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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織的目的及使命 
    
    1.1. 定名. 本教會定名為紐澤西主恩堂(CCCNJ)，為一獨立之地方教會，不屬任何宗派。  
 
    1.2. 目的. 本教會之活動包括主日崇拜、主日學校，查經禱告、主內交通及傳福音等。  
 
    1.3. 使命. 我們的使命是教導會眾遵循聖經的命令-愛神並愛人，同時裝備並動員眾聖徒完成耶稣基督所賦

予我們的大使命。 
 
2. 信仰宗旨 

  
2.1. 本教會堅信新、舊約聖經乃是出於神的啟示，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至終準則；堅信聖父聖子與聖靈三
位一體，堅信耶穌基督為童貞女所生，祂既是真神也是真人，並且祂是神人之間唯一而充份的中保，堅信
聖靈的位格，祂的工作乃是為了將基督啟示給人，使人得以重生成聖；堅信人本是照著神的形象造成，因
為犯罪而招至靈的死亡；堅信主耶穌基督為擔當全人類的罪釘死於十字架上，且已復活、升天並將再臨；
堅信個人之得救本乎全心相信耶穌基督。 

 

3. 定義 

  

3.1. 投票會友. 凡合乎第 3.7 條者。在會友大會中, 投票會友做為法定人數的計算。 
   
3.2. 堂會事工委員會. 堂會事工委員會由主要同工，事工組長及牧師組成，討論堂會事工及目標。 
 
3.3. 會友大會事項. 會友大會事項可以定義如下: 

a）任命牧師，長老，董執事; 
b）章程修改; 
c）任何由聯合會三分之二通過，並且交付會友大會的事項。 

 
3.4. 非投票會友. 

 凡不符合投票會友資格的 (參考 3.7 條) 或被變更為非投票會友 (參考 4.4 條)。非投票會友不能投票也
不算在會友大會法定人數的計算當中。 

 
3.5. 聯合會. 

聯合會由長老團，執事會，董事會，牧師團組成，其目的在審議相關事項並核可事項包括交付會友大
會表決的事項 (參閱 5.6 條) 

 
3.6. 多數決. 

在章程中相關的決定或選舉，投票需達到或超過規定的多數票通過. 如果沒有提及投票比例，則視為達
到或超過一半以上多數通過。 

 
3.7. 教會會友. 主恩堂的會友應符合以下要求: 

a）年滿十八歲; 
b）承認耶穌為基督，並接受他為個人的救主; 
c）已經受洗而且有重生的見證; 
d）同意尊行教會章程及信仰宣告(章程第二章); 
e）已向長老團提交會員申請並已獲得長老團的多數票（三分之二）批准。 

           
教會會友區分為“投票會友“和“非投票會友“。 

 
   3.9. 非教會會友. 任何不符合章程第 3.7 和 4.4 條規定之成員。 

 
   3.10. 牧師團. 牧師團組成包恬：事工助理、事工主任、助理牧師、副牧師、主任牧師。 

 

4. 會籍 

 

4.1. 投票會友的責任. 主恩堂會友應該支持教會事工，參加會友大會，教會主日崇拜，主日學，團契小組 
        和其他活動。 會友應遵循聖經的教導，盡最大的努力事奉，十一奉獻，服務，彼此關心，並代禱 (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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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投票會友權利. 主恩堂的投票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a）在任何定期或臨時會友大會期間出席，發言和投票; 
b）根據第 6.2 條的規定提出動議，召開臨時會友大會; 
c）接受提名成為長老、執事、董事或任何委員會成員; 
d）接受邀請負責聖工;  
e）其他權利包括參加主恩堂支助的短宣及神學生獎學金財政的支持。 

