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宣道會之

華人宣道會
( 亦稱「紐約華人宣道會」)

會章附則
採用時間：1999 年修訂版：2019 年草案
第一條 —— 會籍及教會結構
第 1.1 節會友類別
1. 普通會友
凡 (i) 年滿 16 歲，並且 (ii) 在本教會受洗或經轉會手續加入本教會者，皆為基督教宣道會華人宣道會（「教會」）之普
通會友（「普通會友」）。此外，此人應按照宣道會準則接受並通過驗證程序。為進行上述驗證，教牧同工或其指定人員可
以設計並實施會籍班、接納要求或其他合理措施。教牧同工可自行決定是否接納為普通會友。

2. 活躍會友
「活躍會友」是指在最近 9 個月內經常出席紐約華人宣道會任何會眾之每週崇拜活動且出席率不低於 50% 的普通會友（從
該人第 1 次參加紐約華人宣道會開始計算出席情況）。普通會友是否屬於活躍會友，包括考慮特殊情況而放寬條件，應在理
事會的授權下進行（理事會可將這種權力委派給一個或多個活躍會友）。在特殊情況下（包括但不限於：當一位普通會友被
派往外地宣教或臨時搬遷到其他地理區域），未滿足活躍會友條件的普通會友，可透過執事委員會（如下定義）的推薦、取
得理事會多數票後成為活躍會友。為免生疑問，任何根據第 1.2 條暫停或終止教會會籍的普通會友均不得成為活躍會友。

第 1.2 節會籍之終止及暫停
1. 因轉會而終止
普通會友在本教會中的會籍，自他成為另一教會會友之日起永久終止。此類被終止的普通會友根據第 1.1 條的規定，隨
後可能再次成為普通會友。

2. 因紀律處分而被教會終止或暫停會籍
理事會可按照聖經教會紀律，依據本會章附則第十一條的規定，永久終止或暫時中止普通會友在本教會的會籍。

3. 應會友要求

第 1.3 節教會結構
1. 會眾結構
目前，本教會由中文會眾和「三石柱」會眾組成，有一個或多個崇拜聚會（每個均為「崇拜聚會」）。加增新會眾的要
求須經理事會批準，並由教會投票决定。成立一個新的會眾需要有超過半數 (1/2) 的活躍會友就法定人數投贊成票。

2.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須由基督教宣道會的大紐約會區（或其任何繼承當局）委任，並須對該大都會區負責。

3. 理事會
教會應設有理事會。理事會的組成和職責載於本會章附則第三條。

4. 執事會
一旦有足夠的合格候選人，每個崇拜應形成自己的執事會（每位執事應領導一個部們）。執事的組成和職責載於本會章
附則第五條。

5. 教牧同工
「教牧同工」應由主任牧師和主任牧師指定的其他人員（可能是有薪或無薪人員）組成。理事會有權僱用和解僱教牧同
工，但須經主任牧師準予。理事會根據主任牧師的建議，有權任命一個搜尋委員會，以填補任何教牧同工空缺職位，搜尋委
員會應根據本會章附則第 6.2 節成立的特設委員會。教牧同工向主任牧師或其指定人員滙報，並應被看待如長老，長老的主
要事工是傳道和教導，他們因為勞苦配受加倍的敬重（提摩太前書 5:17）。教會的普通會友須以上述經文為據，以增進普
通會友對教牧同工（包括在理事會任職的活躍會友）的尊重和讚賞，包括但不限於考慮教牧同工的薪金及其他報酬。參考基
督教宣道會《會章》第八條。

第二條 —— 會友大會
第 2.1 節普通會友大會
1. 會友大會（年會）
每年都須舉行普通會友大會。除非理事會另有决定，否則應於每年十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年會的時間和地點應給予全
體會友合理的參加機會。每年必須至少舉行一次。每位普通會友均有權出席年會。年會可以審議或者通過下列事項：

(i)
(ii)
(iii)
(iv)
(v)
(vi)
(vii)

理事會向普通會友提交的年度報告
司庫及財務稽核人員向普通會友提交的年度報告
理事會成員的選舉（附有每名選舉提名人的簡介）
本會章附則規定的財務稽核人員和其他職位的選舉
批準教會預算（年會必需）
批准教會方向（年會必需）
以及適合年會上妥善處理的任何其他事務。

