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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治文浸信會福音堂會章細則 

 

第一部分 信仰告白 

1. 教會信仰告白如下﹕ 

(a) 聖經：整本新舊約聖經都是神的話，是我們信心與生活的最高且最終

權威。聖經原文是神所默示的，無任何錯誤而絕對正確。 

(b) 獨一的三一神： 有一位獨一的神。祂是智慧、屬靈且有位格的，是創

造者、救贖主、保護者和宇宙的主宰。祂全然聖潔並完全。祂永存于

父、子、聖靈三個位格中——永遠共存，同一本性，同樣的能力與尊

榮，同樣的屬性與完全。 

(c) 父神: 神作為父按自己的意旨與恩典掌管宇宙萬有和人類的歷史。神

按照真理是那些因信耶穌基督而成為神兒女之人的父，祂也像父一樣

愛所有的人。 

(d) 耶穌基督 

(1) 主耶穌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曾成為人，且一直是神，從聖靈感

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是為了將神表明於人，並將人從罪惡中救

贖出來。 

(2) 主耶穌基督以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之祭完成救贖之工，並且祂從死

裡復活使我們被稱為義。 

(3) 主耶穌基督升到天上，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在那裡祂是我們的大

祭司，為我們代求。 

(4) 主耶穌基督將要回來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沒有窮盡。 

(e) 聖靈 

(1) 聖靈是有位格的神，祂使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祂亦使人得重生、使凡信的人經歷祂的洗歸入基督的身體，祂且

住在他們裡面作為印記，直等到神之民被贖的日子 

(2)  祂是我們的教導者與保惠師，帶領信徒進入一切真理。被聖

靈充滿是所有得救者的特權與責任。 

(f) 人: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與樣式被造的，然而在亞當的罪裡整個人類墮

落了，承繼了罪惡的本性與神相離，並且是全然敗壞，無法自救。 

(g) 救恩: 救恩是神給人的禮物，全然本乎恩，也通過個人的信心，就是

信靠主耶穌基督，祂在各各他山上流寶血是為赦免我們的罪。 

(h) 撒旦: 撒旦是有位格的。牠是罪惡的根源，是人類墮落的起因。牠是

神與人公開的仇敵，其結局是在火湖中受永遠的審判。 

(i) 復活: 所有的死人都將復活受審判，惡人將受永遠的刑罰，義人將進

入永生。 

(j) 浸禮:浸禮是遵從主的命令而設的聖禮。已信的人在父、子、聖靈的名

下受浸于水中，表明信徒與主同死、同埋、同復活的實際。也表明他

們在向罪死、向神活兩方面與主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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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聖餐: 聖餐是遵主命而設立的聖禮。教會成員同領餅和葡萄汁，作為

主的身體與祂的寶血，來紀念救主的死，並等候祂再來。 

(l) 教會: 

