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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榮耀堂教會章程 

注： 

教会不同時期的會員，共同構成了本規則第 1條所命名之法人社團。 

依據『2012年社團成立改革法』第 46節之規定，這些規則應構成本教会與會員簽署之合同的條
款。 

第1篇——總綱 

 1 名稱 
1.1 本教會依法于 1996 年向政府完成登记存案, 會址设于: 

  23 Ropley Avenue, Balwyn Victoria 3103. Australia, 

  原为台湾高雄荣耀基督教會海外植堂, 现为一行政独立之教會。 

1:2 本教會定名为: 墨尔本荣耀堂，Melbourne Glory Church。 

  命名是根据以弗所书三章 21 节: 但愿他在教會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   

    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注： 

根據本法第 23 節規定，教会的所有業務文件上均必須體現教會名稱及註冊號。 

 2 宗旨 

           传扬耶稣基督福音，领人归主，建立基督的身体—教會，共同事奉真神 。 

          2:1 我们相信全部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无误谬的.它是我们信仰与生    

             活最高神圣的准则。 

         2:2 我们接受全部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为信仰的真理。其内容为：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因着圣灵成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 
         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 
        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 
       活;我信永生。阿们! 
         2:3 本教會的目标异象： 
  建立一个广传福音、塑造门徒、服务社會、充满爱心﹐推行细胞小组的教會， 并  

健康成长、植堂宣教以荣耀基督。其根据是依照神的大诫命及大使命。 
    1）大诫命 (太二十二 37--39)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

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2）大使命（太二十八 19--20）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本 教 會全 体 肢 体 是 透 过【敬 拜】，【真 理】【团 契】，【事 奉】，【福 音】五 方 面 的成长，连

于元首基督，以至渐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3  財政年度 

        本教會年度定为每年七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4 名詞解釋 



 
 

 

 

 
5 

在本規則中—— 
教會是指墨爾本榮耀堂； 
會員大會 是指依據第 4篇規定而召集的教会全體會員大會，包括年度會員大會、 
特別會員大會與紀律處分上訴會；是教会最高权力机构； 

           會員 是指教會會員； 
           长牧會 是指負責管理教會的委員會；受会员大会委托，是教会的最高权力执行机构 

长牧会主席，在會員大會或长牧會會議中，是指根據第 46條規定主持會議的人.  
員，由主任牧师担任； 
长牧會成員 是指依據第 5篇第 3章而當選或被任命的會員。 
紀律處分上訴會是指社團會員依據第 23(3)條召集的會議； 
處分會是指委員會出於第 22條的目的而召集的會議； 
紀律分委會是指依據第 20條任命的下屬委員會； 
財政年度是指第 3條所述之 12 個月期限； 
會員享有投票權 是指會員依據第 13(2)條規定，享有在會員大會投票的權利； 
特別決議 是指要求不少於四分之三的會員通過本人或代理人在會員大會上投票對 
決議作出表決的決議； 
本法是指『2012年社團成立改革法』（AIR Act 2012）。 包括依據本法所制訂的

任何法規。  
 

第2篇——教會權力 

 5 教會權力 

 (1) 依據本法規定，教會有權實施任何附帶或有利於實現其目的的行為。 

 (2) 在不限制上述(1)款的情況下，教會可—— 

 (a) 收購、持有和處置不動產或個人財產； 

 (b) 在金融機構開立和運營賬戶； 

 (c) 簽署其他的，教會認為有必要的，或有需要的合同。 

 (3) 教會行使權力及使用自身收入和資產(包括任何盈餘)，只能服務於自身宗旨。 

 6 非營利性組織 

 (1) 教會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向會員分配任何盈餘、收入或資產。 

 (2) 上述(1)款不限制教會在以下情況下向會員付款—— 

 (a) 補償會員合理產生的開支；或 

 (b) 支付會員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費用—— 

前提是此種情況應出於善意，且條款不得比會員之外的人員更為有利。 

注： 

本章程规定教会不得為其會員謀求金錢利益。本法第 6節詳細規定了哪些情況下不

會認為法人社團在為其會員謀求金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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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會員、處分程式與申訴 

第1章——會員 

 7 最低會員人數 

教會必須至少擁有5名會員。 

 8 哪些人有資格成為社團會員？ 

        凡于本教会受浸之信徒或已在其他教会受浸之基督徒, 年滿18歲，固定在本教会聚

会并委身参加小组或团契超過6個月者, 申請批准後即为会員。 

 9 申請成為會員 

 (1) 要申請成為會員，申請人必須向長牧會提交書面申請，表明其: 

 (a) 希望成為教會會員；且 

 (b) 擁護教會目的；且 

 (c) 同意遵守這些規則。 

 (2) 申請書: 

 (a) 必須由申請人簽字；且 

 (b) 由小組或團契負責人簽字推荐。 

 10 受理申請 

 (1) 收到會員申請後，长牧會必須儘快以決議方式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申請。 

 (2) 长牧會必須在做出決定後，儘快以書面方式向申請人告知決定結果。 

 (3) 拒絕申請時，無需給出拒絕理由。 

 11 新會員 

 (1) 若长牧會批准了會員申請: 

 (a)  必須在长牧會會議紀要裏記錄接受會員的決議；以及 

 (b) 秘書必須儘快將新會員的姓名與住址及其成為會員的日期輸入會員名冊。 

 (2) 個人成為教會會員後，依據本法第13(2)條之規定行使會員權利。 

   12. 年度会员费与加入费 

       本教会不收会员费和加入费。本教会主要资金来源是奉献，会员可自愿奉献。 

    13 會員的一般權利 

 (1) 會員有權: 

            (a)按照本規則規定的方式和時間，接收會員大會與特別決議案的通知；以及 

 (b) 在會員大會上提交事項供大會討論；以及 

 (c) 出席會員大會並發表個人觀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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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會員大會上投票；以及 

M15 R75 (e) 書面申請查閱會員大會和長牧會會議紀要及本法第75條規定的教會其他文件; 

以及 

  M5 R3     (f)  檢查會員名单；以及 

             (g）參與教會各項服事。 

 (2) 下列會員有權投票: 

 (a) 自成為教會會員起已超過10個工作日；以及 

 (b) 該會員的會員權利沒有因為任何原因而被中止。 

    14 權利不可轉讓 

會員權利不可轉讓，且在會員資格終止時停止。    

    15 會員成長目標  

   会員成长目标：应该每日灵修、读经和祷告。委身家庭小组与团契，积极参加装备课

程，门徒训练，并在生活实践中为基督作见证。   

    16 转移会籍和終止會員資格 

1） 如有需要会員可以提出要求转移会籍到其他教会，可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长牧会出具

转会证明 

   或介绍信，同时将转会日期记录在会员名册上。  

       2）(a)  個人轉移會籍、辭職、被開除或死亡時，會員資格宣告終止。 

          (b)  若個人不再是教會會員，則秘書必須儘快在會員名冊裏輸入不再成為教會會員的
日期。 

 17 辭去會員資格 

 (1) 會員可書面通知教會，辭去會員資格。 
注：本章程第 86條規定了向教会送達通知的方式。這包括郵寄或親自送達通知給   

    长牧会成員。   
 (2) 下列情況下視為會員已失去會員資格: 
 (a) 至少半年无理由未参加教会聚会和小组聚会或团契,海外探亲滞留除外。 
 (b) 在無需繳納年度會員費的情況下: 

