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茲華人基督教會會章
第一條款
序言:

1.1

本教會的歷史及演變均記載在利茲華人基督教會團契手冊(英文), 這手
冊是本教會的永久記錄, 會員可以自由參閱.

名稱
1)
教會名稱為“Leed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中文譯名為 “利茲華
人基督教會”, 以下簡稱為“本教會”.
2)
本教會的目標和教義與基督教華僑佈道會認同, 並與佈道會同工, 實
行其使命.
3)

1.2 目標
1)
2)
3)

本教會不屬於任何宗派.

主要是為不同宗派的華人基督徒提供一個屬靈的家.
見証耶穌基督是救主和神, 以華僑為首要對象, 並且幫助他們個別在
基督裏建立信心.
鼓勵信徒們真誠相處, 作主的門徒和事奉主.

1.3 信條
本教會的信條乃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其中包括:
1)
聖經是上帝完全無誤的默示, 乃信徒信仰與生活之最高權威.
2)
上帝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聖父, 聖子, 聖靈合而為一.
3)
自從人始祖犯罪墮落, 世人都有罪性和罪咎, 且在上帝的憤怒和審判
之下.
4)
上帝的兒子道成肉身, 祂捨生的死是惟一救贖人離開罪咎, 懲罰和罪
權勢的方法.
5)
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
6)
必須藉聖靈的工作, 使基督的死對個別罪人產生功效, 令罪人向神悔
改, 並相信耶穌基督.
7)
聖靈居住在信徒心中並作工.
8)
期望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1.4 本教會的信條不可以被更改.

第二條款: 本教會的行政組織
2.1 本教會組織包括有理事會, 之下有多個部門，以推行一些教會特定的事工而
設, 理事會每年需提交全教會之行政組織和架構, 並列明所有理事會成員的
職務.
2.2 理事會負責監管整個教會的運作, 而各部門均隸屬其下.
2.3 各部門委員會地位平等. 在理事會授權下,負責推行與部門有關的活動, 並
且須要定時將進度向理事會報告.
2.4 每一個教會部門需包含以下各類事工:
1) 敬拜事工
2)
3)
4)
5)

祈禱事工
福音與差傳事工
教導與栽培事工
教牧關顧事工

理事會
2.5 理事會成員包括:
1) 牧師
2) 助理牧師
3) 傳道同工
4) 長老 (一位或多位)
5) 執事 (不多於七位)
2.6 理事會職務崗位可包括
1)
主席 (通常在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委派一位長老擔任)
2)
秘書—由一位執事擔任
3)
財政—由一位執事擔任
4)
各部門主管如英文部、粵語部
以上崗位如有空缺, 理事會仍然繼續運作.
2.7 年底時, 理事會會負責委派執行核數工作, 並且在會員大會中向會員匯報有
關財務賬目.

2.8 所有新任執事將會在會員大會中正式被委任。教牧同工及長老之任命另有規
定。
2.9 所有的執事和部門委員會成員必需為本教會會員.
2.10 每一次理事會會議需要至少三份二執事出席方能合法進行.
2.11 所有重要事項均須表決, 並以大多數票作出決定. 為乎合合法慈善社團之法
例，受薪教牧同工沒有投票權,

部門委員會
2.12 教會理事會成員可列席部門委員會會議.
2.13 理事會可以授權部門委員會的會員填補理事會內的空缺.
2.14 每部門委員會不應超過九位成員.
2.15 遇有不同意見時, 須以投票決定, 以大多數票決定. 各部門所作的決定要
在兩週內呈交理事會主席, 理事會有權推翻部門委員會所作的決定.
2.16 只有委員會的會員才有表決權.
2.17 各部門的委員會會議必須有至少一位教牧同工列席方能合法進行. 教牧同
工包括牧師, 助理牧師, 傳道同工及長老.