(1) 教會是由重生者所構成的屬靈的團體。 

(2) 教會是已受浸的信徒自願結合而成的自治體，為要敬拜和事奉

神，信徒彼此勸勉，並與信仰相同的團體合作。 

(3) 教會的領導權屬于組成教會的信徒團體，而不隸屬任何的教會

機構，但同時也承認並接受浸信會共同的協商與合作規定。 

 
第二部分 教會聖約 

2. 教會聖約如下﹕ 

(a) 我們相信，我們這些凡被聖靈引導，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救主，

並以信心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受浸的人，在神與全會眾前神聖而喜樂

地一同進入聖約之中，並且同在一個身體之中。 

(b) 因此我們在聖靈的幫助下立志，在主內的愛中同行，在知識、聖潔和

勸慰中為教會的發展而努力，使其繁榮而屬靈；加強教會的崇拜、訓練與

真理的教導；堅持樂意奉獻來支持教會的聖工、救濟貧窮、以及傳福音給

萬民等各樣開支需要。我們同樣立志堅持家庭及個人的靈修生活；存敬畏

的心教養兒女；切望我們的親友也能得著救恩；謹守處世；在人際上公

正，在承諾上守信，在舉止上為典範，並為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國度擴展

而熱心努力。我們同樣立志在弟兄相愛之心中彼此關懷，在禱告中彼此紀

念，在病患或憂慮時彼此扶持，在言語中學習基督徒的同情與禮貌，不促

然冒犯，而要切切留意救主的管理，隨時預備和解，並確保如此的和解不

被延誤。 

 
第三部分 基本條款 

3. 教會是一個獨立的，且是非盈利的機構。 

4. 按照教會宗旨，若有必要，教會可以自己的資金或捐贈通過購買、租賃等方式

獲得和擁有自己的房地產和其他財產。依照憲章，若是必要，教會可以自己的資金

建造教堂、牧師住房、或其他建築物。所有房地產和其他財產當註冊於教會名下。 

5.教會活動將主要在烈治文市政區內和周圍進行。 

6. 教會活動和目的並非為會友的收益或任何自身收入，其收益與增值都將使用在

發展教會的宗旨上。 

7. 教會的目的當以慈善為基礎，並符合加拿大一切有效及不斷修正的法律，包括

一切在加拿大收入稅條例下的慈善機構註冊及事物管理法令。 

8. （a) 如果會眾產生分裂，產權將屬堅持此憲章者。 

(b) 如果教會解散或分潰，教會資金和財產在還清各樣債務之後，當轉給其他

相同宗旨的機構。這一決定當在特別事務會議上通過，出席會議的法定人數當

為全體會眾的大多數，並由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數票通過。會議在教會解散時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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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本條款所提的機構也必須是國家稅收部所認知的慈善機構，並在有效及

不斷修正的加拿大收入稅條例確認下有資格的機構。 

 

 
第四部分 會籍 

 

9. 本會會友為本會章實施之日起的會友成員，以及實施後成為會友的人；根據本

會章，兩者均持有會友資格。 

10. 每位元本會會友的申請人具備以下情況之一： 

(a) 申請成為會友的人需提供確據，表明已經接受洗禮，並承認耶穌基督 

是主和救主； 

(b) 由另一持守相同信仰的教會提供薦信轉會 

(c) 若之前已經受洗認信耶穌基督是主和救主，明確表述基督徒經歷之人。 

11. 每位本會會友的申請人還須為： 

(a) 認同教會憲章之目的 

(b) 認同本會之會章細則 

(c) 接受本會憲章中的信仰宣言 

(d) 遵守本會憲章中所立聖約 

(e) 遵守教會議會之決議。                        

12. 唯有本會現有會友們享有承認新會友的權利，會友申請人需經由本會會友投票

通過入會；投票會友為本會固定聚會會友的大多數。 

13. 16 歲以下之個體不能成為本會會友。 

14. 每位會友需遵守本會章並贊同本會憲章及其信仰宣言。 

15. 以下情況會員的會籍將被註銷 

(a) 會友註銷日期為，向本會教牧提交或郵寄到本會地址的書面退會申請日

期，或書面申請中說明的實際退會日期，兩者中較晚的日期； 

(b) 會友離世，或 

(c) 依據本會章第 17 條被開除本會之會友；或 

(d) 會友無充分理由而離開教會六個月以上。 

16. 本會不收取會費。 

17. 經由 2/3 的多數票決，教會議會可裁定開除、暫停會友資格或處分本會會友之

行為： 

(a) 與本會會友之行為不相稱或不合宜； 

(b) 危害本會利益，目標或名譽； 

(c) 妨害本會憲章之目標 

(d) 違反本會章細則，或 

(e) 由於不道德或基督徒不當有之行為，持續違反教會聖約，或鼓吹破壞

本會信仰合一之教義，而冒犯本會及本會之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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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該會友收到開除、暫停會友資格或處分的緣由通知以前，會友不能被開除、

暫停會友資格或處分。在決議開除、暫停會友資格或處分投票之前，教會議會給予

聽取該會友申辯的機會。 

19. 除以下兩點外，皆有合格會友資格： 

（a) 按照本會章第 17 條接受暫停資格或處分；或 

（b) 會友在無充分理由而離開教會六個月以上 

20. 不具合格會友資格之會友涉及投票時 

（a）不可參與會友大會投票，且 

（b）因與會友資格決議不一致，認為不可參與投票。 

21.任何退會會友將喪失本會會友之權利、請求權、特權及利益。 

22.本會會友資格不可轉讓。 

23.任何因以上原因終止會友資格者可申請恢復會友資格。依照適當的原因、悔改

及轉變之確據，恢復會友的請求將被批准。 

 

 

 
第五部分 集會 

 