 
4.3 會籍的維護管理. 執事會應維護投票會友和非投票會友的名册。 執事會應審查並確認會友資格是投票

會友、非投票會友或非會友。若投票會友將變更為非投票會友，執事會應事先告知當事人。 
 
4.4. 會友身份變更.  根據以下任何一項更改會友的資格： 

a）轉移或撤銷會友資格.  會友有意轉移或撤回會友資格應向執事會提交書面通知。 轉移或撤回應立  
               即生效，投票會友資格應被歸類為非會友。 

b）喪失會友資格. 投票會友一年以上没有参加主日崇拜或連續二次没有参加年度會友大會，將被歸 
               類為非投票會友。投票會友可向執事會申請保留投票會友資格。本節不適用於缺席是由於與事工 
               相關的活動，學校，嚴重的醫療疾病或由執事會批准缺席的投票會友。 

 c）終止會友資格. 非投票會友如第 4.4 b) 條所陳述連續五（5）年或以上沒有參加教會活動，其會友 
       資格自動終止，並被歸類為非會友。 
 d）取消會友資格. 凡會友違背信仰，違背聖經之言行，雖經愛心勸告仍無悔改。經由長老團同意， 
       於書面通知後，取消其會藉。 通知應盡可能包括取消會友資格的具體原因。 
 e）因死亡終止會友資格. 會友因死亡，將主動註銷其會籍。 

4.5. 重新恢復會友身份. 非投票會友可以向執事會的任何執事提交書面申請，以將其非投票會友恢復為投
票會友的資格。如果長老團批准了申請，則應立即恢復為投票會友。 

 否則，這書面申請將被視為被拒絕，會友的資格將保持為非投票會友身份。 拒絕應盡可能包括拒絕原   
 因及意見，可讓非投票會友據此可再申請。 
 無論任何一種情況，執事會應在提交恢復申請書至少四十五（45）天後向非投票會友發出書面決  
 定。非投票會友必須等待書面決定後才可再次申請。 
 非會友不得提交恢復投票會友資格的申請，但可以提交成為會友資格的申請。 

 

 5. 教會組織 

 
     5.1.  教會組織大綱如圖: 

 

  

    5.2. 會友大會. 會友大會對任何會友大會事項有最高的權力。任何會友大會事項均須經出席大會的所有投 

            票會友的四分之三多數票通過。 
     
    5.3. 長老團. 長老團負責訂定教會之方向與策略，並監督其推行。其主要事工在講道、關懷、探訪、教導 
            與訓練，以成全聖徒。  

 
5.4. 執事會. 執事會負責教會一般行政事務，並執行長老團所策劃各項事工。 
 
5.5.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對外法律交涉和財產轉移，對內監督教會財務。 
 
5.6. 聯合會議（如 3.5 條定義）. 執事會、董事會、長老團和牧師團成員的聯合會議，以便各會之間 
        溝通相關事宜，並共同決定事項。 

會友大會

長老團 執事會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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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主席. 由長老團主席擔任聯合會議的主席。 
      b）法定人數. 聯合會成員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出席以達到會議法定人數，且各會至少有一半成員出席。 
      c）投票. 執事會、董事會、長老團和牧師團的所有成員在聯合會議上各有一票的投票權。 

d）任何聯合會成員均可提議討論事項認列於會友大會的事項。 經聯合會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後列 
       入會友大會事項。 

5.7. 利益衝突. 在長老團，執事會，董事會，聯合會或任何特別委員會的會議中，如果討論的問題或事項 
        涉及利益衝突，則相關的當事人必須退席不得参與討論及投票。任何與會者皆可提出利益迴避提 
        案，經超過半數表決通過，相關人員得離開會議現場。 

    
5.8. 人的性别，婚姻和離婚的陳述. 在本章關於教會治理權限中，我們正式確認了附錄中關於人的性别， 
        婚姻和離婚的陳述。 

 

 6. 會友大會 

     

      6.1. 會友. 大會應由主恩堂的所有投票會友組成。 
         
       6.2. 會友大會. 大會每年舉行一次會議以討論並決定會友大會事項，聽取聯合會事工、財務和其他事項 
               報告。 在天氣和條件允許，會友大會年會定期於每年十月舉行。長老團主席為大會主席。 在主席 
               缺席的情況下，由長老團副主席或長老團指定的長老主持會議。 臨時會友大會可由聯合會委員三分 
               之二多數票或由投票會友總數四分之一的書面提案舉行以便討論和決定緊急的事項。 

