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锡菲华人基督教会会章 
 

序文 

 

锡菲华人基督教会的前身为锡菲华人基督徒团契。该团契靠着上帝的恩典，并在当时之曼彻斯

特华人基督徒团契，伯明翰华人基督教徒团契及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支持及鼓励下，创始于一

九七二年，我们将继续与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及其他华人教会及团契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众锡菲华人基督教会会员，相信救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中所吩咐

我们的宣道与门徒造就的双重使命。虽然基督教目前存有宗派之别，我们了解这使命若要在华

人中传开，就须超越宗派争论，所以我们强调本会为不分宗派之教会。 

 

我们持定圣经乃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信心及行为的最高权威，我们也印证教会日常生活应受圣

灵的能力，仁爱及纪律所节制。 

 

第一条款：本会名称和会章大纲 

  

1.1  名称：锡菲华人基督教会，以下简称『本会』。 

 

1.2 本会会章，以下简称『会章』，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若两者意义有异，以英文版为

准。 

 

1.3 本会章条款如下： 

第一条款 ： 本会名称和会章大纲 

第二条款 ： 本会目标 

第三条款 ： 本会信条 

第四条款 ： 教会圣礼 

第五条款 ： 本会组织 

第六条款 ： 本会会员 

第七条款 ： 教会议会 

第八条款 ： 议会成员 

第九条款 ： 事工职员会 

第十条款 ： 部门委员会第 

第十一条款 ： 附属小组 

第十二条款 ： 会员大会 

第十三条款 ： 财政 

第十四条款 ： 信托理事会 

第十五条款 ： 其他事项 

 



2 
 

 

第二条款：本会目标 

 

2.1  广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以锡菲及邻近一带的华人为主要对象； 

 

2.2  促进在全世界完成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宣道及门徒造就的双重使命； 

 

2.3  经常聚集一起敬拜，祈祷，研读上帝的话语及团契交通； 

 

2.4  实行在信心，爱心，真理上彼此鼓励及建立，见证基督； 

 

2.5  在教会内发展对周围社区积极的社会关怀； 

 

2.6  并与其他有同一方向及信仰的教会和机构合作，尤其是与本地教会，基督教侨布道

会，及其他华人基督教会与团契合作。 

 

第三条款：本会信条 

 

3.1  圣经乃上帝完全无误的默示，乃信徒信仰与生活之最高权威； 

 

3.2  圣父，圣子，圣灵为合一，权能及恩惠之三一真神，真理之启示者，天地万物之创造

者，主宰者，救赎者及审判者； 

 

3.3  人类及上帝所创造，有上帝的形象样式，嗣因犯罪堕落，全人类皆有罪性及罪咎，完

全无力自救，常在上帝的震怒和审判之下； 

 

3.4  主耶稣基督为上帝所独生道成肉身的儿子，其代赎之死一次献上之赎罪祭，为全人类

之罪咎及其刑罚成就了完全永远有效之救赎； 

 

3.5  罪人之称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并因信那钉死且从死里复活，给予信徒新生命的耶稣

基督； 

 

3.6  圣灵为信徒的保惠师，在信徒中居住，光照并彰显上帝的权能，使徒重生及成圣； 

 

3.7  所有信徒皆为祭司，教会由信徒组成，为基督的身体，乃合一，圣洁，普世及使徒信

仰的； 

 

3.8  主耶稣基督亲自在能力和荣耀中再临，施行末日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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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款：教会圣礼 

 

4.1  本会相信及持守主耶稣基督设立之信徒水礼及圣餐这两个圣礼。 

 

4.2  水礼是信徒在上帝及人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其个人救主的见证。所有信徒皆应接受水

礼，本会采用成人浸礼仪式，在特殊情况下，本会可酌定施行滴礼。 

 

4.3  圣餐乃记念主耶稣基督为人类而死，本会鼓励凡曾受水礼之信徒领受圣餐。 

 

第五条款：本会组织 

 

5.1  本会由教会议会治理。教会议会向会员大会负责。 

 

5.2  教会议会由事工职员会，部门委员会及附属小组协助完成其职事。 

 

