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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蒙神喜悅、靠他聖靈保守，他呼召他的僕人們於 1878 年以「華盛頓城市浸信會」之名在此聚集，

為了要榮耀神、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且他也保守和興旺他的工作，直到如今。 

我們作為國會山浸信會的成員，在聖靈的帶領下仔細研讀了聖經後， 認為有必要重新組織自己，

為了要此世代的教會更好地順服他的旨意，也預備我們自己為他的名越發努力。 

因此，現在我們作為國會山浸信會的成員，根據《華盛頓特權公益組織法案》進行組織，以此章

程為我們治理的文件，不論何時都要反映基督的品格並把榮耀歸給他，就像聖經裡所啟示的一

樣，也像本教會的《信仰告白》（1878）和《教會成員盟約》（1996）中所表達的標準一樣。 

第一章 名字 

教會的名字是國會山浸信會。 

 第二章 目的 

此教會因著神的恩典而存在，為了彰顯神的榮耀，這榮耀是教會一切事工的最終條的。 

此教會透過以下各條、藉著愛神和遵守神的命令來榮耀他： 

• 敬拜他； 

• 透過教導和學習聖經來裝備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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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傳講和個人佈道，以及其他符合聖經的方式來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 鼓勵、支持和參與在本地的、對外的及海外的佈道和宣教工作； 

• 施行浸禮和主餐； 

• 鼓勵信徒發展符合聖經的團契關係； 

• 奉耶穌基督的名，通過提供物質上、精神上和屬靈上的需要來服事個人、家庭和教會；並

且藉著教導和勸勉關於地方教會的實質之真理，來幫助其他教會忠於聖經和持守聖潔。 

 第三章 成員制度 

第一條：成員的資格 

為了要具備成為本教會成員的資格，一個人需要成為耶穌基督的信徒、生命反映出重生的確據、

已受洗、因著他/她的重生而順服基督、全心相信在聖經中啟示的基督教信仰真理。每個成員必須

同意順服聖經的教導，就如《信仰告白》所表達的那樣，也必須承諾持守《教會成員盟約》所陳

述的委身條款。教會長老有責任決定每個人是否有資格成為教會成員。長老們可以根據一個人對

信仰的宣告，或者表達出的其他確據，經過合宜評估後做出決定。 

 第二條：成員加入 

申請者需要經過長老的推薦，並由定期成員大會或特別成員大會投票通過後，才能加入教會，同

時申請者需要與原有教會解除成員關係。 

 第三條：成員的義務和權利 

按照《教會成員盟約》中所列舉的義務，按照神對的每個人的帶領、神所賜給每個人的恩賜、時

間和物質資源，每個成員都有權利並應當參與教會事工與教會生活。只有本教會的成員才能在教

會的事工中事奉；非成員可以經長老同意後參與一些專門的服事。此外，非成員亦可為教會提供

管理和專業諮詢等方面的服務。 

在基督的掌管下，本教會由她的成員來進行治理。因此，成員的權利和責任是要參加所有的成員

會議，並且在教會職分的選舉、決定教會成員的狀態、以及其他需要投票的事務中進行投票。 

 第四條：特約成員 

身為某一福音派教會成員的學生及其他臨時華盛頓特區的臨時居民，可以申請加入本會的特約成

員。成為特約成員的資格與上述列舉的成員資格一致，然而這些特約成員仍可以保留他們在母會

的會籍。加入特約成員時，本會要求申請者出示母會簽發的推薦信。 

特約成員的權利和義務，除了以下列舉的條例，其他都與正式成員相同： 

• 當特約成員離開華盛頓特區超過一定時間時，將被解除參加本教會崇拜的責任。 

• 雖然特約成員可以參加教會成員會議，但是他們不能被選舉或者投票。 



當特約成員受到懲戒要被開除會籍時，一切都與正式成員一樣，但是本教會長老會就此懲戒結果

通知該特約成員母會的牧師或長老。當特約成員在華盛頓特區的臨時居住期滿時，其特約成員身

份也隨之終止。 

 第五條：教會懲戒 

任何成員持續地忽視他或她的義務或持續在品行上犯罪，使得我們主基督耶穌的名字受到羞辱，

也因此傷及教會的福祉，那麼將要受到長老的勸誡和教會的懲戒，這是根據馬太福音 18:15-17 的

教導和聖經中的例子而定下的規矩。那麼，教會懲戒應當被看做是在個人私下勸誡失敗後才發生

的。 

教會的懲戒可以包括長老或會眾的勸誡、在一定時間內暫停領主餐、停止教會服事的職分、以及

開除會籍（參看太 18:15-17；帖後 3:14-15；提前 5:19-20；林前 5:4-5）。 

如此懲戒的條的是為了悔改、和解及被懲戒之人的屬靈成長（參加箴 15:5；29:15；林前 4:14；弗

6:4；提前 3:4-5；來 12:1-11；詩 119:115；141:5；箴 17:10；25:12；27:5；傳 7:5；太 7:26-27；
18:15-17；路 17:3；徒 2:40；林前 5:5；加 6:1-5；提後 3:6，14-15；提前 1:20；多 1:13-14；雅

1:22）； 

為了將懲戒作為例子，教導其他基督徒成為公義和良善（參加箴 13:20；羅 15:14；林前 5:11；
15:33；西 3:16；帖前 5:14[請注意這段經文是寫給整個教會，而不只是給教會領袖的]；提前

