適當分配予不同的宣教機構，按照維吉尼亞州的法律，執事會財團法人有獨一

權力去執行此安排。 

 

第七條:  會章之修正 

 

在不屬同一家庭的五名以上的經常會員，可以在會員大會召開兩個月前向長老會或執事

會提出修正的建議。修正建議經長老會推介，順於會員大會之前四個主日登在佈告欄上。

修正建議經過三分之二多數出席會員同意會得以施行 (請參閱章則第四條第一及第二

項關於立定會章或修改會章之前採納會員對會章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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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之一 中國基督徒宣道會 

教會使命 

 

中國基督徒宣道會蒙神呼召，倚靠神的大能和慈愛，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並在尊重傳

統及回應時代的理念下，致力於教會建造和靈命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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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之二 中國基督徒宣道會 

信仰的教義 
 

中國基督徒宣道會以「使徒信經」為基要的教義。我們的信仰如下﹕ 

（一）只有一位真神 (申命記 6:4)，祂是無限完全的 (太 5:48)，永存為三位一體聖父，聖子，和聖靈 (太

28:19)。 

（二）耶穌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 (腓 2:6–11)。祂藉著聖靈感孕，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路 1:36–38)。

祂以義者的身份代替我們這些不義的人死在十字架上 (彼前 3:18)，成為代替我們擔罪的祭物 (來 2:9)。

一切相信祂的人都因祂所流的寶血而被稱義 (羅 5:9)。照聖經所載，祂從死復生 (徒 2:23–24)。祂現今坐

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作我們的大祭司 (來 8:1)。祂還要從天上再來建立公義和平的國度 (太 26:64)。 

（三）聖靈是三位一體真神中的一位 (約 14:15–18)，被差來居住在信徒裡面，引導，教訓，賜予能力 (約

16:13) ，及隨己意賜下屬靈恩賜給他們 (林前 12:11)。此外，祂也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

自己 (約 16:7–11)。 

（四）原本的新舊約全書是沒有錯誤的，是從神默示而來，是神對人類拯救的旨意之完全啟示。這是基

督徒信仰和生活上唯一而至聖的準則 (彼後 1:20–21; 提後 3:15–16)。 

（五）人原來是照著神的形像和樣式被造，有男有女 (創 1:27)。神為人設立了親密的婚姻關係，由一男

一女組成 (創 2:20–25)。因著人類始祖的不順服，帶來肉體和靈性上的死亡。全世界每一個人生出來都

有犯罪的天性 (羅 3:23)，與神的生命隔絕了，只有藉著耶穌基督救贖的功勞才可以得救 (林前 15:20–23)。

凡是沒有悔改並沒有相信耶穌的人，將在有意識的情況下，承受永遠刑罰的痛苦 (啟 21:8)， 只有相信

主耶穌的人才有永遠的喜樂與祝福 (啟 21:1–4)。 

（六）藉著主耶穌的代死，神的救恩臨到每一個人。一切悔改而相信主耶穌的人，都從聖靈重生，接受

神所賞賜的永生，成為神的兒女 (提多 3:4–7)。 

（七）神的旨意是要每一個信徒都被聖靈充滿，全然成聖 (帖前 5:23; 4:3)，從罪惡及世界分別出來，完

全委身遵行神的旨意，從而得著能力過聖潔的生活並有效的服侍神 (徒 1:8)。信徒從初信到生命成長都

會經歷到許多屬靈的危機及靈性的進步 (羅 6:1–4)。 

（八）教會是由所有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組成的，他們藉著主的寶血得蒙救贖，又由聖靈重生。基督是

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弗 1:22–23)。教會從主耶穌接受的最大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作見證，傳

福音給萬民聽 (太 28:19–20)。地方教會是由信徒在基督裡組成的團體，聚集在一起敬拜真神，用神的話

語彼此建立，彼此代禱，彼此交通，宣揚福音，並遵守水禮與聖餐的禮儀 (徒 2:41–47)。 

（九）不論義的或不義的人，身體都要復活。義人復活得生 (林前 15:20–23)。不義者復活後被定罪 (約

5:28–29)。 

（十）主耶穌再來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事 (來 10:37)，祂的降臨將是有形有體的 (不是屬靈的)，可見的 (不

是隱秘的)，並且會在千年平安國 (千禧年國度) 之前 (路 21:27)。這是信徒有福的盼望，也是核心真理。 

並激發我們去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忠心服事主 (提多 2: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