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訂日期:5月 15日 2014年 

 

1 

經修訂與重述的 

財團法人印城華人教會 

章程 
 

第一款 

名稱 

 

第一條  名稱：本教會的名稱為財團法人印城華人教會(亦稱為“印城華人教會”或

“教會”)。 

 

第二條  主要辦公地址和代理人：教會在印地安那州擁有永久註冊位址（或稱為主要辦

   公地址）。長老會可以決定在印地安那州內或州外其他地方設立教會辦事處。

    教會還應在印地安那州設置一註冊代理人。 

 

第二款 

信仰宣言 

 

第一條 我們相信獨一的真神，永存上帝，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同尊，同權，

 同榮。 

第二條 我們相信新舊約全本聖經乃神所默示，原版聖經完全無誤，是信仰與生活至高

 無上的權威。 

第三條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由聖靈感孕，從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是完全神，也是完全

 人。 

第四條 我們相信人是照著神的形象而被造，因犯罪帶來肉體的死，也帶來靈性的死，

 就是與神隔絕，從此人生而有罪，並且那些已達可負道德責任之人，在思想、

 言語和行為上也都有罪。 

第五條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根據聖經，祂代替世人的罪成為贖罪的

 犧牲，為要使一切信祂的人因祂流出的寶血而得以稱義。 

第六條 我們相信主那帶著釘痕的身體從死裡復活，如今在天上做我們的大祭司與中

 保。 

第七條 我們相信聖靈的神性與位格。 

第八條 我們相信只要憑著信心，接受救主耶穌基督，聖靈便重生了我們，成為神的兒

 女。 

第九條 我們相信救主耶穌基督的第二次再來。 

第十條 我們相信無論義與不義人，身體都將復活，得救的人將擁有存到永遠的福祉，

 迷失的人卻只有永無止盡的刑罰。 

 

第三款 

會籍 

 

第一條  每一位重生得救並接受洗禮之基督徒皆可申請成為本教會會員。會員資格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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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另訂之。會員大會宜定期召開。 

 

第二條  會員資格﹕ 

(a)憑信心承認主耶穌是拯救我脫離罪的救主。 

(b)已經受洗並同意第二款所列之信仰宣言。 

(c)連續六個月且持續參加印城華人教會崇拜聚會。 

(d)參加教會會籍班或一系列的會籍課程 

(e)年滿十八歲。 

 

第三條  會籍程序 

申請入籍本教會，所有未來會員均需按以下程序﹕ 

(a)填寫本教會所提供之申請表，完成教會會籍班課程。 

(b)經例行長老會會議中至少三分之二長老同意批准。 

(c)在主日崇拜時介紹與會眾。 

(d)列名於會員名冊中。 

 

第四條  會員權利 

(a)選舉權﹕會員有參與選舉長老，執事，主領牧師，教牧人員之權。不活動

會員除外。 

(b)被選舉權﹕本會會員行事為人合乎聖徒之規範，肯忠心事主者，可被選為

長老或執事。長老須合乎本章程第五款所列之規定，執事須合乎本章程第

六款所列之規定。不活動會員除外。表決權﹕會員有表決會員大會中各項

議案之權力。不活動會員除外。 

 

第五條  會員職責 

   會員必須遵守以下的職責 

(a)遵守本教會所訂之組織法及章程。 

(b)參加主日崇拜、主日學、主餐禮、禱告會、查經聚會、佈道會以及其他教

會經常及特別活動，以達聖徒在靈裏相交、在愛中建立、廣傳福音真理。 

(c)協助本教會各項聖工之推展。 

(d)遵守十一奉獻之教訓，以支持本教會各項聖工為優先。 

 