5:20；多 1:11；來 10:24-25）； 

為了教會整體的聖潔（參見林前 5:6-7；林後 13:10；弗 5:27；約二 10；猶 24；啟 21:2）； 

為了我們更好地向整體作見證（參見箴 28:7；太 5:13-16；約 13:35；徒 5:1-14；弗 5:11；提前

3:7；彼後 2:2；約一 3:10）；以及 

為了極度地彰顯神的榮耀，我們要反映出他的聖潔品格（參見申 5:11；王上 11:2；代下 19:2；拉

6:21；尼 9:2；賽 52:11；結 36:20；太 5:16；約 15:8；18:17，25；羅 2:24；15:5-6；林後 6:14-
7:1；弗 1:4；5:27；彼前 2:12）。 

 第六條：終止成員身份 

當成員死亡時，教會當視其成員身份自然終止；當有成員自願退出本教會或者加入其他教會時，

其成員身份也被視為終止。成員身份也會因著教會的懲戒而終止（這通常是由長老提議的，但卻

非必須），這懲戒經由任何一次定期成員大會或特別成員大會超過三分之二的與會者投票贊成即

可生效。 

當考慮到推進懲戒程式的條的，或是其他符合聖經的原因時，教會有權柄拒絕一個成員自願的離

會請求或者加入其他教會的請求。 

 第四章：聚會 

第一條：崇拜聚會 

崇拜聚會應當在每週主日舉行，也可由教會決定在周中的某一天舉行。 

第二條：成員會議 



在每次一起聚集時，成員們應當以彼此信任、彼此敞開和彼此相愛的精神進行會議，這是在耶穌

基督的身體裡是合宜的。 

每個月最少要召開一次成員會議，有時候經成員同意可在公共崇拜前後分出一段時間來召開成員

會議。 

由長老團指定的一位長老應作為每次成員會議的主席。長老團有責任監督教會定期召開成員會

議，並且敦促有關責任成員向教會提交會議報告。 

在成員會議召開的通知都下達的前提下，會議的法定人數就是那些出席的成員人數。選票應基於

到場成員的投票數量進行數算。 

一份預算應在每個財年開始後三個月內交由成員會議通過。在預算通過及長老審核前，所有開支

都應歸入上一財年統計。 

在任何定期或特別成員會議中，只要能滿足相關章程規定，就可以選舉教會的職分以填補教會崗

位的空缺。 

特別成員會議可以因長老團的要求而召集，或者由百分之五的投票成員根據明文要求，經由長老

團可召開。任何特別成員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條的應在會議召開兩週內在教會所有的公開崇

拜場合宣佈。在由成員要求召開會議的情況下，長老團應在他們同意該會議召開後的一個月內召

開此會議。 

 第五章：教會職分 

第一條：概括 

教會內符合聖經的職分為長老和執事。此外，本教會還在此章程內設立管理性的崗位，即書記員

和財務人員。不論某職分職責如何，所有職分都必須由本教會的成員擔任。 

 第二條：長老 

教會長老應不少於三人，長老應當滿足提前 3:1-7 和多 1:6-9 中提出的對長老職分的資格要求。長

老不得兼任執事。 

根據會眾的意願，長老應當監管教會的事工和資源。依據徒 6:1-6 和彼前 5:1-4 的原則，長老要花

時間在禱告和話語的服事（教導和勉勵正確的教義）上，並且牧養神的群羊。 

教會應當根據章程對選舉的規定選出有恩賜、樂意在此呼召中服事的弟兄。這些弟兄應被看做是

基督賜給他的教會之恩賜，並被分別成為長老。這樣的印證應當每三年被教會重複肯定。除了主

任牧師或副牧師外，一個長老在連任兩個三年期後，需要在至少一年後才能再度當選長老。 

一個長老的職分可因自願請辭或被動辭退而終止。任意兩名成員若有理由認為一位長老應當被辭

退，他們應當向長老團表達此請求，若有必要也可向全體會眾表達此請求。任何控訴長老的舉動

都要根據我們的主在太 18:15-17 及提前 5:17-21 的教導來執行。在任一教會成員會議上有超過三

分之二的投票同意，即可辭退任意一位長老。 

長老團應承擔如下特殊指責：查驗及教導預備成員，查驗和推薦教會各職分的候選人，監督執

事、教會職員和各委員會的工作，帶領敬拜服事，施行洗禮和主餐，為了教會事工而裝備成員，



勸勉合宜的教義和實踐，勸誡及糾正錯誤，監督教會懲戒的過程，協調及推進教會的各項事工，

動員教會參與普世宣教。長老團應進一步明確擔任教會話語服事的人選，包括那些與我們同有一

樣信仰價值的外請講員。 

長老團可以設立事工崗位或委員會來輔佐他們完成分內責任。長老團也可以提議增設資金以供應

新聘的教會受薪職員。教會主任牧師和副牧師的崗位候選人都應被教會成員認可。任一教會職員

崗位的工作職責及範圍應由改崗位的僱傭負責人來決定。 

長老團在僱傭、監管和評估教會僱員等事務上應有主要的職責。這項職責可根據需要委派給另一

位元教會僱員。 

每年長老團在諮詢執事會和成員的意見後，當向教會提交一份明細預算案。教會應當召開一次特

別的預算討論成員會議來商量此預算案，並且在此討論後召開下一次會議來對此案進行投票。教

會及教會的任意事工，或者教會及事工的代表人，均不得在沒有徵得長老團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財