                (i) 秘書已書面徵詢會員，確定其是否願意繼續成為會員；以及 

                (ii) 會員未在收到該徵詢後3個月內，以書面方式確認其希望繼續成為會員。 

 18 會員名冊 

 (1) 秘書必須記錄和保管會員名冊，內容包括： 

 (a) 每個現有會員: 

 (i) 會員姓名；以及 

 (ii) 會員最後提交的通知地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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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成為會員的日期；以及 

 (iv) 委員會確定的其他資訊；以及 

 (b) 前會員不再成為會員的日期。 

         (2) 會員可在合理時間內，免費檢查會員名冊。注：教会在某些情況下，可限制會員

名冊所記錄的個人資訊透露。本法58节规定，不當使用會員名冊中的個人資訊，構

成違法行為。 

第2章——紀律處分 

 19 採取紀律處分的依據 

依據本章規定，若教會認定某個會員出現如下情況，則可對其採取紀律處分: 

 (a) 凡本教会會員（包括牧者、及董执事所有同工）若不合圣徒体统，犯了新约哥

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及违背圣经真理所说之罪行时，须由两位见证人指证（匿

名信不被接受））；或 

             (b) 未能遵守本規則；或 

  (c) 拒絕擁護教會目的；或 

  (d) 涉及不利於教會的行為。 

 20 紀律分委會 

 (1) 若经教会查证属实时，教会需依照圣经之规定处罚之（教会依据马太福音十八章， 
15-17 节 的程 序 实 施。）則長牧會必須临时指定一個紀律分委會來審理此事，並判定

對此會員採取何種處分措施。 

 (2) 紀律分委會的委員會: 

 (a) 可以是长牧會成員、教會會員。紀律分委會的委員人数视具体事件而定；但 

 (b) 不得對當事會員存有偏見或偏袒。 

 21 通知會員 

 (1) 對某個會員採取紀律處分措施前，秘書必須書面通知该會員: 

 (a) 聲明教會準備對該會員採取紀律處分措施；以及 

 (b) 表明擬定紀律處分措施的依據；以及 

 (c) 載明紀律分委會準備召開會議來研究紀律處分措施的日期、地點和時間；以及 

 (d) 告知會員可做以下一件或兩件事: 

 (i) 出席紀律處分會，並在會上向紀律分委會做出說明； 

 (ii) 在紀律處分會召開前隨時向紀律分委會遞交書面聲明；以及 

 (e) 告知该會員依據本法第23條享有的上訴權。 

 (2) 該通知的送達時間，必須在紀律處分會議召開前不早於28日且不遲於14日。 

 22 分委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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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紀律分委會必須在紀律處分會上: 

 (a) 為會員提供申辯機會；以及 

 (b) 考慮會員提交的書面聲明。 

 (2)  在遵守上述(1)款的情況下，紀律分委會可: 

 (a) 不對該會員採取進一步措施；或 

 (b) 在遵守(3)款的前提下: 

² 對會員提出批評；或 

² 停止其领受圣餐；或 

² 停止事奉工作；或 

² 在指定期限內中止該會員的會員權利；或 

² 將該會員開除出教會。 

 (3) 紀律分委會可以不對會員做出罰款。 

 (4) 紀律分委會依據本條做出中止會員權利或開除會員的決定，在投票通過後立即生

效。 

 23 上訴權 

 (1) 依據第22條被教會紀律處分的個人，可告知自己想要對紀律處分的決定提起上訴。 

 (2) 該通知必須採取書面形式，並必須送達: 

 (a) 在舉行紀律處分的投票後立即送達紀律分委會；或 

 (b) 在投票後48小時內送達秘書。 

 (3) 若個人依據上訴(2)款送達通知，則委員會必須儘快召集紀律處分上訴會，任何情況

下均不得遲於接到通知後21日內。 

 (4) 召集紀律處分上訴會的通知，必須儘快送達享有投票權的每個社團會員，且必須： 

 (a) 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以及 

 (b) 注明： 

                (i)被採取紀律處分措施之個人的姓名；以及 

                (ii)採取此處分措施的依據；以及 

 (iii) 出席紀律處分上訴會的會員必須投票表決贊成或撤銷紀律處分的決定。 

 24 召開紀律處分上訴會 

 (1) 在紀律處分上訴會上: 

 (a) 除上訴事宜外，不討論其他事項；以及 

 (b) 委員會必須說明紀律處分的的依據及採取此處分措施的原因；以及 

 (c) 必須為會員紀律處分的個人提供申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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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遵守上述(1)款的前提下，出席紀律處分上訴會並有權投票的會員，必須以不記名

投票方式，表決是否贊成或撤銷紀律處分的的決定。 

 (3) 會員不可通過代理人投票。M7（OP）， R24  

 (4) 若出席會議的會員中，有不少於四分之三的會員投票支持該決定，則該決定獲得贊

成通過。 

第3章——申訴程式 

 25 申請 

 (1) 本章規定的申訴程式，適用於本規則規定的如下之間產生的爭議: 

 (a) 會員與其他會員； 

 (b) 會員與長牧會； 

 (c) 會員與教會。 

 (2) 在紀律處分程式完成前，會員不得對紀律處分程式的涉及事項提起申訴程式。 

 26 當事各方必須努力解決爭議 

爭議各方必須在各方獲悉爭議事項起14日內努力自行解決爭議。 

 27 指定調解員 

 (1) 若爭議各方無法在第26條規定的期限內自行解決爭議，則各方必須在10日內: 

 (a) 向長牧會告知爭議事項；且 

 (b) 同意或要求指定調解員；且 

 (c) 努力通過調解友好解決爭議。 

 (2) 調解員必須是: 

 (a) 各方同意選擇的人員；或 

 (b) 若各方無法達成一致: 

                (i)若爭議是會員與其他會員的爭議——則由长牧會指定調解員；或 

               (ii)若爭議是會員與長牧會或教會的爭議——則由維多利亞州爭議解決 (Dispute  

            Settlement Centre of Victoria, DSCV) 指定或聘用調解員。M8, R27 (2)(b) 

 (3) 長牧會指定的調解員，可以是教會的會員或前會員，但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是以下人

員： 

 (a) 在此爭議中擁有個人利益；或 

 (b) 對任何一方存有偏見或偏袒。 

 28 調解程式 

 (1) 爭議調解員在開展調解工作中，必須: 

 (a) 為各方提供申辯機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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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允許所有當事方適當考慮任何一方提交的書面說明；以及 

 (c) 確保在調解過程中對各方實行自然公正原則。 

 (2) 調解員不得對爭議做出判決。 

 29 未能調解解決爭議 

若調解程式無法解決爭議，則各方可依據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解決爭議。 

第4篇——會員大會 

 30 年度會員大會 

 (1) 長牧會應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後5個月內召集召開教會年度會員大會。 

 (2) 長牧會應確定年度會員大會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3) 年度會員大會的正常議程如下: M9，R52，  