第六條  不活動會員：未出席教會活動達六個月者定為不活動會員，不活動會員不得成

 為教會各項行政職務，長老，執事，及教牧人員之候選人，亦無權在教會事務

 或選舉中投票。不活動會員可區分為自願不活動會員及非自願不活動會員。自

 願選擇不參加教會活動者為自願不活動會員。由於工作調動或對外宣教事工等

 原因，以致不克參加教會活動者為非自願不活動會員。對於自願不活動會員恢

 復為活動會員需六個月之“等候期”，在這段期間，此不活動會員必須固定參

加教會活動。非自願不活動會員則無等候期之限制。自願不活動會員在六個月

 等候期後，以及非自願不活動會員均需要在長老會中由長老投票至少三分之二

 通過後得以恢復其活動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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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會籍轉移：會員提出申請並經主領牧師推薦，長老會通過後得以取得由執事會

   會秘書署名發出之會籍轉移信，轉到其他具有正確信仰之基督教會。 

 

第八條  懲戒：長老會以及教牧人員有職責維護教會信仰包含有職責處理會員違反神法

則的行為。長老會以及教牧人員可以對教會會員的此類行為討論以及懲戒。 

 （a）此類行為包括﹕ 

 (i)  有公開反對基督及聖經教導之言論與行為者。 

 (ii)  盜用教會公款者。 

 (iii)  利用教會之名為個人或政治圖謀利益者。 

 (iv) 與人通姦者。 

 (v)  虐待家人者。 

(vi)  毀謗和流言。 

(vii)  其他違反聖經教導的行為。 

 

（b）有此類行為需要調解以及懲戒的會員必須複習長老或執事提供的和平使

者的教材。以下是更新與懲戒步驟﹕ 

 第一步﹕依據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導，鼓勵會員直接去找另一個會員處

理任何認為不符合聖經的行為。 

第二步﹕如果那個會員無法調解或解決問題，可以找一個或兩個其他會員

來幫助解決爭議。 

 第三步﹕如果爭議無法解決，主領牧師或長老會主席可以介入處理。 

第四步﹕若無悔改之意，則由主領牧師偕同長老再次對其提出口頭勸勉。 

 第五步﹕若仍無悔改之意，長老會將寄出正式警告信函。 

第六步﹕若仍無悔改之意，於長老會討論之後，以適當的通知將取消其會

籍，並正式向全體會員宣佈。 

 

第四款 

聚會 

 

第一條  崇拜聚會：基本崇拜聚會包括﹕ 

(a)主日崇拜 

(b)主餐禮 

(c)洗禮 

(d)主日學教育 

其他聚會可根據教會需要酌與增補。 

 

第二條  會員大會：教會應於每年十月第三個主日，或其他由長老會指定之日期舉行一

年一度之會員大會。 

 

第三條  特別會員大會可由主領牧師，或長老會主席，或執事會主席，或超過半數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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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成員，或超過半數執事會成員，或超過半數教會活動會員連署召集。 

 

第四條  會議通知：年度例行或特別召開之會員大會應于開會前至少十四天通知所有會

 員，並預告開會議程，除非本組織法或章程另有規定，同時並應連續兩週，每

週至少一次在講臺上宣佈即將召開年度或特別會員大會。 

 

第五條  放棄會議通知的權利：會員可用書面形式放棄會議通知的權利，但書面的棄權

   書應盡可能詳細地說明會議的時間、地點及其目的。如果會員親自參加會議，

   或通過代理人持有包含盡可能詳細明確說明的委托書參加會議，就將形成對該

   次會議通知的放棄，除非參加此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以本會非法召集或召開為

   由反對會議就任何事項達成決議。 

 

第六條  代理表決：會員之代理可以親自或向他人出具由其簽名之書面委託書委託他人

   在教會會議上行使表決權。任何委託書自簽署之後十一個月失效，除非委託書

   中明確規定了更長的有效期。 

 