 
6.3. 通知. 會友大會無論定期或臨時會議，當於會期十四日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投票會友。 
 
6.4. 出席人數. 按照執事會制定的登記程序，在大會舉行之前應確認投票會友人數，並登記當夭會議所有 
        投票會友出席人數。 
  
6.5. 法定人數. 投票會友出席人數應該在投票會友總数之半數或半數以上才確認會友大會之成會，如因人 
        數不足時得取消會議。可依照第 6.3 條之規定，重新召開。 
 
6.6. 投票. 選票只發給當日出席會友大會的投票會友。 不發給缺席的投票會友。 
 
6.7. 計票. 在大會上的每一事項，投票分為“是”，“否”和“棄權”。 棄權票不計入分子或分母中。投 
        票結果計算以 “是”票的數量除以“是”票和“否”票的總數來確定。任何事項應獲得四分 
        之三多數通過。 
 

7. 長老團. 

 
7.1. 長老團成員. 長老團應由主恩堂的所有按立牧師和在職長老組成。長老有在職長老，非在職長老或退 
        休長老。在職長老（不包括牧師）的總數不得超過所有投票會友的百分之二（2％）。 
        在職長老應保持以下資格： 

 a）符合提摩太前書第三章一至七節、提多書第一章六至九節及彼得前書第五章一至三節。 
             b）曾任本教會執事一任或一任以上，但如曾在其他教會任長老一職且表現優良，並符合上述條款

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c）須為本會會友三年或三年以上。  

 
     7.2. 提名和選舉長老.  如果長老團確定需要增加長老，則由聯合會組成提名委員會。 任何符合 

7.1 條中規定資格的投票會友，皆可根據以下規定的程序被提名而成｀為長老： 
a）提名：由全體按立牧師、一位長老團代表、一位執事代表、一位董事代表與五位會友代表共同   
                  組成提名委員會。  

             b）審查：在經過提名委員會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後，候選人須經長老團面談和聯合會審查。  
             c） 推薦：如審查結果滿意，經由聯合會的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並經候選人本人同意，得在會友 

                   大會開會六個月以前用書面向教會會友推薦。  
             d）同意：候選人經會友大會出席會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得按立為本教會長老。  

 
     7.3. 在職長老任期（非按立牧師）. 

a）在職長老在長老團任職一任三年，得連續兩任（六年）。 
b)  在第一個三年任期結束時，在職長老可以繼續任期三年，或選擇成為卸任長老。 任何在職長老 

在長老團任職二個任期後需要休息一年（安息年）並成為卸任長老，一年之後才可以再開始新的
任期。 

c）卸任長老時間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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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果卸任長老不打算再回任在職長老，卸任長老應在返回日期前六個月向長老團提出書面申
請。 

7.4. 職責. 長老團應負責制定教會年度增長策略,發展方向和長期事工計劃，長老是全群的監督，要牧養
神的教會，也就是要傳道、教導人。 

 
       長老團參與事工如下：  

a）“負責”是指親自參與並實現目標。 
b）“監督”是指關注事工，預見困難或問題，建議，改進，促進完成任務，評估事工的結果。 
 
因為神給每一位信徒不同的恩賜，長老的職責可包括下列一部份或全部的工作: 
a）講道並負責主日講台， 
b）負責探訪關懷與輔導， 
c）監督宗教教育， 
d）負責門徒訓練， 
e）分解聖經真理謹防異端邪說， 
 f）規勸主內肢體保守教會合一， 
g）監督委員會事工， 
h）主持聖禮, 
 i）参與長老團和聯合會會議。 
 j）每年根據年度事工調查評鑑主任牧師和其他事工的果效，並向牧師和主要同工提供肯定和建設  

             性的反饋。 
 
7.5. 長老團會議. 

a）職位. 主恩堂的主任牧師是長老團的主席。 在沒有主任牧師的情況下，長老團應每年選舉主席,   
                         並選出副主席和秘書。 

b）法定人數. 長老團會議應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員出席以達到法定人數。 
c）投票. 在職長老和按立牧師在長老團會議上各有一票。 非按立牧師，卸任長老和退休長老不享 