 (a) 確認上屆年度會員大會及此後召開之任何特別會員大會的會議紀要；以及 

 (b) 接收並審議： 

 (i) 长牧會關於上一財政年度內教会活動的年度報告；以及 

 (ii) 长牧會依據本法第7篇提交之教会上一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以及 

 (c) 表决长牧会成员，秘书及财务主管（当职位空出时）；以及 R55，56，57  

            (d) 表决聘用受薪人员（当职位空出时）；以及 R55   

            (e) 提名并表决两名普通会员（三年以上会员，信仰端正，品格良好）。  

               成为年度长牧会成员；以及R53   

            (f) 表决通过执事人选。 

         (4) 年度會員大會也可開展已依據本規則規定下達通知的其他活動。 

 31 特別會員大會 

 (1) 除年度會員大會或紀律處分上訴會以外的任何會員大會，均為特別會員大會。 

 (2) 长牧會可在自認為適當時召集特別會員大會。 

 (3) 除依據第33條送達之通知所載事項外，會議上不審議其他任何事項。 

注： 

若普通事項包含在依據第 33條送達之通知的審議事項內，且多數與會會員同意，

則也可審議普通事項。 

 32 根據會員要求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 

 (1) 若至少占總會員人數10%的會員依據(2)款規定提出要求，則长牧會必須召集特別會
員大會。 

 (2) 申請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要求，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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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採用書面形式；以及 

 (b) 說明會上所要審議的事項及任何決議案；以及 

 (c) 載有要求召集會議之會員的姓名與簽名；以及 

 (d) 送達秘書。 

 (3) 若长牧會未在提出要求後1個月內召集特別會員大會，則提出要求的會員(或其中任

何人)可召集特別會員大會。 

 (4) 會員根據第(3)款召集的特別會員大會: 

 (a) 必須在原要求提出後3個月內召開；以及 

 (b) 只能審議要求中提及的事項。 

 (5) 對於會員依據(3)款召集特別會員大會所產生的所有合理開支，教会必須予以補償。 

 

 33 會員大會的通知  

 (1) 秘書(若依據第32(3)條召集特別會員大會，則為召集會議的會員)必須通知每個會

員：  

 (a) 若要在會員大會上提議特別決議，則必須至少提前21日通知召集會員大會；或 

 (b) 其他情況下，必須至少提前14日通知召集會員大會。 

 (2) 通知必須: 

 (a) 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以及 

 (b) 注明會上準備審議之各個事項的一般性質；以及 

 (c) 若要提議特別決議: 

 (i) 說明決議案全文；以及 

 (ii) 說明提議該決議為特別決議的意圖；以及 

 (d) 遵守第34(5)條的規定。 

        (3) 通知方式：可使用电邮箱，微信，教会网站及任何可靠科技手段；另加上组长转 

           達，或教會周报通告等可靠且可行方式通知。 

 (4) 本條規定不適用於紀律處分上訴會。 

注： 

第 23(4)條規定了紀律處分上訴會的通知要求。 

 34 代理人 M18， R34，35，36，37，38，39，40，41 

 (1) 除紀律處分上訴會外，會員可指定其他會員作為其代理人，代表自己在會員大會上

投票及發言。 

 (2) 委託代理人必須採取書面形式，並經由委託會員簽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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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員委託代理人時，可給出代理人如何代表其投票的具體指引，否則代理人可以根

據自己的判斷，代表會員對任何事項投票。 

 (4) 若长牧會批准了代理人委託表格，會員可使用其他任何表格明確指明被委託擔任其

代理人的人員，並由該會員簽字確認。 

 (5) 依據第33條送達會員的會員大會通知必須: 

 (a) 聲明會員可指定其他會員擔任其代理人出席會議；以及 

 (b) 含有长牧會同意用來指定代理人的表格副本。 

 (6) 指定代理人的表格，必須在會議召開前或期間遞交給主席。 

 (7) 除非社團在會議召開前24小時內收到，否則以郵寄或電子形式遞交的指定代理人表

格不具效力。 

 35 使用技術 

 (1) 無法親自出席會員大會的會員，可通過使用能夠讓該會員及其他與會會員清晰同步

相互交流溝通的科技手段來出席會議。 

 (2) 在涉及本篇規定事項中，允許依據上述(1)款出席會員大會的會員，將被視為已參加

會議，且若會員在會上投票，則也視為其已親自投票。 

 36 會員大會法定人數 

 (1) 除非出席會員大會的會員達到法定人數，否則不審議任何事項。 

 (2) 會員大會的法定人數，是指與會(親自、通過代理人或依據本法第35條獲准)會員必
須達到三分之二享有投票權的會員 M18，R36  

 (3) 若會員大會通知開會時間後30分鐘內與會會員沒有達到法定人數： 

 (a) 若會議由會員召集或由會員依據第32條要求召集——則會議必須解散； 

注： 

若會員召集或由會員依據第 32條要求召集的會議，依據本款規定解散，則原

定準備在會上審議的事項視為已予處理。若會員希望另外召集特別大會來重新

審議該事項，則會員必須依據第 32條規定提出新要求。 

 (b) 其他情況下: 

 (i) 會議必須延期至延期後21日內的任何日期；以及 

 (ii) 必須在會上通知延期會議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並應在會議後儘快書面通

知全體會員確認。 

 (4) 若會員大會在依據(3)(b)款規定延期召開時間後30分鐘沒有達到法定人數，則與會

會員(若不少於百分之六十的會員)可視同達到法定人數，繼續審議會議事項。 

 37 會員大會延期 

 (1) 在達到法定人數的會員大會上，主席可在征得多數與會會員同意的情況下，將會議

延期至其他時間，可選擇同一舉辦地點或其他地點。 

 (2) 在不限制上述(1)款的情況下，以下情形也可延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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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沒有足夠時間處理手頭事項；或 

 (b) 為了給會員更多考慮相關事項的時間。 

（示例：會員可能希望有更多時間來審查长牧會在年度會員大會上提交的財務報

表）。 

 (3) 延期會議重新召開時，不審議會議延期時尚未處理完成之事項之外的其他事項。 

 (4) 除非會議延期超過14日或以上，否則依據本條規定延期的會議，無需下發通知，延

期超過14日或以上，必須根據第33條規定下發會議通知。 

 38 在會員大會上投票 

 (1) 對於會員大會上提出的問題: 

 (a) 在遵守(3)款的前提下，每位享有投票權的會員擁有一票；以及 

 (b) 會員可親自或通過代理人投票；以及 

 (c) 除特別決議外，涉及問題必須以三分之二以上表決通过。 

 (2) 若涉及問題的票數分配相同，則會議主席擁有第二張票或決定票。 

 (3) 若涉及問題為是否確認上次會議的會議紀要，則只有出席該會議的會員可以投票。 

 (4) 本條規定不適用於依據第24條召開之紀律處分上訴會的投票。 

 39 特別決議 M22，R39，77 

若不少於四分之三的會員(通過本人或代理人)在會員大會上投票支持特別決議，則

特別決議予以通過。 

注：除本法規定的某些事項外，下列情況需要通過特殊決議： 

(a) 撤銷某位长牧會成員的職務； 

(b) 變更本規則，包括更改教會名稱或任何目的； 

(c) 聘请及续聘受薪人員。如特殊情况需先行聘用，但仍需尽快报备特别會員大会

表决。 

 40 判定決議是否通過 

 (1) 在遵守(2)項規定的前提下，會員大會主席可根據不记名表決情況，宣佈決議: 