務支出。 

長老團應當選立一位長老會議的主席，並應選立長老中的一位作為會議的主持。為了遵守哥倫比

亞特區非盈利機構的法律，長老團應設立長老中的一位作為教會的法人代表。 

 第三條：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本身應當是教會長老。他應當履行上述第二條中提及的長老的責任，同時教會也認可他

有特殊的恩賜，並呼召他全職承擔講道和教導的服事。 

他的呼召不必屈從於每三年要重新確認長老資格的規定，或在第五章第二條所列舉的對長老的條

件限制。他的呼召須按照第六章第三條來界定。 

 第四條：副牧師 

教會可以呼召其他牧師作為主任牧師的副手。 

副牧師本身應當是教會長老。他應當履行上述第二條中提及的長老的責任，同時教會也認可他有

特殊的恩賜，並呼召他全職承擔講道和教導的服事。 

他的呼召不必屈從於每三年要重新確認長老資格的規定，或在第五章第二條所列舉的對長老的條

件限制。他的呼召須按照第六章第四條來界定。 

他應協助主任牧師履行其正常職責，同時自己也應履行作為牧師的其他職責，或者就如在章程中

所列舉的、或者由教會會眾指派給他的其他職責。 

在主任牧師不在或者無法服事教會的特定時間段內（比如安息休假或者生病），副牧師（們）應

當在長老的監督下承擔主任牧師的職責。 

 第五條：助理牧師 

教會可以呼召其他牧師作為主任牧師的助理，但助理牧師必須只能從教會成員中選出。 

助理牧師本身應當是教會長老。他應當履行上述第二條中提及的長老的責任，同時教會也認可他

有特殊的恩賜，並呼召他全職承擔講道和教導的服事。 



他的呼召不必屈從於每三年要重新確認長老資格的規定，或在第五章第二條所列舉的對長老的條

件限制。他的呼召須按照第六章第五條來界定。 

他應協助主任牧師和副牧師（們）履行各自的正常職責，同時自己也應履行作為牧師的其他職

責。長老團應當界定助理牧師（們）的職責。 

 第六條：主任牧師助理 

長老團可以僱傭職員來協助教牧事工，指派其成為主任牧師助理。雖然根據第五章第二條，這些

職員可以被長老提名經會眾選舉為長老，但他們並不是牧師。 

長老團應指定主任牧師助理（們）的職責。他們應按照長老團的意願進行事奉，僱傭期限為四

年。僱傭期限可經長老團批准後延長。 

 第七條：教牧助理 

主任牧師可以僱傭職員來協助教牧事工，指派其成為教牧助理。雖然根據第五章第二條，這些職

員可以被長老提名經會眾選舉為長老，但他們並不是牧師。 

主任牧師應指定教牧助理（們）的職責。他們應按照主任牧師的意願進行事奉，僱傭期限為一

年。僱傭期限可經長老團批准後延長。 

 第八條：男女執事 

執事的職分在提前 3:8-13 和徒 6:1-7 有提及。教會應根據章程對選舉的要求，選出願意將自己奉

獻給教會服事、並且具有特殊服事恩賜的弟兄和姐妹。這些成員應被視為基督賜給他教會的恩

賜，並被分別成為男執事與女執事。他們被選舉出來後任期為三年，卸任後須至少過一年才能再

度參選。 

男執事和女執事需要照顧成員的暫時需要，致力於公共崇拜的後勤事務，鼓勵並支援那些有能力

幫助他人和有管理恩賜的成員參與服事。 

男執事和女執事應負責接收、保管和支付善款，並根據長老團的要求向他們匯報錢財的使用狀

況，但只向教會報告總體的收支情況。 

男執事和女執事在徵得長老團同意後，可設立不受薪的管理崗位或成員委員會來協助他們履行在

教會的職責。 

 第九條：書記員 

書記員的職責是對教會所有定期和特別成員會議進行記錄，以保存成員狀況的精確檔案，並根據

牧師、長老團、執事會、或會眾的要求提供報告。 

書記員應由長老團提名，經會眾選舉後上任，任期為一年。 

在書記員缺席或無法工作的情況下，長老團應指定一名成員來承擔書記員的工作。 

為了遵守哥倫比亞特區非盈利機構的法律，書記員應被聘為教會法人團體的秘書。 

教會書記員應確保所有教會成員能得到本章程最新的修訂版本。 



 第十條：司庫 

司庫不應由在任長老、執事或受薪教會職員來擔任。司庫應確保教會所有資金和債券妥善保管在

銀行、金融機構或者合宜的保險處所中。司庫也應負責提供賬戶餘額、收益和每次成員會議開銷

的常規報告。此職責可經由長老團同意後轉給他人。司庫也應確保完整和準確的收據及支出狀況

記錄在教會的記賬簿上，並要確保有充分的控制措施來保證教會任何職分、職員或代理人都合宜

地使用教會資金。司庫應當就教會所有的收支狀況和財務狀況每年向長老團進行匯報，或根據長

老團的要求隨時進行匯報。 

司庫應當由長老團提名，經由會眾選舉後上任，任期為一年。 

 第六章：選舉 

第一條：原則 

教會選舉的流程需要按照如下原則進行解讀和實施： 

• 確實的禱告，包括個人和群體的禱告，應成為選舉流程必要的一部分； 

• 候選人提名必須要有長老團的支持方能生效； 

• 參與評估所有教會職分候選人資格的教會成員們，應以合宜的恩典、良善和誠實來對待這

些候選人； 

• 選舉流程要反映彼此信任、彼此敞開和彼此相愛的精神，這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身體裡是