                         有投票權。 
 
7.6. 辭職. 任何打算辭去長老職位的長老都應向長老團提交書面通知。 辭職將立即生效，此後將被視為 
                  退休長老。 
 
7.7. 免除. 任何表現出不正當行為，未履行委託給他的職責，或從事違反聖經的活動的長老，均可根   
        據下列程序免除其職份。 

a）經由至少兩名投票會友簽署的請願書，內容詳細說明了被指控的不當行為，可以提交給任何  
             長老團成員或執事會主席，要求對此事進行調查。 

b）長老團主席應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一位按立牧師、一位長老團代   
              表、一位執事會代表和一位董事會代表。 委員會應以書面通知有關長老所調查的性質，但不得  
              公開披露請願的內容。 在作出任何最終決定之前，有關長老應有機會為自己辯護。 

c）調查委員會有權對此事進行深入調查，並向聯合會提出建議。建議可包括紀律處分，行政休假  
             或立即終止職份。 
 
7.8. 復職. 卸任長老恢復至在職長老須符合第7.1條允許的在職長老人數。 繼續符合長老資格的卸任長老

可向長老團或聯合會(假如卸任超過一年)提交書面申請。長老團主席也可以邀請卸任長老考慮恢復
為在職長老。 在長老團或聯合會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後，即恢復為在職長老。 

 
7.9. 事工的年度評鑑.  長老的事工每年由堂會事工委員會、堂會牧師和長老團主席評鑑。 

 

8. 執事會. 

 
8.1. 執事會成員.  執事會應至少由七名執事組成。 執事總人數不得超過所有投票會友的百分之四（4  
        ％）。 
       執事候選人須具備下列各項條件： 

             a) 信主並受洗有三年以上，生活有見證，曾任本堂正式同工並在事奉上有見證者。 
     b) 符合提摩太前書第三章有關執事之資格者。 
 

8.2. 提名與選舉.  符合第8.1條中規定資格的任何投票會友可根據以下程序被提名成為執事： 
a）聯合會每年成立一個提名委員會，包括一位長老團代表，執事會主席，董事會主席和每個堂會 

              一位非現任長老、執事或董事之會友組成。 
b）提名委員會應審核並提名新執事候選人至聯合會，在獲得聯合會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後方得提 

             至會友大會。 
c）新執事候選人經會友大會四分之三多數票通過成為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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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執事任期.  執事任期三年。 如果執事會認為有必要保持事工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執事期限可延長不

超過一年。 
 

8.4. 執事職責. 
a）在符合本章程之原則下，制定各項條規，以利教會事工之推行， 
b）擬定並執行教會年度預算，惟預算須經董事會之審查通過後始得執行 ， 
c）決定牧師團以外其他受薪工作人員之陞遷任免，並決定牧師團及其他受薪工作人員之待遇及福 

            利。 
           d）設立並監督事工小組推行各項教會事工，事工小組之組織另行決定之; 
           e）擬定辦法推動長老團所定教會方向與策略。若長老團所訂事工窒礙難行，或有不週之處，得請長  
                  老團再議。 

 
8.5. 執事會會議. 執事會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由執事會主席召開臨時會議。 

a）執事會職位. 執事會每年從現任執事中選出主席，副主席和秘書。 主席或由主席委派的執事主持     
                                  所有的執事會會議。 
     b）法定人數. 執事會會議須達到至少三分之二執事出席的法定人數方能成會。 

c）投票.  執事會的任何議案都必須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票才能通過。 
 
8.6. 辭職.  任何打算辭去未完成任期的執事都應向執事會提出書面通知。 執事會可以任命一名適當的同    
                  工填補空缺，任期直到下一次會友大會選舉新執事為止。 
 
8.7. 免除.  執事如有偏離真道之行為或不履行所託付之職責時，在執事會的任何兩名成員提出動議後,  
                  由執事會表決通過，請長老團愛心勸告，若無悔改，經長老團同意後由執事會以書面通知免 
                  除其職位。 
 