5.3  会众应以群体行动建立教会，以完成宣道及门徒造就的双重使命。 

为达成此目标，本会设： 

粤语事工 ----- 以粤语民众为对象 

英语事工 ----- 以国际留学生及其家人，及本地英语民众为对象 

华语事工 ----- 以华语民众为对象 

司礼部  ----- 负责崇拜圣工 

教育部  ----- 负责教育 

资源部  ----- 负责本会资源 

 

第六条款：本会会员 

 

6.1  任何成人若己接受耶稣基督为其个人救主，己接受水礼，且同意持守本会会章，即可

申请加入本会为会员。 

 

6.2  欲加入本会者，须经常参加本会之聚会至少三个月，并填写申请表，再经教会议会同

意。 

 

6.3  本会会员在会员大会中有表决权，并可出任教会议会，粤语事工，英语事工，华语事

工，各部门及附属小组等委员。同于一家庭为直系亲属者不得在议会中事奉。本会会

员亦不应同时兼具有本区其他教会之会借。 

 

6.4  本会会员应持守本会信条，积极支持本会目标，经常参加各项聚会，追求个人在圣洁

中成长，以爱心与关怀促进会员之间的福利，敬虔管理时间，才能和金钱，并出席会

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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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本会会员若自愿退出本会，应以书面通知教会议会。 

 

6.6  凡会员因长期迁离锡菲及其邻近之区域，致未能履行其权责者，其会借应以其离开之

日起终止并将其名转入『锡菲华人基督教会通讯会员』名册，作为保持联络之用。 

 

6.7  如会员无充份理由停止出席本会一切聚会一年，或连续三次不出席本会之会员大会，

对本会书信联络及探访无回应者，应经教会议会通过作自动退会论。 

 

6.8  如本会会员，其言语行为有违上帝圣言及本会信条者，应以爱心相规劝之，并可中止

其会借，如其仍不悔改者，应经教会议会通过，得开除其会借。 

 

第七条款：教会议会 

 

7.1  教会议会是本会主要治理机构，以下简称『议会』，其任务如下： 

 

7.1.1 发展及推行本会整体及个人长进的长远计划； 

 

7.1.2 策划和推行群体或全会众的主日崇拜及在教会中上帝话语的教导； 

 

7.1.3 负责本会人事，财政，对外关系和通讯往来等行政事务； 

 

7.1.4 监督属下各事工及各部门所负责之工作； 

 

7.1.5 按本会会章，订立附则及规条以利圣工之进行； 

 

7.1.6 维持本会秩序和纪律。 

 

7.2 议会的成员如下：牧师，助理牧师，长老，执事，传道。 

 

7.3 议会每年互选下列职位：主席，财政，文书，各职任期均为一年，连选得连任，惟连

任不得超过个三期。 

 

7.3.1 主席负责准备议程，召开及主持议会和会员大会，并协调其他议会委员共策

圣工。 

 

7.3.2 文书负责议会会议记录及常务会议记录；对内通告；对外通讯往来；登记表

册，及保存本会文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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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财政负责财务，包括金钱出纳，公款保管，登记本会进支账目，审核预算及

决算本会财政，每季提供报告，并于会员大会中提供全年报告。议会财政不

能同时担任事工财政。 

 

7.4 议会每季最少开会一次。 

 

第八条款：议会成员 

 

8.1 牧师，助理牧师，长老之委任，按照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至七节和提多书一章六节至九

节之圣经原则。 

 

8.1.1 牧师及助理牧师为受薪职，牧师以按立者为宜，在聘任，续聘或解除其职

任，以及其等之服务条约等事上，须由议会推荐，再经会员大会批准，牧师

或助理牧师之任期以五年为限，期满后可重新聘任，一经聘任， 牧师和助

理牧师及其妻子即自动成为本会会员，直至其离职时为止。 

 

8.1.2 若委任长老，于任何时间内，受委之人数应最少两位为合宜。长老于受委任

之前应已为本会会员最少三年，并曾在执事之岗位上事奉而表现良好者，其

中一位长老由议会委任为议会主席，任期不逾一年。长老之委任，续任或解

除职任均由议会推荐，再由会员大会批准，任期不逾五年，期满后可重新委

任。 

 