2. 特別會友大會。以下情形可召開特別會友大會：
(i) 由理事會提出召開；或
(ii) 由至少三分之一的活躍會友在截止日期內簽署書面請求並提交給理事會。

第 2.2 節活躍會友之職權
全體活躍會友是教會的最高管理機構，受基督教宣道會大紐約會區權力管轄。教會年度預算必須在年會上得到活躍會友
的批準。理事會成員（主任牧師除外）依據授予這些會友的權力任職，並受會友大會的權力管轄。

第 2.3 節 法定人數要求
出席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的人數要至少達半數 (1/2) 的活躍會友，才能構成法定人數。如果未達到法定人數，應將會議
押後並重新安排，並在新會議日期前至少一週發出通知。如果押後之會議召開時仍未足法定人數，至少有 30% 的活躍會友
出席，理事會則可透過多數票决定是否滿足法定人數要求。如果在第一 (1) 次押後之會議未足法定人數，可安排第三 (3) 次
會議，並在新會議日期前至少一週發出通知。如果在第二 (2) 次押後之會議（即第 3 次會議）仍未足法定人數，則理事會可
透過多數票决定是否滿足法定人數要求。

第 2.4 節投票要求
除本會章附則另有規定外，在選舉任何理事會成員或表決任何其他行動時，必須獲得達法定人數之活躍會友投過半數
(1/2) 的贊成票。活躍會友必須年滿 18 歲才能在法律事務上投票（紐約市、紐約州和聯邦法律）進行投票，接受法律審查。

第 2.5 節代理和缺席選票
活躍會友必須出席會議方可投票。不允許代理。活躍會友在會議開始前以電子形式或親自向理事會主席和／或指定人提
交的缺席選票，應計入法定人數，並計入表決。

第三條 —— 理事會
第 3.1 節一般規定
1. 職責
理事會應在教會會友大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之間管理教會事務。理事會各成員對普通會友負有信託責任，並具有普通會友
根據本會章附則委派給他們的權力。

2. 組成
理事會應包括：
(i) 主任牧師
(ii) 教牧同工隊所有其他成員
(iii) 一名文書（如本附則第 8.1.2 節所述）
(iv) 一名財務（如本附則第 8.1.3 節所述）
(v) 一名總務（如本附則第 9.1 節所述）
(vi) 一名拓展統籌（如本附則第 9.2 節所述）
(vii) 一名世界差傳統籌（如本附則第 9.3 節所述）
(viii) 至少一名從各會眾中選出的常任理事
被選出的人數須符合理事會規定的職位數及職責（如本會章附則第 9.4 節所述），應在提名程序之前充分傳達給會眾，
理事會各成員（主任牧師和教牧同工除外），應在活躍會友會議上（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中選出。

3. 代理主席
當主任牧師無法出席理事會會議時，主任牧師可以指定代理主席。在沒有主任牧師委任的代理主席的情況下，理事會可
以選舉一名代理主席。

4. 任期限制
在年會上選出的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在特別會友大會上選出的理事會成員任期至該職位的原任期結束。
(i) 當選的理事會會員不得連續任職超過兩 (2) 屆。在兩 (2) 屆任期結束後，該會友在未來 6 年內不得擔任任何理事
會職務（2 屆），退任的 1 年內不得擔任任何長老／執事職位。
(ii) 在 12 年期限內，任何會友均不得在執事會任職超過 6 年。
(iii) 任何會友不得同時擔任理事會和執事會成員。

5. 教牧同工
理事會成員如果也同時是教牧同工，只要該會友繼續擔任教牧同工便可繼續擔任理事會成員。

6. 會議
理事會應根據由理事會的決定舉行定期會議。理事會特別會議可由主席召開，或由半數 (1/2) 以上的 理事會成員的書面
請求召開。所有有職位的事奉人員和委員會均受理事會的權力管轄。每次會議後，須向教會提交報告。

7. 法定人數和投票要求
至少三分之二 (2/3) 具投票權之理事會成員出席理事會會議，才能構成法定人數。

8. 投票要求
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必須取得 50% 具投票權之理事會成員的贊成票。