合宜的。 

 第二條：對教會職分的選舉 

對教會職分的選舉應在教會成員會議時進行。被提名參選長老、執事、書記員、或司庫的成員名

字應在選舉之前的一次成員會議提交給長老團過條（一般來說，選舉之前的一次會議應至少比選

舉會議提前八週），而選舉應當在會議主席的領導下進行。 

在提名過程中，長老團應尋求一般成員的建議和介入。任何成員只要有理由相信某個被提名的候

選人是達不到其參選職位的資格，該成員就應當向長老團表達這樣的質疑。對候選人參選表示反

對的成員應當儘可能早地在選舉會議之前向長老團表達他們的反對意見。 

會議主席應宣佈教會長老的選舉成立票數為所有票數的 75%。對於其他職分，會議主席應宣佈只

要贊成票數多於反對票數，選舉便成立。棄權票不唱票。 

被選上的人應在選舉後即承擔其參選職分，除非教會特別設定另一日為其參選職分的生效日期。 

 第三條：對主任牧師的呼召 

當教會呼召任何人承擔此職分時，其流程應與呼召長老的基本流程相同。但是，除此以外，教會

應有充分的機會來評估任何可能擔任主任牧師的候選人的講道恩賜，並且在教會表達她對候選人

的判斷之前，必須先從長老團處收到確認：長老團已與此人面談，對此人全心遵從教會的《信仰

告白》和《教會盟約》毫無疑問。注意：某人被提名選為教會成員並被呼召為主任牧師的事情



（有必要的話，若此人已婚，則其配偶被選為教會成員一事也應包括在內）應當在其被提名後的

兩週，並在選舉會議之前，在主日崇拜向教會宣佈。 

 第四條：對副牧師的呼召 

當教會呼召任何人承擔此職分時，其流程應與呼召長老的基本流程相同。但是，除此以外，教會

應有充分的機會來評估任何可能擔任副牧師的候選人的講道恩賜，並且在教會表達她對候選人的

判斷之前，必須先從長老團處收到確認：長老團已與此人面談，對此人全心遵從教會的《信仰告

白》和《教會盟約》毫無疑問。注意：某人被提名選為教會成員並被呼召為副牧師的事情（有必

要的話，若此人已婚，則其配偶被選為教會成員一事也應包括在內），應當在其被提名後的兩

週，並在選舉會議之前，在主日崇拜向教會宣佈。 

 第五條：對助理牧師的呼召 

當教會呼召任何人承擔助理牧師的職分時，根據第六章第二條的規定流程，教會須要求此人被會

眾印證並呼召為長老。然後此人被長老團呼召為助理牧師，在其任其內，按照長老團在特定時間

段內的商定職責進行事奉。 

 第七章：擔保 

第一條：強制性擔保 

如果因為某人是教會的職員、僱員或代理人而被法律訴訟或被指控犯罪，而長老團認定此人（a）
堅持正確的信仰，（b）做出一個謹慎的正常人在類似環境下都會做的選擇，（c）合理地相信他/
她所做之事是為了教會的最大利益，並且找不出他/她的行為是違法的依據，則教會應當為反對此

訴訟提供責任擔保和官司開銷。 

 第二條：寬容性擔保 

在長老認定的前提下，如果某人以正確的信仰行事並且合理地相信他/她所行是為了教會的最大利

益，而且也並非違法的，那麼教會也應為此人提供擔保。 

 第三條：保障程式 

如果實施擔保決定的長老人數達不到法律要求的法定人數，那麼可以由教會成員或成員指定的特

別法律顧問來事實必需擔保決定。 

 第八章：衝突解決 

在相信聖經命令基督徒要盡一切努力來和睦相待，並且要私下活在教會內部解決彼此的衝突（參

見太 18：15-20，林前 6：1-8 等經文）的前提下，教會應要求她的成員根據聖經的基礎原則來解

決彼此的衝突，而不是告到世界的法庭之上。為了忠於這個彼此和睦的呼召，教會應鼓勵成員應

用聖經基礎原則來解決教會與教外之人的衝突，不論是基督徒與異教徒的衝突，還是個人與團體

的衝突。 

 第九章：教會檔的修正 



《信仰告白》和《教會盟約》可被成員會議到場成員的四分之三投票數通過修正案，但前提是這

兩份檔的修正案必須在前一次的成員會議上以書面檔的形式分發給成員，同時應在投票會議之前

的連續兩週在主日崇拜時進行講台公告。 

此章程可被成員會議到場成員的三分之二投票數通過修正案，但前提是這兩份檔的修正案必須在

前一次的成員會議上以書面檔的形式分發給成員，同時應在投票會議之前的連續兩週在主日崇拜

時進行講台公告。 

教會書記員應負責將此章程修正後的版本分發給所有教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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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蒙神喜悅、靠他聖靈保守，他呼召他的僕人們于 1878 年以“華盛頓城市浸信會”之名在此聚集，為