 (a) 獲得通過；或 

 (b) 獲得一致通過；或 

 (c) 特定多數表決通過；或 

 (d) 未獲通過。 

會議紀要關於表決結果的記錄，視為此事實的確證。 

  (2) 若百分之六十以上會員要求對某個問題實行投票表決(即以書面形式投票)： 

  (a) 必須按照會議主席確定的方式，在會上投票；以及 

 (b) 主席必須根據投票情況，宣佈決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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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關於選舉主席或涉及會議延期的投票，必須立即舉行投票。 

 (4) 關於其他問題的投票，必須在该次會議結束前，由主席確定的某個時間舉行。 

 41 會員大會會議紀要 

 (1) 长牧會必須確保每次會員大會均記錄和保管會議紀要。 

 (2) 會議紀要必須記錄會上審議的事項、投票表決的決議及投票結果。 

 (3) 此外，每次年度會員大會的會議紀要必須包括： 

 (a) 與會會員姓名；以及 

 (b) 依據第34(6)條送達會議主席的代理人表格；以及 

 (c) 依據第30(3)(b)(ii)條送達會員的財務報告；以及 

 (d) 兩名长牧會成員簽字證明財務報告真實公允地反映教会財務狀況和業績的證明

函；以及 

 (e) 本法規定的隨附財務報表的任何審計賬目與審計師報告或回顧報告。 

第5篇——长牧會 

第1章——长牧會權力 

 42 權力與责任 M9，R42-49，52-53，55（1），55（3），56 

 (1) 教會業務必須由长牧會管理或依據长牧會指引而管理，必须依照马可福音：十，42-
45 和 约翰福音：十三， 1-17 的教导和榜样. 以仆人的心态忠心地使用权柄, 全权处理

教会各项行政事务，协助传道部各项圣工及牧养。 

        (2) 除本章程和本法所規定的應由教會會員大會行使的權力外，长牧會受會員大会委托

拥有处理教會的全部行政工作的權利。 

 (3) 长牧會管理权力如下： 

 (a) 設立长牧會之下的，承擔长牧會認為適宜之受委託事項的分委會； 

 (b) 评估：长牧會安排每年在會員大会前做好教會各项事工的绩优评估报告，及  
下年度计划，并向全体會員公布，并接受會員大会的质询。 

     (c) 传道人按立工作。长牧会协助主任牧师与传道部，广泛咨询教会各个职能 
                 部门负责人，包括小组长和团契负责人的意见。并向全教會公示两周。 
       (d) 财务管理。受會員大會委托：  

Ø  管理财务日常开支； 

Ø  建立每年的财政预算；  

Ø  教會之银行新户口的开立，及建议银行户口的签署人选；  

Ø  按教會章程接纳會外的捐献等事宜；  

Ø  协助财务完成年终的审计工作。  

       (e) 日常事务管理。受會員大會委托：  
Ø  按教會章程提名每年新长牧會成员，提交會員大會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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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拟定及修改长牧會职责范围，提交會員大會表决。  

Ø  长牧會成員请辞及纪律问题。 

Ø  设立非常临时小组（比如建堂委員會、临时慈惠小组等等） 

           (f ) 人事安排管理。受會員大會委托： 
Ø  执行教会章程赋予有关人事运作之权力和责任。  

Ø 依據第55條3(b),第57条任命和依據55條3(a)撤销工作人員； 

Ø 评估所有受薪同工的聘请、续聘，解聘，加薪，并安排會員大會表决。 
      (g)基金管理。包括宣教基金，神学教育基金和慈惠基金的管理（参见本章程第 

               七篇财务管理)。执行教會章程赋予的有关各基金的运作之权力和责任。  

                下设慈惠管理小组发放慈惠金，财务监督小组（见第7篇），并邀请會友代 
                表参加。长牧会具体安排各基金的运作小组的操作细则。 

        (h) 撰写、审核及修订所有教會有关章程交會員大會表决;   

        (4) 长牧会与教會其它职能部门的工作配搭:  
           (a)长牧會受會友大會委托管理教會。长牧會的工作由全体會員督责。  

           (b)长牧會与传道部在牧养圣工工作上互相协助。长牧会主席带领长牧会推动牧 

              养，监督讲台信息质量。 

           (c)长牧會委托执事会各项具体工作，与执事会共同努力，并督促其运作。  

 43 委託 

 (1) 除以下情況外，长牧會可將其權力和職能委託給其他成員、分委會或工作人員  

 (a) 使用委託權；或 

 (b) 依据本法或其他法律授予长牧會的職責。 

 (2) 委託必須採取書面形式，並以长牧会會認為適宜的條件與限制規定為准。 

 (3) 长牧會可以書面形式，全部或部分撤銷委託。 

第2章——长牧會人員構成與长牧会成员的責任 

 44 长牧會人員構成 
    长牧會人员共七至九名, 由以下人員組成： 

 (a) 一名主席：由主任牧师担任；（三年任期， 受薪）  

 (b) 一名秘書；可由董事兼任；  

 (c) 一名司庫；可由董事兼任；  

 (d) 一名教牧人员代表，由传道部指定推荐的教牧人员代表（受薪）；  

 (e) 一名执事会主席；              

            (f)  董事 （三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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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两名依據本法第53條通过会员大会選舉產生的普通委員（一年任期，每年更

换）。需成为会员三年以上，信仰端正，品行良好。  M9，R53 

 45 基本責任 

 (1) 當選或被任命任職长牧会成員會後，各成員必須儘快熟悉本規則與本法。 

 (2) 长牧會集體負責確保教会遵守本法規定，並確保长牧會每一位个體成員遵守本規

則。 

 (3) 成員必須本著合理注意和審慎的態度來行使自身權力、履行自身職責。 

 (4) 成員在行使自身權力和履行自身職責時，必須: 

 (a) 誠實善意，出於教会的最佳利益；以及 

 (b) 出於適當的目的。 

 (5) 成員與前成員不得不當利用: 

 (a) 自身職務之便；或 

 (b) 擔任職務而獲得的資訊: 

以謀取私利或為他人謀利或導致教会受到損害。 

注： 

也請參閱本法第 6篇第 3章關於法人社團官員一般職責的規定。 

 (6) 除本規則授予的職責外，成員還必須履行會員大會決議授予的其他職責。 

 46 主席與副主席 

 (1) 在遵守以下(2)款規定的前提下，主席或主席缺席時，副主席為會員大會及长牧會會

議的主席。 

 (2) 若主席與副主席雙雙缺席，或無法主持會議，則會議主席必須是: 