第 3.2 節教牧同工投票
教牧同工（包括主任牧師）在理事會審議的每個事項中可投的票數不得少於總票數的 20% 不得超過總票數的 30%。有
權就理事會會議審議的事項進行表決的教牧同工，應由主任牧師在會議開始前决定。主任牧師在所有事務上擁有否決權，但
不包括與自己直接相關的事項（即薪金、福利等）。

第 3.3 節教會長老之職權
理事會成員應承擔教會長老的責任，因此須遵守本會章附則第十二條。理事會應與主任牧師一起監督教會的靈性事工。
理事會應為紀律委員會，遵循《宣道會手册》所定的紀律、挽回及上訴統一政策。他們的主要職責包括：監督（徒 20:2831）、牧養教會（徒 20:28；彼前 5:1-3）、教導（多 1:9）、祈禱醫治（雅 5:14）、代表會眾（徒 11:30）和作出政策決定（徒
15:6,22）。

第四條 —— 執事會
第 4.1 節 組成
每個會眾的執事會應由執事和監督他們的教牧同工組成。主任牧師 會擔任各執事會的主席，或委任負責該會眾的教牧
同工為主席。翌年的會眾執事應在年首前至少一 (1) 個月選定。

第 4.2 節職責
各執事會應協助其會眾的教牧同工發展該會眾。每一位執事應負責管理和分配及資源給其會眾中各崇拜聚會，並負責監
督各職能委員會。

第 4.3 節執事之職權
就《宣道會手册》而言，除教牧同工以外的執事成員不得行使任何長老權力，但應為《提摩太前書》3:8-13 中規定的執
事。執事成員應符合本會章附則第十二條規定的執事資格。

第五條 —— 執事
第 5.1 節 職責、組成和資格
1. 組成
執事的組成和職能由各會眾執事書面確定，並經教牧同工批準。

2. 任期限制
執事的任期為 2 年。每位執事的任期不得連任超過三 (3) 屆的兩 (2) 年任期。連任規則：
(i) 在三 (3) 屆任期結束後，該會友在接下來的六 (6) 年內（時長為 3 屆），不得擔任任何執事職務，且在接下來的
1 年內不得擔任任何理事會職務。
(ii) 在 12 年期限內，不得在執事會任職超過 6 年。
(iii) 不得同時擔任理事會和執事會成員。

第六條 —— 其他委員會
第 6.1 節 特設委員會
特設委員會可由活躍會友透過年會、特別會友大會任命，或由理事會委任。

第 6.2 節 理事會提名委員會
關於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的理事會提名委員會應按照本會章附則第 7.1 節的規定成立。理事會提名委員會應在本會章附
則第 2.3 節規定的法定人數要求得到滿足、並對其提名人進行投票的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之後立即解散。

第 6.3 節 執事提名委員會
執事提名委員會由各會眾組成。執事提名委員會應在本會章附則第 7.2.5 節規定的法定人數要求得到滿足、並對其提名
人進行投票的大會（如下定義）之後立即解散。

第七條 —— 提名及選舉程序
第 7.1 節理事會提名及選舉程序
1. 公告選舉的理事會職位
理事會應於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三 (3) 個月前，向活躍會友公告其擬選舉之職位。

2. 成立理事會提名委員會
如獲提名為理事會成員，則應在公告年會 / 特別會友前，成立理事會提名委員會。

3. 理事會提名委員會之組成
每個理事會提名委員會應包括：
(i) 主任牧師 ( 或其代表 ) 為主席
(ii) 兩 (2) 名任期未滿的現任理事會成員
(iii) 所有任期未滿的常任理事
理事會提名委員會的人選不得被正式提名（且不得公佈），除非該人已根據本會章附則第十條被確認有資格作侯選人。

4. 委員會提名程序
在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召開五 (5) 週前，理事會提名委員會應向會友公告各擬選職位至少一 (1) 位候選人。

5. 會友提名
活躍會友可以在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上提名理事會職位的候選人。必須經被提名人同意及獲得至少二十五 (25) 名活躍
會友的簽名支持。藉此方法提名的提名人簡介必須在審議該提名人的年會召開前至少三 (3) 週，以書面形式提交給理事會提
名委員會主席。收到提名後，將根據本會章附則第十條進行核查，以確定是否符合當選理事會成員的資格。