24. 主日崇拜 

教會每主日舉行主日崇拜，敬拜全能的神。 

25. 其他聚會 

（a) 教會設有每週定期的禱告會，查經聚會，福音聚會以及團契活動。這 

些聚會都歡迎任何人來參加，並在牧師的指導下進行。 

（b) 教會可安排一些特別聚會如培靈會等，皆為促教會進達成教會憲章所

定的目標。 

26. 事務會議 

(a) 事務會議的定義 

(1) 教會事務會議包括﹕ 

1) 年會：年會是為收集以往一年教會一切事工報告，審核議會所

提交的本年度經濟預算與其他事工計畫，並選舉教會職員。 

2) 其他定期會議可為彙報教會活動和辦理必要業務而設立。 

 

(2) 特別事務會議 

因事務的特殊與重要而急待解決時，教會可召開特別事務會議。 

(b) 會議的舉行 

(1) 最低法定人數 

每次按照本條例 26（b)（2）規定所召開的會議，出席者中的有選

舉權的會友人數就構成最低法定人數，除非某些特別會議的最低法

定人數已在會章細則中以百分比確定。 

(2) 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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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滿十六歲的會友均可參與表決且有一票的表決權。 

(3) 通知 

事務會議通知必須提前至少十四（14）日在講臺公開報告，並張貼

於教會佈告欄中告知所有會友。 

(4) 通知未達 

意外所致的通知疏漏或通知未達出席人並不使會議進程無效。 

(5) 決議 

除非有此會章細則或法令的其他規定，所有事務會議上的每一提議都必

須通過投票表決做出決議。 

(6) 無代理表決 

在會議上無代理表決權，缺席的會友可以書面在會議上表達其意見，但

此意見不得列入決議票數之中。 

 

 

 
第六部分 教會職員 

 

27. 牧師 

(a) 資格 

(1) 必須信仰純正且已按立之牧師 

(2) 蒙神呼召，具聖經所要求的資格（彼前 5﹕1-4，提前 3﹕2-7，多

1﹕7-9），信仰與教導與本教會的教義無抵觸。 

(3) 應有帶領、教導及牧養相應規模教會的能力。 

(4) 接受並願意遵守教會的憲章及會章細則。 

(5) 其配偶必須為信徒，並同心參與事奉。兒女也當是基督徒（多 1﹕

6）。 

(b) 職責 

(1) 牧師必須監督、領導一切教會的一切事工，是教會牧養事工的領

袖，並與執事及其他受薪同工一同事奉。 

(2) 帶領教會向信徒宣揚神的話，使他們在靈裡成長，也向非信徒宣講

神的話，使他們信靠耶穌基督。 

(3) 領導教會關懷會友和社區內其他人的需要。 

(4) 主領教會浸禮和聖餐，引導教會成為愛的團契，並成長為新約聖經

所要求的委身群體。 

(c) 聘牧 

(1) 當此任空缺，將依照本細則第 46 條，成立聘牧委員會，負責在特

別事務會議上向教會推薦適當人選。此特別會議須至少提前一個主

日在講臺上及佈告欄中通知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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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少當有百分之三十（30%）但不少於十（10）名有選舉權的會友

構成此特別事務會議的最低法定人數。投票當以不記名方式，並以

至少百分之六十（67%）以上票數方可通過該決案。 

(3) 每次只能向會友推薦一名候選人。 

(d) 解聘 

(1) 教會與牧師的任意一方可提前三個月以書面告知提出終止牧師一

職，或是在雙方都同意時縮短此期限。 

(2) 若是教會決定解聘牧師，須召開特別事務會議表決通過。 

(3) 當本條 27(d)所述情況出現形成空缺，前一條 27(c)所述的聘牧即

當進行。 

28. 法人代表 

(a) 教會法人代表當不少於兩人。一人為主席，另一人為秘書。理事們當按

照教會的規定擔負教會財產的法律監督和管理。主席與秘書由教會授

權執行所有法律檔和契約，而如此執行的契約若無作假，就成為教會

的官方行為。 

29.主席 

(a) 主席當有至少擔任三年以上教會議會成員的經歷。 

(b) 主席當主持教會議會會議和事務會議。 

30. 秘書 

(a) 秘書要保存會友大會、理事會、以及教會議會的會議記錄。 

(b) 秘書要建立保存各類檔案，如信件、報告與檔，並包括註冊會友的檔

案。 

(c) 秘書要向會友及議會發佈所有的通知。 

31. 司庫 

司庫的職責為﹕ 

(a) 準確管理教會收入帳； 

(b) 按照教會議會的要求分付相應款項； 

(c) 按照國家稅收局的要求作好個人奉獻記錄，預備奉獻收據； 

(d) 作好每月教會收支報告； 

(e) 為年度會友大會預備教會收支報告； 

(f) 按教會所定原則協助查帳員工作。 

 