 (a) 若為會員大會——其他與會會員選舉產生的會員；或 

 (b) 若為长牧會會議——其他與會成員選舉產生的成員。 

 47 秘書 

 (1) 秘書必須履行本法規定的法人社團秘書應當履行的職責或職能。 

 

示例： 

本法規定，法人社團秘書負責向登記官提交社團文件。 

 (2) 秘書必須: 

 (a) 依據第18條規定，妥善保管會員名冊；以及 

 (b) 保管教会公章(若有)，並依據第84條和第87條規定，保管除第82條規定之財務
記錄外的教会所有賬簿、文件和證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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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依據本法與本規則的規定，允許會員查閱會員名冊、會員大會會議紀要及其他

賬簿和文件；以及 

 (d) 履行本規則授予秘書的其他職責或職能。 

 (3) 秘書必須在獲得任命後14日內向登記官通知此任命。 

 48 司庫 

 (1) 司庫必須: 

 (a) 收取支付給教会或教会收取的所有金錢，並以教会的名義為這些款項開具收

據；以及 

 (b) 確保所有已收取的款項在收取款項後5個工作日內進入教会賬戶；以及 

 (c) 從教会資金中支付长牧會或教会會員大會授權的款項；以及 

 (d) 確保支票至少由2名长牧會成員簽字。 

 (2) 司庫必須: 

 (a) 確保依據本法規定保管教会的財務記錄；以及 

 (b) 協調編制教会財務報表，並在遞交給社團年度會員大會前交由委員會認證。 

 (3) 司庫必須確保至少還有另外一名长牧会之外的，合格的会員（财务监督小组成员）

可以查閱教会的賬目和財務記錄。具体细节参见本章程81款。 

第3章——长牧会成員的選舉與任期 

 49 哪些人有資格成為长牧会成員 M10， R49 

符合以下條件的會員有資格當選或被任命為长牧会成員： 

 (a) 年滿18周歲或以上；以及 

 (b) 有權在會員大會上投票。 

 50 宣佈空缺的職位 

 (1) 本條規定適用於: 

 (a) 教会成立後的首屆年度會員大會；或 

 (b) 收到教会年度報告與財務報表後的往後年度會員大會。 

 (2) 會議主席必須宣佈长牧會的所有空缺職位，並根據第51條至第54條的規定，舉行這

些空缺職位的選舉活動。 

 51 提名 

 (1) 在每個職位的選舉活動前，會議主席必須徵集填補該職位的提名人選。 

 (2) 符合條件的教会會員可: 

 (a) 提名自己；或 

 (b) 在征得其同意的情況下，由其他會員提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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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被提名擔任該職位但未能當選的會員，可被提名擔任其他尚未舉行選舉活動的職

位。 

 52 主席等人員的選舉 

M9，R52 (1) 以下各个職位必須在年度會員大會上舉行單獨選舉，以确定下个年度的人选：  

 (a) 主席； 

 (b) 副主席 （若有）；  

 (c) 秘書； 

 (d) 司庫； 

            (e ) 执事會主席。 

 (2) 若該職位只有一名會員獲得提名，則會議主席必須宣佈該會員當選擔任該職位。 

 (3) 若獲得提名的會員超過一人，則必須根據第54條舉行投票表決。 

 (4) 新主席當選後，可接任該會議的主席。  

 53 长牧會普通成員的選舉 M9，R53 

 (1) 年度會員大會必須以決議方式，決定是否改变明年任職於长牧會普通成員人數。 

 (2) 這些職位可通过單次選舉活動决定。  

 (3) 若普通成員職位的被提名會員人數低於或等於當選人數，則會議主席必須宣佈這些

會員均已當選擔任成員職位。 

 (4) 若獲得提名的會員人數超過當選人數，則必須根據第54條舉行投票表決。 

 54 投票 

 (1) 若某個職位的選舉需要舉行投票，則會議主席必須指定一名會員擔任本次投票的選

舉監察人。 

 (2) 該職位的獲提名會員不得擔任選舉監察人。 

 (3) 舉行投票前，每位候選人可簡短發言來支持自己當選。 

 (4) 選舉必須採取不記名投票方式。 

 (5) 選舉監察人必須將一張选票或可靠科技手段放給: 

 (a) 每位與會會員本人手中；以及 

 (b) 會員指定的每位代理人。 

示例： 

若某個會員被其他 5位會員指定為代理人，則必須向該會員發放 6張選票——一張
是會員自己的選票，以及其他 5位會員每人一張。 

 (6) 若投票選舉的是單個職位，則投票人必須在選票上寫出其希望投票選舉的候選人姓

名。 

 (7) 若投票選舉的職位超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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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投票人必須在選票上寫出其希望投票選舉的各候選人姓名； 

 (b) 投票人所填寫的候選人，不得超過所要選舉的人數。 

 (8) 不符合(7)(b)款規定的選票不計算在內。 

 (9) 寫有某位候選人姓名的每張選票，計為該候選人得到一票。 

 (10) 選舉監察人必須宣佈獲得當選候選人，若選舉職位超過一個，則宣佈最多選票的候

選人。  

 (11) 若由2名或多名候選人獲得相同票數，導致選舉監察人無法依據(10)款規定宣佈選舉
結果，則選舉監察人必須: 

 (a) 依據(4)款至(10)款規定另外舉行該職位的選舉活動，並決定這些候選人中哪位

當選；或 

 (b) 在征得這些候選人同意的情況下，抽籤決定當選的候選人。 

示例： 

可通過扔硬幣、抽籤或從帽子裏抽出名字等方式來決定當選的候選人。 

 55 任期 

 (1) 除(3)款和第56條另有規定，成員任職期限至下一次年度會員大會上宣佈长牧會成員

職位空缺時。 

 (2) 成員可再次當選。 

  (3) 教会會員大會可: 

 (a) 以特別決議方式撤銷某位成員的職務；以及 

 (b) 依據本章規定，選舉符合條件的教會會員填補空缺職位。 

 (4) (3)(a)款所述之特別決議案所針對的成員，可向教會秘書或會長書面陳情(不超過合

理篇幅)，並可要求將陳情書提供給教會會員。 

 (5) 秘書或主席可將陳情書副本發放給每位教會會員，若沒有發放，則會員可要求在審

議特別決議案的會議上宣讀陳情書。 

 56 職位空缺 

 (1) 长牧會成員可書面通知长牧會，辭去成員職務。 

 (2) 以下情況下，成員不再擔任成員: 

 (a) 不再是教會會員；或 

 (b) 在沒有依據第67條請假的情況下，連續3次未能出席长牧会會會議 (除特別或

緊急长牧會會議外)；或 

 (c) 本法第78條規定的不再擔任长牧会成員的其他情況。 

注： 

未在澳洲居住的会員，不可擔任秘書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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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填補臨時空缺 