6. 所需投票
獲正式提名為理事會成員的人，只有當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滿足本會章附則第 2.3 節規定的法定人數，並且獲得 50%
以上的活躍會友的贊成票後，才能當選。當有 3 名或以上被提名人競選同一職位時，每個活躍會友最多只能投兩 (2) 張單獨
票給兩位侯選人（例如：在 3 名被提名人中投 2 票）。兩票不能投給同一個被提名人。得票最多的兩個人將進行決選，每
個活躍會友投一 (1) 票。最後表決須取得超過 50% 的贊成票。

7. 教牧同工
為免生疑問，教牧同工不受本條所訂的提名及選舉程序約束。

第 7.2 節執事提名及選舉程序
1. 公告選舉的執事職位
會眾應於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三 (3) 個月前，向活躍會友公告其擬選舉之職位。

2. 成立執事提名委員會
各會眾的執事提名委員會應在選舉相關執事成員的會議召開之前成立。每個執事委員會都可以决定其會眾所需的執事提
名委員會的人數。

3. 執事提名委員會之組成
每個會眾的執事提名委員會應包括 (i) 牧師担任當然主席，及 (ii) 由各崇拜聚會之活躍會友中選出的至少 1 名活躍會友，
以及至少 1 名執事成員（活躍會友及執事代表的數目應平等）

4. 提名程序
執事提名委員會的選舉程序，應由負責相關會眾的教牧同工合理、誠信地確定。委員會應在會議投票前至少五 (5) 週，
向各會友宣佈各職位的提名人。

5. 驗證被提名人資格
執事提名委員會提名的人選不得被正式提名，除非該人已根據本會章附則第十條被確認有資格參加執事選舉。

6. 所需投票和表決程序
必須有至少一半 (1/2) 的活躍會友出席大會才能構成法定人數。會眾執事成員的選舉須由定期參加該崇拜聚會的活躍會
友投票。會眾執事成員的選舉，必須取得該會眾崇拜聚會所投 50% 以上的贊成票。當有 3 名或以上被提名人競選同一職位
時，每個活躍會友最多應投兩 (2) 張單獨票給兩位侯選人（例如：在 3 名被提名人中投 2 票）。兩票不能投給同一個被提名
人。得票最多的兩個人將進行決選，每個活躍會友投一 (1) 票。最後表決須取得超過 50% 的贊成票。當有兩 (2) 名或以上被
提名人時，棄權不計入投票。

7. 執事選舉會議通知
會議通知應至少在會議召開前兩 (2) 週發出，通知中應列出每個職位的被提名人。

8. 會友提名
活躍會友可以在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上提名執事職位的侯選人，必須被提名人同意，由活躍會友提出及必須獲得至少五

(5) 名活躍會友的簽名支持。藉此方法獲提名的提名人的簡介必須在審議該提名人的年度會議召開前至少三 (3) 週，以書面
形式提交給理事會提名委員會主席。收到此類提名後，將根據本會章附則第十條進行核查，以確定是否符合當選理事會成員
的資格。

9. 確定常規出席人數
就本附則第 7.2 條所規定的所有目的而言，負責崇拜事奉的教牧同工應憑誠信決定誰是定期參加各崇拜聚會的會友。

第八條 —— 教會職員
第 8.1 節下列人士為教會職員：
1.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負責監督本教會。擔任治理組織的當然主席，除非他 / 他們選擇按照宣道會 會章第六條的規定行事。他 / 他們
應主持教會會友的所有定期或特別會友大會。他 / 他們是所有教會委員會和組織的當然成員。當會友沒有牧師時，治理管理
局的主席或代理主席應與地區主管一起監督本教會。如法律有規定，則主任牧師須擔任本教會的主席。

2. 文書
文書應保留會友大會記錄，並按照治理組織的指示負責本教會的通信工作。文書應出席並保留當地教會會章附則中規定
的其他會議記錄。

3. 財務
司庫須負責收取本教會的所有款項，並須按照當地教會會章附則所指明的管治當局的命令，負責支付所有帳單，妥善備
存所有交易的帳簿紀錄，並將已取消的付款憑單及收據存檔。治理組織須决定在何處存放本教會的基金。除經治理組織批准
外，不得向會友索取任何奉獻。