8.2 牧师，助理牧师，传道，长老负责宣扬上帝话语及牧养工作，执行属灵权柄，促进会

员灵命，维持本会秩序和纪律，以及维护本会之信仰。 

 

8.2.1 牧师负责宣讲和教导上帝之话语；促进本会灵命发展，主持本会圣礼，婚

礼，丧礼和其他有关礼仪。 

 

8.2.2 助理牧师协助牧师，并在牧师缺如下，由长老佐助其代理牧师职务。 

 

8.2.3 长老负责维护信仰，维持秩序及纪律。长老也协助牧师，并在牧师缺如时，

确保其职务之执行。 

 

8.2.4 传道协助牧师或助理牧师，并在牧师或助理牧师缺如下，由议会之指示下执

行其职务。 

 

8.3  若未有适当人选，牧师，助理牧师，传道、长老之所有或任何职位都可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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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执事之委任按照使徒行传六章一节至七节和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至十三节。当年所需人

数须由议会提议。执事由会员大会委任，任期不逾二年，期满后可重新委任。若要解

除执事职任，须由议会提议，经会员大会批准后执行。 

 

8.5  执事负责本会一般行政事务，由议会个别地委派担负下列职位：议会主席（若长老缺

如），议会文书、议会财政、粤语事工主席、英语事工主席、华语事工主席、司礼部

长，教育部长，资源部长，及在本会中议会认为有需要之其他职位，任期为一年。 

 

8.6  传道为本会之受薪职员或宣教团体之全职人员。曾受正规神学训练。应为灵命成熟之

信徒，有好名声，并对本会事工有负担者。传道由议会督导，协助议会执行其职责，

在聘任、续聘、或解除其职任，以及其等之服务条约等事上，须由议会推荐，再经会

员大会批准。传道之任期以三年为限，期满后可重新聘任，一经聘任，传道及其配偶

即自动成为本会会员，直到其离职时为止。 

 

8.7  教会干事为本会受聘职员。应为成熟之信徒，有好名声。教会干事由议会直接聘请及

督导，协助议会执行其职责。聘任期一年，期满后可重新聘任或续约。 

 

第九条款：事工职员会 

 

9.1 各事工的主要行政机构为该事工职员会。该职员会向议会负责，并在向议会的咨询

下，负责下列职务： 

 

9.1.1 计划及推行该事工的宣道、门徒造就以及其他事工； 

 

9.1.2 管理事工财政，往来通讯及其他事务； 

 

9.1.3 促进和支持本会的事工。 

 

9.2 事工职员会设如下各职，主席，栽培，文书，财政，布道。由议会委任，任期不逾一

年。惟不得连任超过三期。 

 

9.2.1 主席负责协调各项圣工，召开及主持会议，并预备议程。 

 

9.2.2 栽培负责信徒造就及跟进工作，并协助主席。在主席告假时代行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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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文书负责会议记录，内外通讯及各项文件。并协助议会文书执行其职务。 

 

9.2.4 财政负责全年预算及登记进支账项，并提交每季及全年财政报告。并协助议

会财政执行其职务。 

 

9.2.5 布道负责策划及实施传福音事工，并在事工内促进对普世宣教事工的关怀及

支持。 

 

9.3  各事工可设顾问一人，可由以下人仕出任：本会牧师，助理牧师，长老，或本地教会

对华人事工有负担并有好名声之成熟信徒。顾问由各该事工提名，经议会委任，任期

一年。期满后可重新委任。 

 

9.4 事工职员会每月最少开会一次。 

 

第十条款：部门委员会 

 

10.1 本会各部门的行政机构为各该部委员会。各委员会向议会负责，在与议会咨商下执行

各该部计划， 管理各该部财政，并促进及支持全教会之生活与事工。 

 

10.1.1 司礼部负责计划，协调圣乐，传译，庶务，及其他与崇拜礼仪有关之工作，

督导乐师，传译员，司事，及其他事奉者。 

 

10.1.2 教育部负责本会主日学，青少年组及成年组，计划及协调基督教教育及其他

教育事工，督导主日学教师，青少年组导师，成年组导师及其他事奉者。 

 