第七條  法定人數：教會會員為任何目的召開的任何會議，必須有至少二分之一教會活

 動會員親自或通過代理/委托書出席會議才可滿足會議對法定人數的要求。無

 論會議是通過教會會員親自出席或通過代理/委托書出席會議而達到法定人數

 ，此次會議中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的決定，即為全體會員之決定，除非法律

或本章程另有明確規定。無論會議有沒有達到法定人數，親自或通過代理/委

托書出席的會員之多數可以在會議上宣布會議延期，此會議延期決定除了在該

次會議上宣布外無需另行通知，亦無需通知缺席會員。在任何達到法定人數的

延期會議上，可以處理原來的會議如果如期召開所計劃處理之事務。 

 

第八條  無需召開會議即可作出的決定/採取的行動：應由教會會員會議決定採取的任

   何行動，如在採取如此行為之前，教會所有會員書面同意，且此種書面同意書

   被提交教會備案，則無需召開會議而採取此種行為。 

 

第九條  報酬：任何教會長老或職員不得憑其長老或職員的身份直接或間接接受任何薪

 酬、報酬或工資﹔但本章程並不禁止任何長老或職員因作為教會之雇員或合約

方，向教會提供誠實的服務而取得直接或間接之合理薪酬、報酬或工資。 

 

第五款 

長老會 

 

第一條  定義：長老會為教會之主要屬靈督導以及行政監督。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法及

本章程的規定，教會的事務應在長老會的監督下進行管理控制和治理。以印第

安納州法律的原則，長老會應作為教會的董事會，以及長老會的成員應作為教

會的董事。長老會由教會主領牧師及本會會員選出之長老組成。長老會的主要

目的應以教會成長方向及會員屬靈生命的成長為重，並監督教會一般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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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不至偏離教會之宗旨。 

 

第二條  資格：凡信主十年以上及具有本教會二年以上會籍之會員，符合聖經上有關長

 老之資格者（提摩太前書第三章一至七節；提多書第一章五至九節；彼得前書

 第五章一至三節），恪盡會員職責並擔任過至少一任執事或教會牧師，可被提

 名為長老。根據提摩太前書第二章，長老會的所有成員將參與教會門徒訓練，

並應致力建立教會肢體的事工。 

 

第三條 組成：長老會由牧者長老及平信徒長老組成。長老會的人數應為五至九位，但

是在任何時候，平信徒的長老人數應佔長老會的多數。在任何時間如果長老會

的成員少於五位，(i) 長老會應暫時停止行使職權，（ii）長老會的成員應暫

時加入執事會，及（iii）執事會應依據長老會的規範和程序暫時執行長老會

的職權，並擔任教會的董事會，直至有五位或以上的長老會成員。長老會主席

由長老會成員選舉產生。主席的任期為期一年，主席可以連選連任。 

 

第四條 任期：平信徒長老的任期一任為三年，連任第二任之後必須休息一年。休息一

年後可再次被選為長老會成員。主領牧師及被選為長老的牧師無任期年限，只

要他們繼續在教會擔任牧師的職位。 

 

第五條 提名步驟﹕長老之提名須由長老會提出，並經教會會員批准。提名候選人須由

長老會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員表決同意。。提名候選人名單需要在教會之週報連

續刊登兩週。被提名的長老候選人，須由合法召開並合乎法定人數之會員大會

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出席會員表決同意之後，得以當選。 

 

第六條  職責：長老應以屬靈事工為重，關注信徒靈命之長進，策劃教會未來之方向，

   監督教會事工不至偏離教會宗旨，決定有關會員資格事宜，于必要時管教會 

   員，協助牧師照顧本教會之會眾，探訪病患，為其禱告，教導神的話語。其言

   行舉止應為眾人之榜樣，並殷勤接待人。 

  

第七條  停職﹕ 

(a)長老若在信仰言行上有違背聖經教訓、教會組織法、章程或不合上述第五

款第二條所述長老資格時，可由長老或執事向長老會提出，經除當事長老

外之至少三分之二長老同意，得立即停止其長老職務, 並正式向全體會員

宣佈。 

 