 
第七部分 長老 

 

32. 長老的數目將據教會的需要由教會議會決定 

33. 資格﹕ 

(a) 長老須具備聖經要求的資格（提前 3﹕2-7；多 1：6-9）。 

(b) 長老須為七年以上的教會會友， 

(c) 長老的配偶也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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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職責﹕ 

長老應在以下事工中與牧師及受薪同工配搭事奉 

(a) 領導教會在靈性上長進。 

(b) 領導教會使會衆在與敬拜、見證、教育、事工與生活應用上多方投入。 

(c) 宣揚福音。 

(d) 關顧會友及社區內人士。 

(e) 根據需要主持洗禮和聖餐禮。 

(f) 長老們也擔負教會財政預算工作，除非教會選舉出其他委員會擔負該職

責。 

(g) 為堅持教會憲章的會眾制，長老只有向教會的推薦權，而非不時從教會

得著其他任何的特殊權力。 

(h) 長老們都不受薪。 

35. 選舉長老 

(a) 選舉長老當由教會議會提議並經會友投票通過。 

(b) 如本細則第 47 條所定，成立長老提名委員會，其提名將於特別事務會

議投票通過。該會議通知當提前至少 14 日在講臺與教會週報中公佈。 

(c) 至少百分之三十（30%）但不少於 10 名有投票權的會友將構成該特別會

議的最低法定人數。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並以至少百分之六十七

（67%）以上票數方可通過該決案。 

36. 解職 

(a) 若某一長老因不道德或不配為基督徒的品行冒犯教會，如犯姦淫、譭

謗、偷竊、謊言或宣揚與教會會衆信仰相抵觸的論調，教會在充分調查

並有確實證據時當將該人解職。 

(b) 解職當由教會議會提出並經會友投票通過，爲此當舉行特別事務會議，

會議通知當提前 14 天由講臺公開宣佈並張貼與教會的公告欄中。 

(c) 至少有百分之三十（30%）但不少於 10 名有選舉權的會友構成會議的最

低法定人數。投票按不記名方式進行，並以至少百分之六十七（67%）

以上票數方可通過該決案。  

(d) 當本條 36 所述情況出現形成空缺，前一條 35 所述的長老選舉即當進

行。 

 

 
第八部分 執事 

 

37. 執事的數目將據教會的需要由教會議會決定 

38. 資格﹕ 

(a) 事須具備聖經要求的資格（提前 3﹕8-13；徒 6﹕3）。 

(b) 執事須為五年以上的教會會友， 

(c) 執事的配偶也為基督徒 

39.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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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應在以下事工中與牧師及受薪同工配搭事奉 

(a) 領導教會在靈性上長進。 

(b) 領導教會使會衆在與敬拜、見證、教育、事工與生活應用上多方投入。 

(c) 宣揚福音。 

(d) 關顧會友及社區內人士。 

(e) 執事們與長老們一同擔負教會財政預算工作，除非教會選舉出其他委員

會擔負該職責。 

(f) 為堅持教會憲章的會眾制，執事們只有向教會的推薦權，而非不時從教

會得著其他任何的特殊權力。 

(g) 執事們也分別擔任教會司庫及各部門的部長。 

(h) 執事們都不受薪。 

40. 選舉執事 

(a) 選舉執事當由教會議會提議並經會友投票通過。 

(b) 如本細則第 47 條所定，成立執事提名委員會，其提名將於特別事務會

議投票通過。該會議通知當提前至少 14 日在講臺與佈告欄中公佈。 

(c) 至少百分之三十（30%）但不少於 10 名有投票權的會友將構成該特別會

議的最低法定人數。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並以至少百分之六十七

（67%）以上票數方可通過該決案。 

41. 解職 

(a) 若某一執事或司庫因不道德或不配為基督徒的品行冒犯教會，如犯姦

淫、譭謗、偷竊、謊言或宣揚與教會會衆信仰相抵觸的論調，教會在

充分調查並有確實證據時當將該人解職。 

(b) 解職當由教會議會提出並經會由投票通過，爲此當舉行特別事務會議，

會議通知當提前 14 天由講臺公開宣佈並張貼與教會的公告欄中。 

(c) 至少有百分之三十（30%）但不少於 10 名有選舉權的會友構成會議的最

低法定人數。投票按不記名方式進行，並以至少百分之六十七（67%）

以上票數方可通過該決案。  

(d) 當本條 41 所述情況出現形成空缺，前一條 40 所述的執事選舉即當進

行。 

 