第三條款: 會員資格
3.1 根據第二條款, 凡重生得救, 經歷過認罪悔改, 信靠主耶穌基督, 並願意遵
守本教會信條和支持本教會目標的基督徒, 不論任何宗派都可以成為本教
會的會員.
3.2 會員須由教會理事會邀請加入, 理事會有權隨時檢討任何會員的會藉, 並且
在合理的理由下,有權終止會員的會藉,理事會在作出最後決定之前, 應讓該
會員有申訴機會.
3.3 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2)
3)

在會員大會中投票
有擔當職位權
以書面向理事會提供建議

3.4 除獲理事會同意外, 會員沒有對外代表本教會的資格.
3.5 會員須履行:
1)
渴慕屬靈的成長和聖潔
2)
實踐肢體間彼此愛心的關顧
3)
在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中出席及投票
4)
透過以下途徑對教會作出支持:
a. 恒常出席及參與教會的敬拜, 禱告和聖餐聚會
b. 在時間, 恩賜和奉獻上對教會委身
3.6 如果會員的生活行為有違反聖經的原則或本教會的信條和目標, 他或她將
會受到愛心的警誡。若然仍不願意悔改,教會會作進一步的紀律處分，理事
會有權解除其會藉.
3.7 已離開有六個月沒有出席本教會任何活動的會員，會自動喪失會藉, 但可向
教會秘書申請成為通訊會員. 若會員未能履行在 3.5 條款中列明的各項要
求, 教會理事會有權審核及徹消其會藉. 但理事會在作出最後決定之先,
必須讓會員知道原因. 而會員亦會在一個月內接獲有關會藉被解除的書面
通知.
3.8 本教會會員可以仍然保留以前所屬教會或團契的會藉, 除非這些教會或團
契的宗旨和信仰, 與本教會持守的有所抵觸.

第四條款: 執事
4.1 “執事”這名稱可適用於男性和女性. 執事被教會認定為在屬靈上作領導的
工作. 而作為執事, 他們必須乎合聖經提摩太前書第三章及提多書第一章
內有關作為執事資格的要求.
4.2 所有執事須經理事會推薦和得到會員的認可. 詳情可參閱會章 4.4.
4.3 理事會不可以有超過七位執事.
4.4 會員大會中執事的委任:

1.
2.
3.
4.
5.
6.
7.
8.

所有執事皆由理事會推薦及委任.
會員可以用書面向理事會提交可被考慮為執事的會員及資料.
在週年大會前四週候選人名單將會在教會公布.
在週年大會前兩週, 教會將要求會員以祈禱守望, 如有意見可以用書面
呈交理事會, 而最後的名單會在週年大會前一週公布.
所有出席的會員須以投票決定執事的委任.
獲得多數票的候選人將被委任為理事會執事.
監票人由理事會委任.
執事任期至少一年,但通常兩年，可以每年檢討.事奉兩年後可以重新在
週年大會中被委任.

4.5 理事會可以在不少於三份二的成員同意下隨時終止任何一位執事的職位.
4.6 任何一位執事若有信仰與本教會的信條有所抵觸, 生活行為沒有遵照聖經
的原則, 或有任何原因而不能積極參與教會生活, 其執事的職位將會被解
除.

第五條款: 長老

(註: 聖經中“監督”與“長老”名稱上可互用)

5.1 長老被本教會認定為屬靈的領導, 他們須要具備聖經提摩太前書第三章及
提多書第一章內提及的屬靈素質.
5.2 長老在本教會擔當牧養和/或行政上管理的監察地位, 忠告教導和領導教會.
5.3 通常長老為恒常出席教會和資深的會員, 被公認為有屬靈深度且對本教會
作出貢獻.
5.4 職位: 長老須經理事會大多數會員同意及在會員大會中被通過委任, 理事會
可每年檢討這職位.
5.5 職位解除: 長老職位的解除是會因: 與本會的信條有抵觸, 生活不履行聖經
原則, 或不能夠積極參與本教會的生活.
5.6 理事會可以在長老中選出一位擔任理事會主席一職.