了要榮耀神、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且他也保守和興旺他的工作，直到如今。 

我們作為國會山浸信會的成員，在聖靈的帶領下仔細研讀了聖經後， 認為有必要重新組織自己，

為了要此世代的教會更好地順服他的旨意，也預備我們自己為他的名越發努力。 

因此，現在我們作為國會山浸信會的成員，根據《華盛頓特權公益組織法案》進行組織，以此章

程為我們治理的檔，不論何時都要反映基督的品格並把榮耀歸給他，就像聖經裡所啟示的一樣，

也像本教會的《信仰告白》（1878）和《教會成員盟約》（1996）中所表達的標準一樣。 

第一章 名字 

教會的名字是國會山浸信會。 

 第二章 目的 

此教會因著神的恩典而存在，為了彰顯神的榮耀，這榮耀是教會一切事工的最終條的。 

此教會透過以下各條、藉著愛神和遵守神的命令來榮耀他： 

• 敬拜他； 



• 透過教導和學習聖經來裝備聖徒； 

• 透過傳講和個人佈道，以及其他符合聖經的方式來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 鼓勵、支持和參與在本地的、對外的及海外的佈道和宣教工作； 

• 施行浸禮和主餐； 

• 鼓勵信徒發展符合聖經的團契關係； 

• 奉耶穌基督的名，通過提供物質上、精神上和屬靈上的需要來服事個人、家庭和教會；並

且藉著教導和勸勉關於地方教會的實質之真理，來幫助其他教會忠於聖經和持守聖潔。 

 第三章 成員制度 

第一條：成員的資格 

為了要具備成為本教會成員的資格，一個人需要成為耶穌基督的信徒、生命反映出重生的確據、

已受洗、因著他/她的重生而順服基督、全心相信在聖經中啟示的基督教信仰真理。每個成員必須

同意順服聖經的教導，就如《信仰告白》所表達的那樣，也必須承諾持守《教會成員盟約》所陳

述的委身條款。教會長老有責任決定每個人是否有資格成為教會成員。長老們可以根據一個人對

信仰的宣告，或者表達出的其他確據，經過合宜評估後做出決定。 

 第二條：成員加入 

申請者需要經過長老的推薦，並由定期成員大會或特別成員大會投票通過後，才能加入教會，同

時申請者需要與原有教會解除成員關係。 

 第三條：成員的義務和權利 

按照《教會成員盟約》中所列舉的義務，按照神對的每個人的帶領、神所賜給每個人的恩賜、時

間和物質資源，每個成員都有權利並應當參與教會事工與教會生活。只有本教會的成員才能在教

會的事工中事奉；非成員可以經長老同意後參與一些專門的服事。此外，非成員亦可為教會提供

管理和專業諮詢等方面的服務。 

在基督的掌管下，本教會由她的成員來進行治理。因此，成員的權利和責任是要參加所有的成員

會議，並且在教會職分的選舉、決定教會成員的狀態、以及其他需要投票的事務中進行投票。 

 第四條：特約成員 

身為某一福音派教會成員的學生及其他臨時華盛頓特區的臨時居民，可以申請加入本會的特約成

員。成為特約成員的資格與上述列舉的成員資格一致，然而這些特約成員仍可以保留他們在母會

的會籍。加入特約成員時，本會要求申請者出示母會簽發的推薦信。 

特約成員的權利和義務，除了以下列舉的條例，其他都與正式成員相同： 

• 當特約成員離開華盛頓特區超過一定時間時，將被解除參加本教會崇拜的責任。 

• 雖然特約成員可以參加教會成員會議，但是他們不能被選舉或者投票。 



當特約成員受到懲戒要被開除會籍時，一切都與正式成員一樣，但是本教會長老會就此懲戒結果

通知該特約成員母會的牧師或長老。當特約成員在華盛頓特區的臨時居住期滿時，其特約成員身

份也隨之終止。 

 第五條：教會懲戒 

任何成員持續地忽視他或她的義務或持續在品行上犯罪，使得我們主基督耶穌的名字受到羞辱，

也因此傷及教會的福祉，那麼將要受到長老的勸誡和教會的懲戒，這是根據馬太福音 18:15-17 的

教導和聖經中的例子而定下的規矩。那麼，教會懲戒應當被看做是在個人私下勸誡失敗後才發生

的。 

教會的懲戒可以包括長老或會眾的勸誡、在一定時間內暫停領主餐、停止教會服事的職分、以及

開除會籍（參看太 18:15-17；帖後 3:14-15；提前 5:19-20；林前 5:4-5）。 

如此懲戒的條的是為了悔改、和解及被懲戒之人的屬靈成長（參加箴 15:5；29:15；林前 4:14；弗

6:4；提前 3:4-5；來 12:1-11；詩 119:115；141:5；箴 17:10；25:12；27:5；傳 7:5；太 7:26-27；
18:15-17；路 17:3；徒 2:40；林前 5:5；加 6:1-5；提後 3:6，14-15；提前 1:20；多 1:13-14；雅

1:22）； 

為了將懲戒作為例子，教導其他基督徒成為公義和良善（參加箴 13:20；羅 15:14；林前 5:11；
15:33；西 3:16；帖前 5:14[請注意這段經文是寫給整個教會，而不只是給教會領袖的]；提前