 
第九部分 受薪同工 

 

42.教牧同工 

（a）除牧師之外，由教會議會和會議投票通過，教會可設適量的教牧同 工 

（b）資格﹕ 

(1) 教牧同工為信仰純正的已按立或未按立的傳道人。 

(2) 他/她必須清楚蒙召，具備聖經所要求的資格（如彼前 5；1-4；提

前 3﹕2-7；多 1﹕7-9）其信仰與教義與教會無抵觸。 

(3) 他/她需具備聖經所舉之必要資格（即提前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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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配偶亦為基督徒，樂意同心事奉主。兒女也當是基督徒（多 3﹕

6）。 

(c)職責﹕ 

(1) 每位教牧同工的職責將在受聘時加以明確，並由牧師領導。 

(2) 教牧同工的職責可不時隨教會的需要而改變，此等改變須經議會和

會友投票通過。 

(d)聘任教牧同工 

(1) 當照本細則第 46 條成立聘牧委員會，其提名將于特別會友大會投

票通過。該會議通知當提前至少十四（14）日在講臺與佈告欄中

公佈。 

(2) 至少百分之三十（30%）有投票權的會友將為該特別會議的最低法

定人數。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並以至少百分之六十七（67%）

以上票數方可通過該決案。 

(3) 對每個具體職位，每次會議只能表決一個候選人。 

(e) 解聘 

(1) 教會與教牧同工的任意一方可提前三個月以書面告知提出終止教牧

同工一職，或是在雙方都同意時縮短此期限。 

(2) 若是教會決定解聘教牧同工，須通過至少百分之三十（30%）以上

會友參加的特別事務會議表決，並以百分之六十七（67%）的票數

通過。 

(3) 當本條 42(e)所述情況出現形成空缺，前一條 42（d）所述的聘牧

即當進行。 

43.行政同工 

(a) 教會可根據需要設立適量的行政同工。其人數與職責由議會提議經會友

表決通過。 

(b) 當人數和職責通過後，議會可決定具體人選，並及時將結果報告會眾。 

 

 

 
第十部分 教會議會 

 

44.教會議會是教會行政體，其職能如下﹕ 

(a) 監管全教會之行事計畫。 

(b) 收集各部門及委員會的報告，必要時作出建議與指導。 

(c) 檢討教會行事方法和辦事程式，向會眾提供意見。 

(d) 監督凡在教會名下一切活動。 

(e) 接受新會友加入教會，並每年檢查會友註冊記錄。 

45. 教會議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a) 牧師 

(b) 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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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席 

(d) 秘書 

(e) 全體執事 

 

 

 
第十一部分 委員會 

 

46.聘牧委員會 

（a) 需要聘牧時，聘牧委員會由會眾推選而出。 

（b) 聘牧委員會應由下列成員組成﹕ 

(1) 主席； 

(2) 長老； 

(3) 兩位執事； 

(4) 兩位由會眾選出的會友； 

(5) 牧師（當聘請其他教牧同工時）或者是一位其他教牧同工（當聘請

牧師時）。 

 
如果聘牧期間主席的任期已滿，他仍將留在聘牧委員會直到有所結

果，或是延期一年。在此期間其後任也同時參與聘牧委員會。 

(c) 聘牧委員會在聘牧完成時解散。 

47.執事提名委員會 

(a) 執事提名委員會在需要時由會友選出 

(b) 執事提名委員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1) 牧師 

(2) 主席 

(3) 長老 

(4) 最多兩位執事 

(5) 兩位由會眾選出的會友 

(c) 執事提名委員會在執事選舉完成後解散 

48.教會議會委員會 

(a) 教會議會提名委員會由會眾任命。 

(b) 該提名委員會由牧師和其他三位由會友選出的會友組成。 

(c) 該提名委員會在年度部門選舉後解散。 

(d) 本會章的最終解釋權歸教會議會所有。 

49.其他委員會 

(a) 需要是會眾可選出其他的特別委員會。 

(b) 特別委員會在其提案最終完成時解散。 

 

 



烈治文浸信會福音堂 會章細則 第         頁 11 

第十二部分 聖禮 

 