第六條款: 牧師/助理牧師/傳道同工

(以下簡稱“教牧同工”)

6.1 工作範圍與合同:
教牧同工的工作範圍與合同由理事會與同工之間商議後決定.
6.2 教牧同工會成為理事會成員.
6.3 教牧同工的委任:
教牧同工的委任須得到大部份理事會成員同意, 以及在週年或特別會員大
會中獲得多數會員認同. 而理事會可每年檢討同工的委任.
6.4 教牧同工的停職要得到至少三份二理事會成員同意.
6.5 職位解除與停職:
教牧同工職位解除是會因: 與本會的信條有抵觸, 生活不履行聖經原則, 或
任何原因不能夠積參極與本教會的生活.

第七條款: 物業受託人
7.1 本教會可按以下方式持有任何終身保有或租賃的物業:
a) 不少於四位教會的業權持有受託人名下 (在任何時間若業權持有受託人數目
少於四人本教會在實際可行情況下儘快委任補替的業權持有受託人) ，或
b) 一所信託機構作為本教會的產業管理受託人
7.2 業權持有受託人必須是在本教會或書面認同本教會教義信條的其他教會有
團契生活的基督徒
7.3 委任及撤除個別業權持有受託人或信託機構必須按本會章規定的通知經會
員大會議决
7.4 本教會保障業權持有受託人或信託機構
a) 業權持有受託人或信託機構合法及合理小心地行使的職責
b) 所託管的物業的使費、責任、課稅、保險費及其他保養維修的費用(無論是否
直接與本教會入住該物業有關) 以及因未有提供保險及需要的維修及其後果
c) 行使其合法職責時所付出的費用支出
7.5 本教會可以按本會章規定的通知經會員大會議决旨命業權持有受託人或信

託機構出售、購買、抵押、租賃或交換全部或部分本教會物業

第八條款: 會員大會
8.1 每年三月至四月間會有會員大會.
8.2 根據條款 4.4, 新一屆理事會的執事會在會員大會中被委任.
8.3 理事會在會員大會中向會員作出工作匯報.
8.4 會員大會的議程會在大會該日公布.

第九條款: 特別會員大會
9.1 若在超過半數的理事會成員要求下, 可以召開一個特別會員大會.
9.2 若接獲超過半數的會員要求下, 理事會應在四星期內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9.3 教會文書應通知會員有關特別會員大會的事項.
9.4 任何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須至少有三份二的會員出席方能合法進行.

第十條款: 會章更改
會章的修改必須在會員或特別會員大會中, 得到至少三份二會員以投票方式同
意下方能通過. 任何對會章的修改建議, 必須在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前至少廿一
天, 以書面呈交理事會秘書. 而秘書亦須在會前十四天通知會員會議的詳情和修
改的建議事項. 唯有會章內的本教會信條不可被更改, 並且所有的修改, 必須確
保不會導致本教會在法律上失去作為慈善團體的功能.

第十一條款: 財務和核賬
11.1 每年的賬目應在會員大會中作出匯報.

11.2 理事會每年委派賬目會計員整理賬目，並按有關慈善機構法例要求作出獨立
考核報告。
11.3 如教會收入超過獨立考核的上限, 理事會每年委派核數員核對賬目，並按有
關慈善機構法例要求作出核數報告。
11.4 所有歸入本教會名義的賬目須交與財政, 而財政須將相同的賬目存放入教
會戶口. 另外, 支票須由兩名理事會成員(由理事會指派，通常一位會是財政)
簽署方能有效。

第十二條款: 教會解體
12.1 有關教會解體的特別會員大會, 須於廿一日前通知各會員, 而這決定須要不
少於三份二出席的會員同意.
12.2 教會解體決議會包括本教會產業處理的指示, 教會的債務清理後, 如有產業
餘剩, 則這些產業須移交給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不可分配給教會會員; 若屆
時未能實行, 則可以轉給其它有相同目標的慈善機構.

第十三條款: 其它事項
13.1 本教會的前身被稱為 “利茲華人基督團契”, 直到一九九零年三月四日在會
員大會中通過轉稱為 “利茲華人基督教會”.
13.2 凡這會章沒有包括的事項依照聖經所定的原則處理.
13.3 這會章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六日的特別會員大會中修訂及通過生效.
13.4 這會章會有一份中文譯本, 如譯本與英文會章意思有分別時, 以英文版本為
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