(b)長老亦可經例行或特別會員大會至少三分之二出席會員之通過停止其服

事，且投票方式應採不具名投票。會員大會開會主要議題應于兩週之前以

郵寄或電子郵件通知全體會員。 

 

第八條  辭職：長老可以隨時辭職。辭職應以書面向長老會提出，並於辭職信所註明的

時間起生效。如辭職信未註明生效時間，則在長老會收到辭職信時生效。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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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生效不需經長老會同意。 

 

第九條 長老會議：長老會依照情況的需要，可按照本章程或由長老會自行規定定期舉

行會議，但不能少於一年一次。長老會的定期會議召開可以不需要日期，時間，

地點，和會議目的（如在本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的通知。此外，長老會可根

據任何合法的目的，由長老會主席或至少二名長老會成員召開特別會議。會議

通知不可少於二天。 

 

第十條 放棄會議通知的權利：長老會成員可用書面形式放棄接受會議通知的權利並附

上簽名。此放棄書必須記錄在會議記錄裡。如果此長老會成員親自參加長老會

議，就將形成對該次會議通知的放棄，除非在會議開始的時候或是此長老剛到

達的時候，此長老表明反對會議和不表決贊成或同意任何會議達成的決議。 

 
第十一條  法定人數：至少三分之二長老出席長老會才可構成會議法定出席人數，以處理

任何事項。在達到法定出席人數之任何會議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會員所表

決的決定即構成長老會之決定，除非法律、組織法或本章程對特定事項的法定

人數有更高要求。如在開會之時，有長老通過電話參與並隨後同意及簽署會議

記錄，為計算法定人數及處理會議事務之目的，該長老視為出席該次會議。 

 

第十二條  無需召開會議即可作出的決定：原需要經過長老會才可作出的決定，如在此決

定之前，所有長老簽署同意此種決定之書面文件，且此書面文件被提交教會備

案，則可無需召開會議而作出此種決定。 

 

第六款 

執事會 

 

第一條  定義：執事會的主要目的應是執行教會的策略和異象。執事的提名、選舉及停

職之程序見本章程。 

 

第二條  組成：執事會由執事組成。執事會的人數由長老會決定。執事會主席由執事會

成員選舉產生。主席的任期，為期一年，主席可以連選連任。 

 

第三條  資格：凡信主五年以上及具有本教會一年以上會籍之會員，恪盡會員職責，符

   合聖經上有關執事之資格者，可被提名為執事（提摩太前書三章八至十三節）。 

 

第四條  任期：一任為兩年，連任第二任之後至少應休息一年。任期由選舉後之次年一

月一日起至兩年後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五條 提名步驟﹕長老會應指定五人組成執事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執事及徵求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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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本人之同意。委員會包括主領牧師（如果有）在內之兩名長老會成員，兩位

現任執事，及一名非長老及非現任執事之本會會員。執事提名委員會應提名執

事，並得到提名候選人的同意，以進行長老會和教會會員批准的程序。 

 

第六條  批准：長老會應批准執事提名人選，然後提交給教會會員批准。由會員批准的

程序應於年度會員大會或專為此目的召開之會員大會上舉行，同時也必須在當

屆執事期滿之前舉行。候選人名單需要在教會之週報連續刊登兩週，然後由會

員選舉同意。個人之名字應分別列明及標注。候選人在獲得超過總投票人數至

少三分之二同意票後當選。空缺的執事位置將依照本款第五條規定提名新的候

選人，並依照本條之規定召集會議舉行投票選舉。 

 

第七條 職責：執事負責教會各項事務性事工，並協助各位牧師教導並輔導會眾。各執

事的事奉職責將於選舉後之第一次執事會會議中決定。每個執事被指定一個職

務，為期一年，執事可能被重新指定到同樣的職務。 

 