5:20；多 1:11；來 10:24-25）； 

為了教會整體的聖潔（參見林前 5:6-7；林後 13:10；弗 5:27；約二 10；猶 24；啟 21:2）； 

為了我們更好地向整體作見證（參見箴 28:7；太 5:13-16；約 13:35；徒 5:1-14；弗 5:11；提前

3:7；彼後 2:2；約一 3:10）；以及 

為了極度地彰顯神的榮耀，我們要反映出他的聖潔品格（參見申 5:11；王上 11:2；代下 19:2；拉

6:21；尼 9:2；賽 52:11；結 36:20；太 5:16；約 15:8；18:17，25；羅 2:24；15:5-6；林後 6:14-
7:1；弗 1:4；5:27；彼前 2:12）。 

 第六條：終止成員身份 

當成員死亡時，教會當視其成員身份自然終止；當有成員自願退出本教會或者加入其他教會時，

其成員身份也被視為終止。成員身份也會因著教會的懲戒而終止（這通常是由長老提議的，但卻

非必須），這懲戒經由任何一次定期成員大會或特別成員大會超過三分之二的與會者投票贊成即

可生效。 

當考慮到推進懲戒程式的條的，或是其他符合聖經的原因時，教會有權柄拒絕一個成員自願的離

會請求或者加入其他教會的請求。 

 第四章：聚會 

第一條：崇拜聚會 

崇拜聚會應當在每週主日舉行，也可由教會決定在周中的某一天舉行。 

第二條：成員會議 



在每次一起聚集時，成員們應當以彼此信任、彼此敞開和彼此相愛的精神進行會議，這是在耶穌

基督的身體裡是合宜的。 

每個月最少要召開一次成員會議，有時候經成員同意可在公共崇拜前後分出一段時間來召開成員

會議。 

由長老團指定的一位長老應作為每次成員會議的主席。長老團有責任監督教會定期召開成員會

議，並且敦促有關責任成員向教會提交會議報告。 

在成員會議召開的通知都下達的前提下，會議的法定人數就是那些出席的成員人數。選票應基於

到場成員的投票數量進行數算。 

一份預算應在每個財年開始後三個月內交由成員會議通過。在預算通過及長老審核前，所有開支

都應歸入上一財年統計。 

在任何定期或特別成員會議中，只要能滿足相關章程規定，就可以選舉教會的職分以填補教會崗

位的空缺。 

特別成員會議可以因長老團的要求而召集，或者由百分之五的投票成員根據明文要求，經由長老

團可召開。任何特別成員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條的應在會議召開兩周內在教會所有的公開崇

拜場合宣佈。在由成員要求召開會議的情況下，長老團應在他們同意該會議召開後的一個月內召

開此會議。 

 第五章：教會職分 

第一條：概括 

教會內符合聖經的職分為長老和執事。此外，本教會還在此章程內設立管理性的崗位，即書記員

和財務人員。不論某職分職責如何，所有職分都必須由本教會的成員擔任。 

 第二條：長老 

教會長老應不少於三人，長老應當滿足提前 3:1-7 和多 1:6-9 中提出的對長老職分的資格要求。長

老不得兼任執事。 

根據會眾的意願，長老應當監管教會的事工和資源。依據徒 6:1-6 和彼前 5:1-4 的原則，長老要花

時間在禱告和話語的服事（教導和勉勵正確的教義）上，並且牧養神的群羊。 

教會應當根據章程對選舉的規定選出有恩賜、樂意在此呼召中服事的弟兄。這些弟兄應被看做是

基督賜給他的教會之恩賜，並被分別成為長老。這樣的印證應當每三年被教會重複肯定。除了主

任牧師或副牧師外，一個長老在連任兩個三年期後，需要在至少一年後才能再度當選長老。 

一個長老的職分可因自願請辭或被動辭退而終止。任意兩名成員若有理由認為一位長老應當被辭

退，他們應當向長老團表達此請求，若有必要也可向全體會眾表達此請求。任何控訴長老的舉動

都要根據我們的主在太 18:15-17 及提前 5:17-21 的教導來執行。在任一教會成員會議上有超過三

分之二的投票同意，即可辭退任意一位長老。 

長老團應承擔如下特殊指責：查驗及教導預備成員，查驗和推薦教會各職分的候選人，監督執

事、教會職員和各委員會的工作，帶領敬拜服事，施行洗禮和主餐，為了教會事工而裝備成員，



勸勉合宜的教義和實踐，勸誡及糾正錯誤，監督教會懲戒的過程，協調及推進教會的各項事工，

動員教會參與普世宣教。長老團應進一步明確擔任教會話語服事的人選，包括那些與我們同有一

樣信仰價值的外請講員。 

長老團可以設立事工崗位或委員會來輔佐他們完成分內責任。長老團也可以提議增設資金以供應

新聘的教會受薪職員。教會主任牧師和副牧師的崗位候選人都應被教會成員認可。任一教會職員

崗位的工作職責及範圍應由改崗位的雇傭負責人來決定。 

長老團在雇傭、監管和評估教會雇員等事務上應有主要的職責。這項職責可根據需要委派給另一

位元教會雇員。 

每年長老團在諮詢執事會和成員的意見後，當向教會提交一份明細預算案。教會應當召開一次特

別的預算討論成員會議來商量此預算案，並且在此討論後召開下一次會議來對此案進行投票。教

會及教會的任意事工，或者教會及事工的代表人，均不得在沒有征得長老團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財