9.董事會 
        
      9.1. 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由不超過五名董事組成。 
              董事應符合並保持與執事相同的資格。 
 

9.2. 提名與選舉.  符合第9.1條中規定資格的任何投票會友可根據與選舉執事相同的程序被提名成 
        為董事。 
 
9.3. 董事任期.  董事任期三年。董事可連任一次。 
 
9.4. 董事職責. 

a）代表本堂負責有關法律問題之交涉及財產之轉移， 
b）負責教會預算之審查，並具有複查預算之權，教會追加預算須得董事會之同意， 
c）負責稽查教會財務收支，財產登記及其他一切帳目。 
 

9.5. 董事會會議. 董事會必要時召開會議。 
a）董事會職位。 董事會應每年從當年任職的董事中選出主席，秘書和財務。 主席或主席委派的董 

                事主持董事會所有會議。 
b）法定人數。 董事會會議須達到至少三分之二董事出席的法定人數方能成會。 
c）投票。董事會的任何議案都必須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票才能通過。 
 

9.6. 辭職. 任何打算辭去未完成任期的董事都應向董事會提出書面通知。 董事會可以任命一名適當的同    
                  工填補空缺，任期直到下一次會友大會選舉新董事為止。 

 
9.7. 免除.  董事如有偏離真道之行為或不履行所託付之職責時。 在董事會任何兩名成員提出動議後，由

董事會表決通過，請長老團愛心勸告，若無悔改，經長老團同意後由董事會以書面通知免除其職
位。  
 

10.牧師 
       
      10.1. 牧師團.  主恩堂的牧師團包括主任牧師、副牧師，助理牧師、事工主任和事工助理。 實習生，顧 
                問牧師不包括在牧師團，不受本條約束。 
 
      10.2. 牧師團聘任.  牧師團之聘任由長老團提案，聯合會推薦至會友大會。經會友大會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而任命之。 經大會批准後，任何牧師團成員都應自動被視為教會的投票會友。 任職一年後，新任 
                命的牧師團成員須由聯合會以四分之三多數票再確認。如果沒有通過再確認，聘任合同將於投票 
                日六個月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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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牧師團晉升. 牧師團成員的晉升應由長老團推薦，批准這些推薦需要獲得聯合會三分之二多數票同 
                 意。 
                  
                 下面晉升，不需經會友大會批准: 
                 事工主任晉升為助理牧師; 
                 助理牧師晉升為副牧師;  
                  
                下面晉升，需經會友大會批准: 
                事工助理晉升為事工主任或助理牧師; 
                副牧師晉升為主任牧師。 

 
10.4. 任期.  牧師團成員每一任期由一至五年不等。 長老團需於牧師團成員任期結束至少四個月前舉行

會議商討續任事宜。 並且，長老團需於牧師團成員任期結束至少三個月前向聯合會提出建議。 經
聯合會三 分之二之同意後得續聘並重新認定任期，或停止聘約。 

 
10.5 主任牧師之主要職權及責任： 

a）領導牧師；主持全教會月度聖工會議並向長老團提出報告， 
b）審核各項聖工的方向及目標並落實長老團所擬定之主恩堂聖工全面的方向及目標， 
c）每年至少審議各牧師之聖工效率一次， 
d）與牧師共同擬定年度聖工目標， 
e）與牧師共同擬定年度講台計劃及外聘講員, 
f）擔任長老團主席。 
  
除以上各項主要職責外，主任牧師亦可兼任牧師之職責。當主任牧師出缺時，長老團主席暫代其
職務。 

 
10.6. 辭職. 牧師辭職須於離職兩個月前以書面向長老團提出。 
 
10.7.牧師團解聘. 若牧師團成員行為失檢，工作失職或有違背聖經之言行都應按照下列程序解聘。 

  a) 經由至少兩名投票會友簽署的請願書，內容詳細說明了被指控的不當行為，可以提交給任何  
             長老團成員，要求對此事進行調查。 

  b) 長老團主席應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一位按立牧師、一位長老團代   
               表、一位執事會代表和一位董事會代表。 委員會應以書面通知有關牧師團成員所調查的性質， 
               但不得公開披露請願的內容。 在作出任何最終決定之前，有關牧師團成員應有機會為自己辯 
               護。 