50.教會應為任何已憑信心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公開承認其信仰、並願委身跟

隨主的人施浸。浸禮是一種崇拜，可在任何崇拜聚會時進行，並且﹕ 

(a) 若無特殊原因，受浸者必須浸沒于水中 

(b) 浸禮由牧師或長老主持。 

51. 擘餅聚會是以同領餅和杯來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而代死。是一

段默想神的愛，並自己省察的時間。每位已受浸的基督徒當守此聖餐。 

(a) 聖餐當由牧師或長老主持。 

 

 

 
第十三部分 教會議會會議 

 

52. 教會議會每月當定期開會。 

53. 議會會議的最少法定人數為百分之五十一（51%）。 

54. 出席會議者的多數可作出決定，每位出席者有一票表決權。 

55. 議會法（Roberts Rule Revised）是教會議會原則與程式的依據。 

 

 

 
第十四部分 教會財政 

 

56. 教會財政年始於元月一日，止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7. 在每年第四季度，司庫當作出下一年度計畫，並在會友大會上彙報。 

58. 設立查帳員 

（a）查帳員當在年會上由會友選舉產生。 

（b）若在年會上無法確定，則可在其他會友大會上決定。 

（c）財政帳戶與記錄當在每財政年後的第三十一日前預備好交給查帳員。 

（d）查帳員對前一年查帳報告當向會眾公佈。 

59. 借貸 

(a) 為達成其目標，教會可在特別會議上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以適當方式

的借貸、籌款、或保存一些款項作為專用。 

(b) 該會議通知當提前至少十四（14）日在講臺與佈告欄中公佈。 

(c) 至少百分之三十（30%）但不少於十（10）名有投票權的會友將為該特

別會議的最低法定人數。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按照特別會議表決規

定通過本細則此第 5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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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分 簿記審查 

 

60. 所有財務簿記、檔及會議記錄當適當保存，以便查閱。 

61. 任何品行良好的會友，可經書面請求，經議會確定時間地點後審查教會簿

記。 

 

 

 
第十六部分 印章保管及使用 

 

62. 教會當有一印章，其上刻有教會的名稱。 

63. 印章行使於教會契約下，使用者由議會決定。所有教會開出的收據和支票都

當有二人簽字。 

 

 

 
第十七部分 修訂 

 

64. 會章細則修訂 

（a）已申請修訂的細則當以書面張貼。 

（b）修改決議案當在特別會議上通過，此會議通知及提案修改部分當提前 

至少十四（14）日張貼於佈告欄。 

（c）至少百分之三十（30%）但不低於十（10）名有投票權的會友將為該特

別會議的最低法定人數。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並以至少百分之六十

七（67%）以上票數方可通過本細則此第 64 條。 

 

 

 
第十八部分  爭議解決 

 

65. 本會接受聖經為上帝所默示之聖言，篤信上帝深願本會及諸位會友解決所有

爭端，並依照哥林多前書 6：1-8、馬太福音 5：23-24，18：15-20 及聖經中其它

相關經文為原則，和解本會爭端。 

66. 當本會、本會會友或牧長執不能解決本會章細則列舉以外的某爭端或矛盾，

或涉及與之相關的任何法律關係，在彼此友愛與協力之氛圍中通過諮詢與協商，爭

端的任何一方可發起區會代表的中間調解。所有經調解而不能解決的爭端將依據

仲裁法案，RSBC 1995, c55,提交至仲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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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調解和仲裁之地點須由本會及教會議會成員雙方同意。若不能達成一致，調

解與仲裁地點為卑詩省列治文市。爭端各方須分攤仲裁和調解費用。 

68. 本會及教會議會成員需盡全力帶領爭端解決過程盡可能地節約有效進行。除

本條所立，本會可獲得臨時禁令執行和保護本會權利，或控制由任何限制或協議包

含的進一步的危害或有預兆的危害，由此，直至該權利通過仲裁得回，財務損失無

需被充分補償。 

 

第十九部分 雜項 

69. 教會職員 

（a) 本 69 條並非指牧師、長老、教牧同工及受薪同工。 

（b) 主席的任期為三年，並可連任。 

（c) 執事任期為三年，但可以被選舉連任。 

（d) 任何職位的空缺可在任何事務會議上經選舉產生新的任職。 

70.未經教會議會同意，任何個人或部門不得收取奉獻，也不得在會友中作任何推

銷。 

71.英文的會眾細則為法律有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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