 (1) 长牧會可任命教會符合條件的會員填補以下的长牧會成员的職位： 

 (a) 依據第56條出現空缺；或 

 (b) 在上一次年度會員大會上未通過選舉填補。 

 (2) 若秘書職位出現空缺，长牧會必須在出現空缺後14日內任命某個成員擔任此職， 

 (3) 第55條適用於长牧會依據(1)或(2)款任命的成員。 

 (4) 长牧會成員職位出現空缺時，长牧會仍可繼續履行職責。 

第4章——长牧會會議 

 58 长牧會會議 

 (1) 长牧會每年必須在长牧會確定的日期、時間和地點至少召開四次會議。 

         (2)   长牧會通常每两个月召开一次. 若因特殊需要，可以召开临时會议。亦可用电邮或

电话视频会议方式讨论 

      (3) 长牧會的會议记录, 除必须公布给會众的内容外, 参与者不得泄露, 包括自己的配

偶和家人 

         (4) 长牧會每次會议指定人员做好會议记录及存档，并在會后传送给各成员。 

       (5) 選舉產生长牧會成員的教會首屆年度會員大會過後，长牧會成員必須儘快確定首 

           次长牧會會議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6) 长牧會主席或长牧會任意3名成員可召集长牧會特別會議。 

 59 會議通知 

 (1) 每次长牧會會議的通知，必須在會議日期前至少提前7日下達至每位成員。 

 (2) 可同時下達一次以上长牧會會議的通知。 

 (3) 通知必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4) 召集长牧會特別會議時，通知必須包含所要審議之事項的一般性質。 

 (5) 會議上所要討論的事項，只能是召集會議的針對事項。 

 60 緊急會議 

 (1) 緊急情況下，無需依據第59條下達通知即可召開會議，前提是應以盡可能快的方

式，儘量向每位成員下達會議通知。 

 (2) 會上達成的任何決議，必須由长牧會四分之三成員通過。 

 (3) 緊急會議上所要討論的事項，只能是召集會議的針對事項。 

 61 議程與順序 

 (1) 长牧會必須不時確定长牧會會議所要遵循的程式。 

 (2) 審議事項的順序，可由與會成員討論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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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使用技術 

 (1) 無法親自出席长牧會會議的成員，可通過使用能夠讓該成員及其他與會成員清晰同

步相互交流溝通的科技手段來出席會議。 

 (2) 在涉及本篇規定事項中，允許依據(1)款出席长牧會會議的成員，將被視為已參加了

會議，且若成員在會上投票，則也視為其已親自投票。 

 63 法定人數 

 (1) 除非出席长牧會會議的成員達到法定人數，否則不審議任何事項。 

 (2) 长牧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是指與會(親自或依據第62條獲准)成員必須達到四分之三

的現任委員。M9，R63 

 (3) 若长牧會會議通知開會時間後30分鐘內與會成員沒有達到法定人數—— 

 (a) 若為特別會議——則會議取消； 

 (b) 其他情況——會議必須延期至延期後14日內的任何日期，並應依據第59條規定
下達延期會議的時間、日期和地點。 

 64 投票表決 

 (1) 對於长牧會會議出現的問題，每位與會成員均擁有一票。 

 (2) 若多數與會成員投票贊成某項動議，則視為該動議獲得通過。 

 (3) (2)款不適用於本規則規定的需要由长牧會成員四分之三通過的動議或問題。 

 (4) 若涉及問題的票數分配相同，則會議主席擁有第二張票或決定票。 

 (5) 不允許通過代理人投票。 

 65 利益衝突 M9, R65 

 (1) 在长牧會會議所要讨论及審議的事項上，任何成員如与该审议事项存有实质性的利

害关系；或有潜在的利益关系，如人事，财金利益关系，都必須向长牧會披露此種

利益的性質與範圍。 

 (2) 該长牧會成員： 

 (a) 在會議審議該事項期間不得出席會議；以及 

 (b) 不得參與該事項的投票。 

注：  

依據本法第 81(3)節（AIR 2012）的規定，若由於某個长牧会成員存在實質性個人

利益無法參與投票，導致长牧会成員達不到法定人數，則可召集會員大會來審議該

事項。 

 (3) 本條規定不適用於如下實質性個人利益—— 

 (a) 該长牧会成員所代表的是本教会中的某一部门的利益，或 

 (b) 該长牧会成員所代表的是本教会的全部或大多數會員的利益。 

 66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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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长牧會必須確保每次长牧會會議均記錄和保管會議紀要。 

 (2) 會議紀要必須記錄如下各項—— 

 (a) 與會成員姓名； 

 (b) 會議審議事項； 

 (c) 投票表決的決議及投票結果； 

 (d) 依據第65條披露的任何實質個人利益。 

 67 請假 

 (1) 长牧會可批准某個成員請假不出席长牧會會議，期限不超過3個月。 

 (2) 除非长牧會認定，长牧会成員無法事先請假，否則不得批准事後補請假。 

第6篇——教會治理 

第1章——聖職 

 68 教會的職务 
       教會设立牧师、传道、行政同工，董事、执事共同带领教會。教會牧师，传道，及董执事应 

该根据其职责，按照圣经的教导关爱牧养會友，认真努力于自己领受的圣职，根据各项事工 
提供自定的，书面的，具體的工作计划，包括参与部分行政管理的计划，以便完成各项事工 
与任务。教會會員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顺服尊重他们的带领，支持协助，合一管理与建立教  
會，完成各项事工与任务。   

 

69  牧师、传道、行政同工的聘用 

1.  聘牧：  
（1） 根据教會的需要，由长牧會组成临时聘牧小组，为招聘牧者或传道人制定招聘细

则，刊登招聘信息，提名并甄选教牧人员﹐交执事會讨论并收集意见; 
  (2) 传道部进一步完善招聘细则以及岗位职责，提交长牧會讨论审核通过; 

(3) 交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 
  

2.  聘受薪行政同工： 
(1)  根据教會的需要，传道部或可提名推荐一名行政同工。该行政同工需经长牧會商

议通过后向會友公示二周。若期间會友提出异议需要书面提交至长牧會，并由长牧

會重新审议; 

(2)  交特别会會大會表决通过. 行政同工的试用期是三个月; 

(3)  试用期考核通过后，由长牧會发给聘书。 

 
3.  牧师、传道、行政同工均采用聘约制，可以是兼职，半职或全职。牧师，传道聘约期为

三年，含第一年试用期。行政同工聘用期为两年，含三个月试用期。  

  

4.  牧者、传道及行政同工期满时，若需要可以续约。续约需要长牧會安排面谈，并通过长



 
 

 

 

 
24 

牧會會议讨论提出续聘的提议，并组织特别会會大會投票表决。   

 

5. 长牧會根据教会需要可以提议临时聘请兼职牧师，聘约通常为一年，含试用期三个月。  

  该提议需要特别会會员大会投票表决。  

 
6. 正式签署聘约后，如教牧人员或教會任何一方欲终止合约﹐则至少须六个月前书面通知

对方。若教會单方终止教牧合约，须经长牧會与董执事充分讨论后，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
后，提交特别会會大会表决。 