   執事之職責包括但並不限於下列各項﹕ 

1. 崇拜之籌劃 

2. 財務及出納 

3. 主日學及其它教育事工之規劃及執行 

4. 宣教、佈道及差傳 

5. 教堂建築物管理及行政事務 

6. 探訪、關懷及對外事工 

7. 團契、家庭及學生事工 

8. 執事會秘書負責維持教會活動及不活動會員名單，並於每次會員大會前一

 週，向長老會提出最新正確之教會活動會員名單。 

 

第八條  執事會議：執事會議按需要由執事會主席不定期召開，但不得少於每年一次。 

 

第九條 法定人數：至少三分之二執事出席執事會才可構成會議法定出席人數，以處理

任何事項。在達到法定出席人數之任何會議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會員所表

決的決定即構成執事會之決定。 

 

第十條  罷免： 

(a) 執事若有下列之情況，該執事得以被罷免﹕ 

(1) 拒絕履行其指定之職務。 

(2) 成為不活動會員。 

(3) 違反教會會規，或本章程第二款信仰宣言。 

 

(b) 如有執事違反以上任何一項或多項規定，任何一位長老或執事可向長老會

 提議罷免其職務。經除當事執事外之至少三分之二長老及執事同意，該執

 事即被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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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執事亦可由例行或特別會員大會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出席會員通過被罷免，

且投票方式應採不具名投票。會員大會主要議題應於兩週之前以郵寄或電

子郵件通知全體會員。 

 

第七款 

教牧團 

 

第一條  教牧團：教牧團成員人數由長老會決定。教牧團所有成員應以禱告、傳道為重，

裝備教會會員, 建立基督之身體。 

 

第二條  主領牧師： 

長老會不是必須但可以提名一名或一名以上的牧師擔任教會的主領牧師，且通

過教會會員的批准。這種批准要求至少三分之二的出席會員表決通過。 

 

第三條  其他教牧人員 

教會根據傳道事奉上之需要可由主領牧師或長老會推薦一位或多位牧者組成

教會教牧團。任何牧者包含客座主領牧師的聘牧，經長老會通過後，由正式合

法召開之會員大會中至少三分之二出席會員通過。 

 

第四條  聘牧委員會 

長老會可隨時召集牧師聘牧委員會，以發現信仰堅定的主領牧師或其他教牧人

員候選人。聘牧委員會可由平信徒長老，執事，及其他本會會員組成。 

 

第五條  待遇: 主領牧師以及其他教牧人員的待遇，包括安息年的安排，都是由長老會

決 定，但主領牧師和其他教牧人員不能參與決定（但主領牧師可以參與討論

對於其他教牧人員的待遇）。年度調薪事項，由長老會討論決定，但主領牧師

和其他教牧人員不能參與決定（但主領牧師可以參與討論對於其他教牧人員的

待遇調整）。 

 

第六條  主領牧師及教牧人員之權責：主領牧師及教牧人員應秉持組織法所列之本教會

的信仰及宗旨，協同長老及執事在教導及傳講神的話語上服事教會，牧養關懷

會眾。除非本章程另有規定，教牧人員當為有選舉權之會員。主領牧師及教牧

 人員應向長老會負責。教牧人員根據個人恩賜及能力，可成為教育牧師/傳道、

 青少年事工牧師/傳道或主任、關懷牧師/傳道、家庭事工牧師/傳道或主任、

音樂牧師/傳道或主任，或其他合宜名稱以代表其職責。 

 

第七條  解聘：投票解聘主領牧師或其他教牧人員必須在經除當事主領牧師或其他教牧

人員外至少四分之三之長老及執事同意後提交給會員大會進行表決。如果解聘

的條款在雇用合同中的規定不同於教會章程的規定，以雇用合同中的規定為決

定。解聘主領牧師或其他教牧人員之表決應在例行召開或特別召開的會員大會

 中進行，同時會議主要議題應於兩週之前以郵寄或電子郵件通知全體會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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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主領牧師或其他教牧人員必須通過三分之二在場會員的同意，且投票方式應