務支出。 

長老團應當選立一位長老會議的主席，並應選立長老中的一位作為會議的主持。為了遵守哥倫比

亞特區非盈利機構的法律，長老團應設立長老中的一位作為教會的法人代表。 

 第三條：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本身應當是教會長老。他應當履行上述第二條中提及的長老的責任，同時教會也認可他

有特殊的恩賜，並呼召他全職承擔講道和教導的服事。 

他的呼召不必屈從於每三年要重新確認長老資格的規定，或在第五章第二條所列舉的對長老的條

件限制。他的呼召須按照第六章第三條來界定。 

 第四條：副牧師 

教會可以呼召其他牧師作為主任牧師的副手。 

副牧師本身應當是教會長老。他應當履行上述第二條中提及的長老的責任，同時教會也認可他有

特殊的恩賜，並呼召他全職承擔講道和教導的服事。 

他的呼召不必屈從於每三年要重新確認長老資格的規定，或在第五章第二條所列舉的對長老的條

件限制。他的呼召須按照第六章第四條來界定。 

他應協助主任牧師履行其正常職責，同時自己也應履行作為牧師的其他職責，或者就如在章程中

所列舉的、或者由教會會眾指派給他的其他職責。 

在主任牧師不在或者無法服事教會的特定時間段內（比如安息休假或者生病），副牧師（們）應

當在長老的監督下承擔主任牧師的職責。 

 第五條：助理牧師 

教會可以呼召其他牧師作為主任牧師的助理，但助理牧師必須只能從教會成員中選出。 

助理牧師本身應當是教會長老。他應當履行上述第二條中提及的長老的責任，同時教會也認可他

有特殊的恩賜，並呼召他全職承擔講道和教導的服事。 



他的呼召不必屈從於每三年要重新確認長老資格的規定，或在第五章第二條所列舉的對長老的條

件限制。他的呼召須按照第六章第五條來界定。 

他應協助主任牧師和副牧師（們）履行各自的正常職責，同時自己也應履行作為牧師的其他職

責。長老團應當界定助理牧師（們）的職責。 

 第六條：主任牧師助理 

長老團可以雇傭職員來協助教牧事工，指派其成為主任牧師助理。雖然根據第五章第二條，這些

職員可以被長老提名經會眾選舉為長老，但他們並不是牧師。 

長老團應指定主任牧師助理（們）的職責。他們應按照長老團的意願進行事奉，雇傭期限為四

年。雇傭期限可經長老團批准後延長。 

 第七條：教牧助理 

主任牧師可以雇傭職員來協助教牧事工，指派其成為教牧助理。雖然根據第五章第二條，這些職

員可以被長老提名經會眾選舉為長老，但他們並不是牧師。 

主任牧師應指定教牧助理（們）的職責。他們應按照主任牧師的意願進行事奉，雇傭期限為一

年。雇傭期限可經長老團批准後延長。 

 第八條：男女執事 

執事的職分在提前 3:8-13 和徒 6:1-7 有提及。教會應根據章程對選舉的要求，選出願意將自己奉

獻給教會服事、並且具有特殊服事恩賜的弟兄和姐妹。這些成員應被視為基督賜給他教會的恩

賜，並被分別成為男執事與女執事。他們被選舉出來後任期為三年，卸任後須至少過一年才能再

度參選。 

男執事和女執事需要照顧成員的暫時需要，致力於公共崇拜的後勤事務，鼓勵並支援那些有能力

幫助他人和有管理恩賜的成員參與服事。 

男執事和女執事應負責接收、保管和支付善款，並根據長老團的要求向他們彙報錢財的使用狀

況，但只向教會報告總體的收支情況。 

男執事和女執事在征得長老團同意後，可設立不受薪的管理崗位或成員委員會來協助他們履行在

教會的職責。 

 第九條：書記員 

書記員的職責是對教會所有定期和特別成員會議進行記錄，以保存成員狀況的精確檔案，並根據

牧師、長老團、執事會、或會眾的要求提供報告。 

書記員應由長老團提名，經會眾選舉後上任，任期為一年。 

在書記員缺席或無法工作的情況下，長老團應指定一名成員來承擔書記員的工作。 

為了遵守哥倫比亞特區非盈利機構的法律，書記員應被聘為教會法人團體的秘書。 

教會書記員應確保所有教會成員能得到本章程最新的修訂版本。 



 第十條：司庫 

司庫不應由在任長老、執事或受薪教會職員來擔任。司庫應確保教會所有資金和債券妥善保管在

銀行、金融機構或者合宜的保險處所中。司庫也應負責提供帳戶餘額、收益和每次成員會議開銷

的常規報告。此職責可經由長老團同意後轉給他人。司庫也應確保完整和準確的收據及支出狀況

記錄在教會的記帳簿上，並要確保有充分的控制措施來保證教會任何職分、職員或代理人都合宜

地使用教會資金。司庫應當就教會所有的收支狀況和財務狀況每年向長老團進行彙報，或根據長

老團的要求隨時進行彙報。 

司庫應當由長老團提名，經由會眾選舉後上任，任期為一年。 

 第六章：選舉 

第一條：原則 

教會選舉的流程需要按照如下原則進行解讀和實施： 

• 確實的禱告，包括個人和群體的禱告，應成為選舉流程必要的一部分； 

• 候選人提名必須要有長老團的支持方能生效； 

• 參與評估所有教會職分候選人資格的教會成員們，應以合宜的恩典、良善和誠實來對待這

些候選人； 

• 選舉流程要反映彼此信任、彼此敞開和彼此相愛的精神，這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身體裡是