 
7.  在本教會被按立的传道及牧师，被按立圣职后，不等同于自动被教會聘用。如教會聘

用，需按照本章程有关规定执行。  
 
8.  牧师、传道，兼职牧师及行政秘书的聘用应参照提前三，1-7；彼前五，1-6；以及多一，6- 9 

所具备的属灵条件    
 

70 牧师、传道的职责 
(1)传扬福音，主日证道，主持教會各项圣礼。 
(2)鼓勵新生信徒加入本教會，接受并遵从教會基本目标。  

 (3)教导并牧养教會弟兄姐妹和经常参加各教會小组团契。  
 (4)训练同工, 装备教會事奉，带领會员以生命的见证宣教。    

    (5) 与董、执事共同治理教會，推动圣工． 
 

    71. 教会受薪同工退休办法 和薪资范畴 
   (1)  (a) 教會规定受薪教牧及同工退休年龄为 66 岁。    
          (b) 视教會实际情况，长牧會决定是否继续聘任退修教牧同工。续聘采用一年一聘制。     
             但满七十岁 后  必须退休。如果满七十岁 后   还需续聘，需要由传道部和长牧會共同提  

             出续聘提案，并组织召开會員大会投票表决。 

         (c ) 受薪教牧同工休假办法：依照澳洲政府规定办理。 
 
     ( 2) 遵照澳洲政府薪资标准发放受薪同工的薪资。每年根据消费指数CPI的涨跌而调整。超 
         过消费指数的薪资调节需通过特别會员大會表决。 
          主任牧师： $67,000-76,000    
         牧师：     $50,000 - 64,000 
         传道：     $43,000 -48,000        
         行政同工按最低小时薪资，每周工作15-20小时。 

 
      72  董事 

（1）董事为义务同工。董事为长牧會成員﹐共同服事并治理教會。 
（2）董事資格： 
       要求符合圣经提前三 8-13; 徒六 3 之要求条件。 
      要求须有祷告,读经之灵修生活, 作十一奉献﹐生活言行可作信徒榜样。 
      至少担任过两任执事, 或担任区牧、区长，或担任小组长四年以上，年龄至少３５岁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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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選舉： 
      由长牧会成员从會员中提名，并经过长牧會充分讨论决定后，正式提名，向教會會友  
      公示一个月并在會员大会上投票表决。通过后由传道部及长牧會共同安排按立事宜。 
      會友若有任何异议必须以书面署名提出，长牧會根据需要重新审议。  
（4）董事任期：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一次。须休息一年后才得再被选任为董事。 

    （5）董事的职责： 
     （a）协助监督讲台一切神的话语之传讲。  
    (b) 协助监督教會一切活动符合真理，及不偏离福音派教會传统。  
    (c) 协助防止异端及错误的教训对教会产生负面影响。  
    (d) 忠心于自己岗位职责的服事。  
    (e) 按澳洲政府要求治理教会。  
    (f) 对外联络，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机构、其他外教会、社团等。  

 
 73 執事 

（1）执事为义务同工。  
（2）執事資格：  

 (a)  具有會员资格，年龄至少满18岁以上; 
 (b)  要求符合圣经提前三 8-13; 徒六 3 之要求条件 

   (c)  重生得救,接受洗礼两年以上,并在本教会固定聚會一年以上，参加小组或团契。  

   (d)  要求须有祷告,读经之灵修生活, 作十一奉献﹐生活言行可作信徒榜样。    
   (e)  愿意顺服教會带领, 参与教會事奉, 接受同工训练并能和其他同工密切配合。    

      (f)   特定事工執事如敬拜、媒體執事需有相關經驗且在相關團隊服事至少半年。 
   （3）執事選舉： 
  (a) 由董执事會成員从會員中提名，并通过董执事會讨论决定，如果意见不统一，要  

         求超过三分之二人員同意，然后正式提交提名，在會員大會上投票表决。  

  (b) 會員大會讨论决定后，长牧會将會议决定向教會會員公示一个月，若没有會員 

         提出异议，被提名的执事生效，并由传道部及长牧會共同安排按立事宜。會員若有 

         任何异议必须以书面署名提出，长牧會会根据需要，重新审议。  

  （4）執事任期：每届任期两年，连选可以连任一次．之后须休息一届才得再被选举为执事。 
  （5）执事的职责：协助牧师、传道和董事管理教會一般事务性的工作，安排教會各项事工，     
        并参加教會董执事會议及祷告會。 

 

74  教牧及董执事同工的纪律 
（1）牧师、传道、及董执事亦应当根据圣经教导关爱會友，爱人如己。认真努力于自己领受的 

     圣职，有清楚的工作计划，带领會員，与會員共同完成各项圣工与任务。 

（2）教會教牧及董执事同工成員必须确认是神的呼召，方可上任就职。  

（3）牧师、传道及行政同工等教牧人員必须认真遵守教會各项规章制度，谦卑服事，认真完 

     成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各项事工，彼此之间、与會友之间互为肢体，彼此建造。对于消 

     极懈怠者，长牧會有权终止聘用合约或职务。  
（4）全职牧师、传道等教牧人员离职至少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长牧會其辞职意向与原因， 

     到期后办理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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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兼职教牧人员离职需要前三个月书面向长牧會递交申请。  

（6）教牧及同工擅自离开服事岗位两个星期以上者，经长牧會认定后，停止其职务。  
（7）董执事同工因死亡，半年无故多次缺席主日崇拜，半年多次缺席教牧或董执事會议。 

     长牧會应终止其服事职务。  

（8）教牧人員及董执事同工如有以下行为时，将被停止服事职务：偏离教會信仰；制造纷争 

     与分裂；玩忽职守；赌博；奸淫；偷盗；暴力；酗酒；非法牟利，以及其他违背圣经真 

     理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包含 2:3 中规定的会員纪律。 

第2章——教會治理 

 75 教會治理 

受会员大會委托，教會由主任牧师领导，长牧會协助治理教会。教會管理分别设立会員大 
會、长牧會、传道部及董执事會共同治理教會，处理教會各项事务，并作出各项决议。 

 
 76 主任牧師 

        （1）主任牧师的产生：由长牧會提名，会員大會投票决定。 
（2）主任牧师的职责：全权负责教會牧养及日常各项圣工运作。   

 
 77 主任牧師空缺 

主任牧师因个人健康，家庭等原因无法履行主任牧师职责，或因其他各种原因出现主 

任牧师职位空缺，會員大会授权由长牧會开会决定委任一位合适的牧者代理主任牧师，直 

到新任主日牧师就职。 

 

授权从代理开始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如需延长需召开會友代表大会同意可再延长。 

 

   78  傳道部 
 
 （1）會員大會委托传道部负责牧养及管理教會各项圣工，完成年度异象目标。发展与牧   
         养教會健康成长，复兴會員的灵性，在基督里建立肢体彼此相爱的合一连接。以耶     
         稣基督的生命为服事的榜样，彼此谦卑、顺服。以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原   
         则，见证基督，复兴教會、兴旺福音。  

  
  2）传道部的组成：主任牧师和传道人组成。 

 
   （3）传道部的职责：  

     （a）设立教會年度异象目标。  
    （b）制定传道部年度各项事工预算，报由长牧會审核批准。  
    （c）制订规划教會牧养的整体计划（牧区、团契、门徒训练、真理牧养、灵命塑造     
            等），以及日常圣工及事务性事工的计划与管理。    

      （d）小组长、团契负责人的灵性的牧养。  
    （e）管理与牧养好执事团队。 
       （f）制订传道部各岗位职责、及考核机制。  

    （g）建立属灵的核心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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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執事會 
    