採不具名投票。 

 

第八款 

董事會執行委員 

 

第一條  通則: 教會的董事會執行委員(執行委員)應包括一名主席，一名秘書，一名司

庫。長老會可另行選舉其他執行委員。每個執行委員可同時擔任超過一個管理

職務。執行委員由長老會選出，為任期一年，或該選舉時由長老們另外規定任

期，直到選出該執行委員的繼任者。執行委員必須是長老會的成員，但是主領

牧師或其他教牧人員不能擔任任何的管理職位。在長老會少於五名成員的情況

下，執事會成員可臨時擔任執行委員，直至長老會有至少五名成員為止。長老

會可以有理由或沒有理由的隨時停止任何執行委員的職位。空缺的任何職位，

由長老會填補。被選為填補該空缺的人的任期必須直至任期屆滿且直到他或她

的繼任者選出為止。 

 

第二條  主席: 長老會主席應同時是董事會主席且主持教會的所有長老會會議，並負責

執行由長老會制定的政策。董事會主席應履行長老會指定的其他職責。在長老

會少於五名成員的情況下，執事會主席可臨時擔任董事會主席，直至長老會有

至少五名成員為止。 

 

第三條  秘書: 秘書應為所有文件，書籍，及教會帳簿以外的記錄保管人。秘書應準備

所有長老會會議記錄及編制成記錄冊。如有必要秘書應鑒定教會的記錄。秘書

應當履行秘書的平常職務和長老會或主席指定的其他職務。 

 

第四條  司庫: 司庫應編制並保持正確和完整的教會財政帳戶的記錄。司庫可以隨時規

定將所有票據，證券和其他資產進入了教會的財產應當收據，入賬，並放置保

管。由長老會或主席的要求，司庫應提供教會的財務狀況的陳述以及應當履行

司庫的平常職務和長老會或主席指定的其他職務。 

 

第五條  其他執行委員: 教會的其他執行委員應當履行長老會或主席指定的職務。 

 

第九款 

其他委員會 

 

第一條  資產管理委員會：長老會可以任命由教會會員組成的資產管理委員會，並就有

   關教會建築物、土地、裝璜及設備事宜向長老會負責。資產管理委員會主席應

   為長老會成員。 

 

第二條  其他長老會的委員會：長老會經決議同意，可以委任一個或多個長老會的委員

 會。該等委員會應由兩名或多名長老組成，並於該決議所規定之職責範圍內，



    

  修訂日期:5月 15日 2014年 

 

10 

在管理教會方面行使長老會職權；但該等委員會之委任及授權不得使長老會之

任何成員減免其法律賦予的職責。在少於二名長老可以組成委員會的情況下，

執事會成員可以暫時出任該等委員會，直到有至少有二名長老可於委員會服

事。 

 

第三條  其他委員會：長老會經其現任成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同意表決設立其他委員

會，但此類委員會無權在教會管理方面行使長老會職權。被授權任命該等委員

會成員之人可為教會之最佳利益自行決定罷免委員會之任何成員。 

 

第四條  任期：委員會之成員應行使其職責直到長老會召開下一次年度例行會議，並且

   該成員之繼任者已被任命，除非此委員會被提前解散，或該成員被罷免，或該

   成員喪失成為此委員會成員之資格。 

 

第五條  主席：被授權任命委員會成員者應任命該委員會某一成員為其主席。 

 

第六條  缺額：委員會之缺額可以按與最初任命之相同程序任命填補。 

 

第七條  法定人數：除非設立委員會的長老會決議另有規定，委員會之二分之一以上成

   員構成法定人數。達到法定人數之委員會會議上由至少二分之一出席成員表決

   之決定即為該委員會之決定。 

 

第八條  規則：各委員會可以就其治理事宜自行制定規則，但此等規則不得與本章程或

   長老會所採取之規則相抵觸。 

 