合宜的。 

 第二條：對教會職分的選舉 

對教會職分的選舉應在教會成員會議時進行。被提名參選長老、執事、書記員、或司庫的成員名

字應在選舉之前的一次成員會議提交給長老團過條（一般來說，選舉之前的一次會議應至少比選

舉會議提前八周），而選舉應當在會議主席的領導下進行。 

在提名過程中，長老團應尋求一般成員的建議和介入。任何成員只要有理由相信某個被提名的候

選人是達不到其參選職位的資格，該成員就應當向長老團表達這樣的質疑。對候選人參選表示反

對的成員應當盡可能早地在選舉會議之前向長老團表達他們的反對意見。 

會議主席應宣佈教會長老的選舉成立票數為所有票數的 75%。對於其他職分，會議主席應宣佈只

要贊成票數多於反對票數，選舉便成立。棄權票不唱票。 

被選上的人應在選舉後即承擔其參選職分，除非教會特別設定另一日為其參選職分的生效日期。 

 第三條：對主任牧師的呼召 

當教會呼召任何人承擔此職分時，其流程應與呼召長老的基本流程相同。但是，除此以外，教會

應有充分的機會來評估任何可能擔任主任牧師的候選人的講道恩賜，並且在教會表達她對候選人

的判斷之前，必須先從長老團處收到確認：長老團已與此人面談，對此人全心遵從教會的《信仰

告白》和《教會盟約》毫無疑問。注意：某人被提名選為教會成員並被呼召為主任牧師的事情



（有必要的話，若此人已婚，則其配偶被選為教會成員一事也應包括在內）應當在其被提名後的

兩周，並在選舉會議之前，在主日崇拜向教會宣佈。 

 第四條：對副牧師的呼召 

當教會呼召任何人承擔此職分時，其流程應與呼召長老的基本流程相同。但是，除此以外，教會

應有充分的機會來評估任何可能擔任副牧師的候選人的講道恩賜，並且在教會表達她對候選人的

判斷之前，必須先從長老團處收到確認：長老團已與此人面談，對此人全心遵從教會的《信仰告

白》和《教會盟約》毫無疑問。注意：某人被提名選為教會成員並被呼召為副牧師的事情（有必

要的話，若此人已婚，則其配偶被選為教會成員一事也應包括在內），應當在其被提名後的兩

周，並在選舉會議之前，在主日崇拜向教會宣佈。 

 第五條：對助理牧師的呼召 

當教會呼召任何人承擔助理牧師的職分時，根據第六章第二條的規定流程，教會須要求此人被會

眾印證並呼召為長老。然後此人被長老團呼召為助理牧師，在其任其內，按照長老團在特定時間

段內的商定職責進行事奉。 

 第七章：擔保 

第一條：強制性擔保 

如果因為某人是教會的職員、雇員或代理人而被法律訴訟或被指控犯罪，而長老團認定此人（a）
堅持正確的信仰，（b）做出一個謹慎的正常人在類似環境下都會做的選擇，（c）合理地相信他/
她所做之事是為了教會的最大利益，並且找不出他/她的行為是違法的依據，則教會應當為反對此

訴訟提供責任擔保和官司開銷。 

 第二條：寬容性擔保 

在長老認定的前提下，如果某人以正確的信仰行事並且合理地相信他/她所行是為了教會的最大利

益，而且也並非違法的，那麼教會也應為此人提供擔保。 

 第三條：保障程式 

如果實施擔保決定的長老人數達不到法律要求的法定人數，那麼可以由教會成員或成員指定的特

別法律顧問來事實必需擔保決定。 

 第八章：衝突解決 

在相信聖經命令基督徒要盡一切努力來和睦相待，並且要私下活在教會內部解決彼此的衝突（參

見太 18：15-20，林前 6：1-8 等經文）的前提下，教會應要求她的成員根據聖經的基礎原則來解

決彼此的衝突，而不是告到世界的法庭之上。為了忠於這個彼此和睦的呼召，教會應鼓勵成員應

用聖經基礎原則來解決教會與教外之人的衝突，不論是基督徒與異教徒的衝突，還是個人與團體

的衝突。 

 第九章：教會檔的修正 



《信仰告白》和《教會盟約》可被成員會議到場成員的四分之三投票數通過修正案，但前提是這

兩份文件的修正案必須在前一次的成員會議上以書面文件的形式分發給成員，同時應在投票會議

之前的連續兩周在主日崇拜時進行講臺公告。 

此章程可被成員會議到場成員的三分之二投票數通過修正案，但前提是這兩份文件的修正案必須

在前一次的成員會議上以書面文件的形式分發給成員，同時應在投票會議之前的連續兩周在主日

崇拜時進行講臺公告。 

教會書記員應負責將此章程修正後的版本分發給所有教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