第 8.2 節
教會職員在任職期內是教會的受託人（主任牧師、文書或司庫）。

第九條 —— 理事會某些會友的職責
除作為教會長老的基本職權外，理事會的某些成員也應承擔具體責任。對於主任牧師、文書和司庫職位，請參照會章附
則的第八條。

第 9.1 節 總務
總務應負責教堂建築、土地及其設備的整體安全和維護。總務應協助遵守與教堂物業有關的所有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法
規，包括遵守《美國殘疾人法》和環境保護部、建築部門、以及衛生委員會的法規。總務可任命教會其他會友協助設施管理
事工，但須經理事會批準。

第 9.2 節 拓展統籌
拓展統籌應負責教會的建築工程、社區推廣和教會植堂。拓展統籌可任命教會其他會友協助拓展事工，但須經理事會批
準。

第 9.3 節 普世界差傳統籌
普世差傳統籌應負責協助教牧同工鼓勵並支持教會會友參加世界差傳活動，包括規劃和促進差傳年會，招募傳教士候選
人，促進對基督教宣道會全球事工的經濟和禱告支持。普世差傳統籌可任命教會其他會友協助世界差傳事工，但須經理事會
批準。

第 9.4 節 全體會友代表
全體會友代表的職責應由理事會確定。其中一些職責可能包括以下內容（參考本會章附則第 3.1.2 節）：
(i) 領袖發展統籌
(ii) 理事會與執事之間的聯絡
(iii) 科技設施統籌
(iv) 教會同工的薪金和福利
(v) 社會公義拓展
(vi) 社區 / 公共公關事務
(vii) 善行 / 仁慈事工
(viii) 教會監測 / 評價分析
(ix) 兒童事工統籌

第十條 —— 資格
第 10.1 節成員資格要求
1. 理事會成員
若要擔任理事會成員，該人必須在其理事會成員任期開始之日起， 至少連續四 (4) 年是活躍會友。

2. 執事成員
若要擔任執事，該人必須在自其執事成員任期開始之日起，的至少連續兩 (2) 年是活躍會友。

第 10.2 節靈性和聖經要求
本教會希望堅持聖經教導中對教會領袖資格的要求（提摩太前書 2 和 3 章，提多書 1:5-7）。因此，履行長老職責的理
事會成員，應遵守提摩太前書 3:1-7 和提多書 1:5-7 的要求。履行執事職責的執事成員，應遵守提摩太前書 3:8-12 的要求。
教會也渴望遵守基督教宣道會關於婦女參與事工作的政策，這些政策均符合聖經（提摩太前書 2:8-15）。人們認識到，凡
人皆有罪（約翰福音 1:8），前幾句中所表達的要求應根據人類罪性的本質來解讀，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每一個基督徒都
希望通過聖靈的力量，更靠近基督。根據《宣道會手冊》H1 章——教會行政組織聲明，第 4 條——組成行政組織，d. 當
地教會規定，本會章附則應受以下原則約束：「婦女可在當地教會履行主任牧師及長老選擇委託她們的一切職能，只要這些
職能符合《認可教會統一章程》，並可適當地從事除涉及長者權力以外的任何類型的事務。」

第 10.3 節
在本會章附則或任何其他教會文獻、資料或其他陳述中使用陽性、陰性或中性術語，不得視為支援對本會章附則或任何
其他此類文獻、材料或其他任何陳述的與前句所述條款中所述的政策不一致的解釋。

第十一條 —— 紀律程序
教會應遵守《宣道會手冊》E7 章——關於教會紀律的統一紀律、挽回及上訴統一政策。調查、紀律、聽證、懲罰、上
訴和挽回程序，應以聖經中有關教會紀律的原則為基礎，並應反映出對主的真理、公正和聖潔的尊重，以及基督對其教會的
愛。

第十二條 —— 修改
只有在滿足第 2.3 節規定的法定人數的年會或特別會友大會上取得超過三分之二 (2/3) 活躍會友的贊成票後，方可修改
本會章附則。

第十三條 —— 衝突，版本
如本會章附則與教會章程或基督教宣道會之政策、規則、手册、程序及構成檔案有衝突，則應該以《教會章程》或此類
政策、規則、手册、程序及構成檔案為準。本會章附則的任何翻譯版本僅出於方便使用之目的，本會章附則的英文版本才具
有任何效力。

第十四條 —— 解釋
理事會對本會章附則的任何章節、小節或部分擁有最終解釋和／或澄清權。

（紐約華人宣道會的章程附則中文版，是從英文翻譯，應以英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