執事會主席选举方式及职责范围详见「荣耀堂执事会手册」 
 
（1）執事會受會員大会委托配合传道部执行, 推动, 管理教會各项事工。 
（2）执事會的组成：成員由执事组成，董事及教牧人员可以列席参加會议。执事會由执    
     事會主席负责。所有执事會成員各负其责。 

      （3）执事會的职责：  
      （a） 教會内部各行政、事务性事工的实施与管理。  
      （b）每两个月由执事會主席主持召开执事會议，主要负责讨论教會日常各项行政 

              事工，以及反映事工中发现的所有问题，不限于行政事工。  
    （c）教會各项重要事工的执行。（如修缮、建堂） 
     (d). 執事會的具体分工及职责见本教會「荣耀堂执事會手册」 

 

第7篇——財務事項 

    80 資金來源  
教會資金来自奉献、募捐，籌資活動、利息。   M20，R68 

 
    81 财务管理 
 (1) 教會必須在合法金融機構開立賬戶，教會所有開支均從教會賬戶支出，且教會的所

有收入均存入教會賬戶。 
 (2) 在遵守教會會員大會所制訂的相关财务規定的前提下，长牧會可批准在教會名義下

的财务支出。 
      (3)  长牧会任命财务董事负责，下属财务执事，并委任另一位董事（非受薪人员）负 

          责监督。以上三位中任何两位同时代表教會签发支票、汇票及其他网上转账才可  

          以付款。 

     (4)  每天设有付款上限额度： 除付工资之外，每天付款最高上限为五千元。  
 (5) 教會的所有資金必須在收到後5個工作日內存入教會的金融賬戶。 
        (6) 教會财务变更或任何较大金额费用支出，凡超过 1 万澳币，需事先向全体會员公 
            告，若有异议，则经特别會員大会表决。 
        (7) 教會每周奉献的总额，除特别奉献外 （如建堂基金），在行政支出之前，拿出10%作为  
            对外宣教基金。並在年度會員大會上，公佈使用详情，接受全体會员的监督。   
        (8) 教會每周奉献的总额，除特别奉献外 （如建堂基金），在行政支出之前，拿出5% 

   作为神学教育基金，用于神学教育和各种事工的师资培训。  
        (9) 教會每周奉献的总额，除特别奉献外 （如建堂基金）。在行政支出之前，拿出2% 

   作为慈惠基金，用于教會内部和社会慈善事工。 
        (10) 长牧会下设置财务监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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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确保教會财务管理的透明与有效，长牧會下设财务监督小组。每年一次审核
评估教會的财务活动，包括教會所定的财务计划的具体实行情况评估，全年财
务活动安排的合理及合法。为教會下年度的财务规划提供建议。 

(b)  该小组成员每年更新。该财务监督小组对会员大会负责。 
            (c ) 人员组成： 
               非财务董事一名； 
               非财务执事一名，            
               由會员大会推荐會员代表两名(必须有一定的财务知识，成为會员三年以上)。 

 

 82 財務記錄 

 (1) 教會必須保管財務記錄： 

 (a) 準確記錄和說明交易、財務狀況與表現；以及 

 (b) 以便可根據本法規定編制財務報表。 

 (2) 財務記錄的保管期限，為記錄所涉交易完成後7年時間。 

 (3) 司庫必須將以下各項置於自身的妥善保管或控制之下： 

 (a) 當前財政年度的財務記錄；以及 

 (b) 长牧會授權的其他財務記錄。 

   83 財務報表 

 (1) 长牧會必須確保每個財政年度的教会財務報表均符合本法（AIR Act 2012）對此的

要求。 

 (2) 除上述(1)款要求之外，其它要求包括： 

 (a) 編制財務報表； 

 (b) 每年財務報表審閱或審計须由独立专业人士完成； 

 (c) 长牧會對財務報表的审阅及批准； 

 (d) 向教會年度會員大會提交財務報表； 

 (e) 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交財務報表與隨附報告及聲明。 

第8篇—— 一般事項 

 84 公章 

 (1) 教會可擁有一枚公章。 

 (2) 若教會擁有公章——  
 (a) 公章上必須以清晰字 體呈現社團名稱；以及 
 (b) 文件只有在得到长牧會許可後方可加蓋公章，且加蓋公章時必須由兩名成員簽

字見證；以及 
            (c)公章必須交由秘書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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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登記地址 

教會的登記地址是—— 

            23 Ropeley Avenue,Balwyn VIC 3103。 

  

 86 通知要求 

 (1) 本規則規定的需要下達給會員或长牧會成員的通知，可通過如下方式下達： 

 (a) 將通知親手送給會員/长牧會成員本人；或 

 (b) 郵寄至會員名冊中所記錄的會員位址；或 

 (c) 以電郵或傳真方式。  

 (2) 需要下達給教會或长牧會的通知，可通過如下方式下達—— 

 (a) 將通知親手送給某個长牧會成員；或 

 (b) 將通知郵寄至登記地址；或 

 (c) 將通知留置在登記地址；或 

 (d) 若长牧會認為適宜—— 

 (i) 以電郵方式發送至社團或秘書的電郵位址；或 

 (ii) 以傳真方式發送至社團的傳真號碼。 

 

 87 賬簿與記錄的保管和檢查 

 (1) 會員可要求免費檢查—— 

 (a) 會員名冊； 

 (b) 會員大會會議紀要； 

 (c) 財務記錄、賬簿、證券及教会其他相關文件，包括长牧會會議紀要，但以(2)款
規定為准。 

注： 

參閱第 18條隨附備註的會員名冊查閱詳情。 

 (2) 长牧會可拒絕會員檢查涉及保密、個人、雇傭、商業或法律事務的教会記錄，或可

能損害教会利益的檢查行為。 

 (3) 长牧會必須根據要求，複製本規則副本，並免費發放給會員及申請人。 

 (4) 在遵守(2)款規定的前提下，會員可複製本條所述之教会其他記錄，教會可收取提供

此類記錄副本的合理費用。 

 (5) 本條規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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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是指以任何方式整理、記錄或存儲的涉及教會成立和管理的記錄與其他文

件，包括下列各項—— 

 (a) 會籍記錄； 

 (b) 財務報表； 

 (c) 財務記錄； 

 (d) 涉及教會交易、往來、業務或財產的記錄與文件。 

 

 88 解散與撤銷 

 (1) 教會可通過特別決議方式，自願解散。 

 (2) 教會解散或撤銷時，不得向社團任何會員或前會員分配社團的剩餘資產。 

 (3) 剩餘資產必須交給與教會擁有類似目的、不為個人會員謀求利潤或利益的團體，具

體以本法或根據本法第133節做出的法庭指令為准。 

 (4) 必須通過特別決議方式，来決定接受剩餘資產的團體。 

 

 89 本規則的修訂 

本規則只能由教会會員大會的特別決議修訂。 

注：除非經由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及登记，否則本規則的修訂不產生效力。若本規

則(除第 1、2 或 3條外)已被修訂，則視為社團採用自己的規則，而非示範規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