10.1.3 资源部负责管理本会物业，器材，图书，出版及其他资源，督导舍监，图书

管理员，刊物编辑及其他事奉者。 

 

10.2 各委员会成员包括部长一人，副部长二人，由议会委任，任期不逾一年，连选得连

任，惟不得连任同职超过三期。 

 

10.2.1 部长负责召开本部会议，预备议程，并协调本部同工共策圣工。 

 

10.2.2 副部长协助部长，分别负责该部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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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各部其他同工，均由其本部部长提名，再由议会委任，每一任期最长为一年。 

 

10.4 各部设顾问一职，由议会委任牧师，助理牧师或长老中一人出任，任期一年，期满得

续委。 

 

10.5 各委员会每月开会最少一次。 

 

第十一条款：附属小组 

 

11.1 议会、事工职员会或部门委员会在必要时可组附属小组，以便达成教会之目标及进行

其事务。 

 

11.2 附属小组之章则由议会、有关职员会或委员会指定，由其 成员主持。会员中之适当

人选皆可委任为组员。 

 

11.3 各附属小组应按时向议会作详尽之报告。 

 

第十二条款：会员大会 

 

12.1  本会的会员大会有：年会、常会及临时会。 

 

12.1.1 会员年会于不迟于每财政年度之第二月份召开。会中接纳及通过议会之常年

报告，接纳教会核数师报告及通过来年度预算，并讨论其他事项。 

 

12.1.2 会员常会于每财政年度中召开，供会员回顾和讨论教会生活与事工。 

 

12.1.3 如遇有任何紧急事项，临时会员大会可由会员向议会要求召开。惟需有不少

于四分之一会员附议，并以书面提交议会。在有需要时议会亦可召开临时会

员大会。 

 

12.2 会员大会由议会召开。议会文书须于会前至少十四天发出议程。会员若提出任何讨论

事项，需有不少于十份之一会员附议。并须于会前最少七天书面提交议会文书。 

 

12.3 会员大会之法定人数为不少于登记会员人数之半。若法定人数不足，议会可将会期延

迟最少十四天，并于会前最少七天以书面知会各会员，而出席该会之任何人数，即为

法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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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表决事项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会员须亲自投票。票面应写『赞成』，『反对』或『弃

权』方为有效。除修改会章外，任何事项取得出席人数一半以上赞成即可通过。惟委

任牧师、助理牧师、传道及长老， 则需取得不少于出席人数三份之二赞成方得通

过。 

 
12.5  监票应由牧师、助理牧师、长老或议会主席担任。 

 
12.6 周年会员大会后，在一个月以内，卸任职员须将全部工作及责任移交与接任职员。 

 
第十三条款：财政 

 
13.1  本会经费来源由会员或会友乐意奉献。本会应注册为慈善团体。 

 
13.2  财政年度由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13.3 本会之账目须在财政年度终结后，由本会核数师审核。核数师由议会提名，再经会员

大会通过，委任不超过三年，期满后可重新委任。 

 
第十四条款：信托理事会 

 
14.1 议会主席、文书及财政为本会之信托理事会。 

 
14.2 信托理事会负责本会一切产业之保管。任何关于本会产业之租赁，购买，发展，抵

押，作重大改建或出售，须由理事会推荐，再经会员大会通过，向慈善团体专员申请

而按照当时法例获批准者，方得执行。 

 
14.3 若教会停止运作，教会须由会员大会通过解散，并授权信托理事会执行保存本会一切

产业，或将之赠与一个或数个基督教慈善团体。 

 
第十五条款：其他事项 

 
15.1 本会章除第二，第三，第四各条款不得修改，其他各条款有未尽善之，得在会员大会

中，取得不少于出席人数三分之二赞成，而又不致令本会停止为法定慈善团体者，即

可修改。 

 
15.2 凡本会章未经规定之事项，均依圣经原则办理之 。 

 
15.3 本会章于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经会员临时会议通过施行，并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二日会

员临时会议，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七日，二零零零年二月廿七日，二零零五年二月廿七

日会员年会，及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会员临时会议通过修改。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