第十款 

教會職員 

 

第一條  教會職員：基於教會活動及功能之需要，教會可以聘請有薪職員履行上述活動

   及功能。 

 

第二條  資格：根據教會各部門工作需要，本教會會員可以由各部門長老或執事推選，

 經由長老會通過，被聘請為有薪職員。教會行政助理候選人應由主領牧師及執

事會主席推薦，經由長老會通過，聘請為有薪教會行政助理。 

 

第三條  任期及薪資：教會有薪職員之任期及薪資需在聘請合約中明定。草擬聘請合約

經長老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一款 

合約、支票、存款和資金 

 

第一條  合約：長老會可以授權其任何一位或多位成員或教會代理人，代表教會並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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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義訂立合約或簽發文件；此等授權可以為一般性授權或限於特定事宜。 

 

第二條  支票、匯票及其它票據：以教會名義簽發之一切支票、匯票或其他款項支付單

   據、票據或其他負債憑證，應由經長老會決議授權之教會職員或代理人按照該

   決議所規定之方式簽署；此等文件還應由被任命履行此等職責之長老會成員、

   教會會員或教牧人員簽署。 

 

第三條  存款：教會所有資金應以教會名義開立帳戶，存入長老會所選定之銀行、信託

   公司或其他存款機構。 

 

第四條  捐贈：長老會可以代表教會接受奉獻、捐贈及遺贈，用於教會之一般或特定目

   的。 

 

第十二款 

辦事處及簿冊 

 

第一條  辦公地址：教會辦公地址應由長老會決定。 

 

第二條  簿冊：在教會辦公室應存放有記錄教會活動及交易之準確簿冊，包括一份存有

   教會組織法及章程之簿冊，以及所有長老會和教會其他委員會之會議記錄。 

 

第十三款 

教會機構印章 

 

  教會可根據長老會決議，設立一枚教會印章。教會印章應為圓形，並載明  

 教會名稱以及表明其于 1972年于印地安那州成立之字樣及圖案。 

 

第十四款 

教會標誌 

 

教會可根據長老會決議，採用特定之教會標記、標誌與名稱或標語；此等標記、標

誌與名稱或標語可用印刷、雕刻或其他呈現方式使用於教會之文具、印章、水印及經

教會職員選定用以表明教會身份之其他文件上。 

 

第十五款 

財務年度 

 

  教會的財務年度應與公曆年一致。 

 

第十六款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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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教會之宗旨，教會之財產、資產及資金可投資於長老會所授權及同意之 

 股票，包括普通股和優先股、債券、不動產抵押、其他證券、動產或不動產。 

 

第十七款 

羅伯特會議規則 

 

  除非教會組織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所有教會會議應遵守“羅伯特會議規則  

 (Robert’s Rule)”所確立之程序。 

 

第十八款 

教會財產之借用 

 

教會會產，包括教會建築，可以被借用於不與教會屬靈信仰或教會宣言相抵觸之社

會和文化活動；但此種借用不得干擾教會之正常活動及會議。所有此種借用均應以書

面形式向長老會提出申請並徵得批准；批准可在正常會議上作出，亦可通過電話或電

子通訊 求詢獲得。執事會可隨時制定、修改並向會員公佈教會財產管理的法規及指南。 

 

第十九款 

組織法與章程的修訂 

 

對教會組織法需經會員同意的修訂，以及對教會章程的任何修訂，都應採取以下步

驟：對教會組織法或章程之修訂通知應於會員大會召開前至少三十天通知所有會員，

並應於大會召開前四週每個主日至少宣佈一次。修訂內容應先由長老會批准再提交會

員大會審議。修訂內容必須在年度會員大會或特別為組織法及章程之修訂召開的大會

中提議及由至少三分之二出席會員表決通過。對於本章程第二款所列之“信仰宣言”

的修訂應經百分之九十(90%)以上會 員之絕對多數票表決同意始得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