   c）調查委員會有權對此事進行深入調查，並向聯合會提出建議。建議可包括紀律處分，行政休假  
                或立即終止職份。 
 

11. 資產處理 
  

       11.1. 本教會為非營利之基督教團體，教會任何資產依法（美國任何聯邦政府稅務條例 501[c][3]）不得 
                  給予或分配於其會友、牧師、長老、董事、執事、同工及任何私人。 
 

11.2.  教會解散時，資產應由聯合會按照“國內稅收法”第 501（c）（3）節或任何未來聯邦稅法的相 
          應部分的一個或多個豁免目的或出於公共目的分發給聯邦政府或州或地方政府。 所有教會之資產  
          須分配給予信仰純正並以傳福音為目的之基督教團體，其宗旨在於促進查經、禱告、崇拜、信徒 
          交通並傳揚耶穌基督之福音。  

                  
       11.3. 未如此處置的任何此類資產，應由縣的管轄區法院處理，或由該法院確定的組織或公司處置。  
 

12. 章程之解釋與修改 

        
       12.1. 章程的解釋應由聯合會行之。 
 

12.2. 在聯合會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後，聯合會可以成立章程修改委員會去研究並提出章程的修訂。 章 
           程修改委員會成員包括一位長老團代表，一位牧師團代表，一位執事會代表，一位董事會代表和 
           每個堂會一位會員代表組成。 章程修改委員會應向聯合會提岀章程修改之項目與內容。 

 
12.3. 經聯合會批准後，修改之章程應提供給投票會友進行審查。所有修改之章程需經會友大會出席會 

                 友四分之三以上通過，方能生效。 

 

13. 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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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主恩堂的設施以用於傳福音為目的。教會對設施各個方面進行有效的管理，包括提供給福音機構     
 使用。.  

 

 

附件一：主恩堂會友之責任及義務 

會友有責任支持及参與教會各項聖工，經常出席崇拜聚會、奉献、事奉及祈禱。 

1. 出席年度會友大會 

• 暸解教會一般事務的情况、以及教會聖工的情形及方向 

• 表達對教會聖工的意見，並咨詢教會活動及聖工情形 

• 参加投票 

 

2. 参加聚會 (來 10:25；徒 2:42-47) 

• 崇拜聚會：會友應儘力經常参加崇拜聚會。 否則，會籍將依章程第三章規定處理 

• 主曰學：會友應儘量参加主日學，以便在真道上紮根，明白。神的話語 

• 團契、小組、禱告會 ：會友應當儘量参與教會的團契生活，籍着祷告及團契，將主的福音傳開 

 

3. 奉献 (瑪 3:8-12；太 5:17-48；林前 16:1-4；林後 9:6-12) 

• 不張揚的奉献﹙太 6:1-4﹚ 

• 按照應献的數目奉献﹙創 14:20，28:22；林前 16:2) 

• 樂意奉献﹙林後 9:7) 

• 儘力奉献﹙路 21:1-4) 

• 慷慨捐助有需要的人﹙提前 6:17-19) 

 

4. 忠心事奉 (林前 12:12-31；彼前 4:10-11) 

• 言語事奉﹙弗 4:11-12) 

a) 使徒 

b) 先知  

c) 傳福音者 

d) 牧師 

e) 教師 

• 用行動事奉﹙林前 12:4-11, 28-31：羅 12:6-8) 

a) 幫助人﹙林前 12:28) 

b) 管理行政﹙林前 12:28) 

c) 執事﹙羅 12-7) 

d) 治理﹙羅 12-8) 

e) 憐憫人﹙羅 12-8) 

 

5. 禱告 ( 帖前 5:17) 

• 私禱﹙太 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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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一篇的提示，忠心每天親近主 

• 公禱﹙徒 2:42；4:31；12:5,12﹚ 

效法使徒行傳中的榜樣，忠心參加全教會的禱告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