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教會憲法》 
 

加拿大宣道會政策 
 

序言 

 

本《地方教會憲法》由加拿大宣道會宗派之最高立法機關代表大會制定及通過。 

 

每個宣道會之教會都是全國和全世界各地團契的組成部分，因此它在管治、團契和服務中

合一，以促進對耶穌基督（作為救主、成聖者、醫治者和再來之王）同一的信仰，以致在

聖靈的引導下便利在國內外福音的傳播。每個地方教會必須遵守以下憲法。 

 

此憲法有兩個目標： 

 

1）陳述該地方教會的宗旨，並定義該地方教會與加拿大宣道會總會及其所處地區的區會

的關係；和 

 

2）規定該地方教會開展其本地和全球性工作的授權工具、法律程序和授權條件。 

 

如聖經所示，地方教會是基督徒團契的基本單位，為着完成上帝救贖的目的和我們救主的

大使命的聖經模式，就是在全世界忠心擴建跟隨聖經和充滿聖靈的教會。我們的創始人宣

信博士於 1912 年在代表大會的講話在今天仍然適用： 

 

「我們需要完全保持對基督的忠誠，同時要負起祂對我們特別信任的責任。上帝不希望我

們害怕因忠於宣道會而失去對祂的委身，雖然我們知道如何保持團結，並按照我們自己的

標準忠誠進發。 

 

「此外，我們必須正確調整我們本地和外地的工作，彼此之間相互依存，本地工作是外地

工作的一部分，外地工作是本地工作的出路和補充。 

 

「我們的外地工作不僅是履行基督教會的最高職責，而且是我們本地基督徒生活最高的鼓

舞和振奮。 

 

願上帝保佑，這工作永不喪失其古老的簡樸、自我犧牲和分離，就是不單與世俗分離，也

與世界的宗教精神和實踐分離。同時，我們必須與時代並進，在我們的信息和事工中成為

現代人。」 

 

 

第 1 條：名稱 



 

這教會名稱是加拿大宣道會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合法註冊使用這名稱之前，這教會必須獲得加拿大宣道會所處地區的區會委員會批准。 

 

第 2 條：宗旨 

 

這教會的宗旨是通過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帶領人成為祂的門徒和教會的可靠成員，藉此

榮耀上帝。 

 

實現此宗旨的原則包括： 

 

2.1。教會的宗旨是促進屬靈成熟，基於其會員的成熟度、恩賜與才能，透過會員參與崇

拜及餵養等活動，來滿足教會身體的需要，就是完成在國內國外傳福音的任務。 

 

2.2。教會遵守信徒的洗禮和主餐的聖禮，並遵從聖經對教會領袖選立的資格要求。教會

認為傳福音的基本方法是通過敬拜、講道、教導、見證和榜樣。教會非常重視紀律處分和

犯罪者的恢復。教會認為聖靈的豐滿對於生活的聖潔和有效的見證十分重要。教會確認有

必要跟隨基督的榜樣熱心祈禱、忠誠服務和犧牲性奉獻。教會認為社會服務和做良好的公

民是福音的產物。 

 

2.3。地方教會是基督身體的可見和有組織的表現。教會誠信而有條理地處理事務。教會

的組織，是便利所有會員都能根據自己的恩賜和才能為教會的整體運作做出貢獻。教會的

假設是：會眾通過履行宗派的生命和見證範圍內外的聖經責任，找到更廣泛的意義和向外

伸延。 

 

2.4。教會培養團契而不是宗派主義。教會在本地和延伸家庭中尋求共同的屬靈基礎，通

過開放和透明的關係可以豐富和加強與其他群體的團契。 

 

 

第 3 條：信仰宣言 

 

本教會贊同以下信仰宣言，就是加拿大基督教宣道會偶爾修訂的信仰宣言。 

 

1. 只有一位真神 1，是無限完美 2、永遠存在的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 3。 

 

2. 耶穌基督是真神和真人 4，藉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5。祂死在十字架上，

是義者代替不義者，成為代贖犧牲，所有相信祂的人藉祂所流的血得稱為義。祂按

照聖經所記載從死裏復活 6，現於至高神的右邊作為我們偉大的大祭司 7。祂將要再

來建立祂的公義及和平的國度 8。 

 



3. 聖靈是神的一位，被差派來內住 9、引領、教導、及賜能力予信徒，也使罪惡的世界

為正義和審判自責 10。 

 

4. 新舊約聖經是所神默示的，其原稿正確無誤，它完整地啟示了神使人得救的旨意，

它構成了基督徒信仰和實踐的神聖而唯一的準則 11。 

 

5. 人類最初以神的形象和樣式被創造 12，後因悖逆而墮落，帶來身體和靈魂的死亡。

所有人出生時就帶有罪惡的本性，與神所賜的生命分離，唯有藉着主耶穌基督的贖

罪工作得救 13。不悔改和不信者的命運是永遠活於有意識的折磨中，信者則活於永

遠的快樂和幸福中 14。 

 

6. 救恩只有通過耶穌基督而獲得。悔改相信祂的人會透過聖靈與基督合一，獲得重

生、稱義、成聖，接受永遠的生命為禮物，成為神收養的兒女 15。 

 

7. 神的旨意是：與基督聯合的信徒，都應該徹底成聖 16，從罪惡和世界分開，完全獻

身於神，領受能力去過聖潔的生活，作犧牲性和有效的事奉，為着完成基督的的使

命 17。 

這是通過聖靈的充滿而實現的，是信徒生命中一個獨特的和不斷改進的經驗 18。 

 

8. 主耶穌基督的救贖工作包括使人肉身得蒙醫治，聖經所教導的為病人禱告和抹油是

現今教會的特權 19。 

 

9. 以基督為首的普世教會，包括所有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他們透過基督的寶血蒙救

贖，被聖靈重生，被基督差遣進入全世界作見證，到各國傳講福音 20。 

地方教會為普世教會有形的表現，他們是一群相信基督的人，結合在一起敬拜神、

遵守洗禮和主餐的禮儀、同心禱告，透過神的話獲得教導，參加團契，在本地和全

球藉着話語和行動見證拯救人的福音。地方教會也和相同信仰的教會建立關係，為

着對行動負責、互相鼓勵、和完成使命 21。 

 

10. 義者和不義者將要身體復活 22，義者復活得生命，不義者復活受審判 23。 

 

11. 主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已經臨近，這是個人性的，也是可見的 24，是信徒有福的盼

望。這重要的真理激勵信徒有聖潔的生活和犧牲性的事奉，為着完成基督的使命

25。 

 



1賽 44:6; 45:5-6 

2太 5:48; 申 32:4 

3太 3:16-17; 28:19 

4腓 2:6-11; 來 2:14-18; 西 2:9 

5太 1:18; 路 1:35 

6林前 15:3-5; 約壹 2:2; 徒 13:39 

7來 4:14-15; 9:24-28 

8太 25:31-34; 徒 1:11 

9約 14:16-17 

10約 16:7-11; 林前 2:10-12 

11提後 3:16; 彼後 1:20-21 

12創世記 1:27 

13羅 8:8; 約壹 2:2 

14太 25:41-46; 帖後 1:7-10 

15多 3:5-7; 徒 2:38; 約 1:12; 林前 6:11 

16帖前 5:23 

17徒 1:8 

18羅 12:1-2; 加 5:16-25 

19太 8:16-17; 雅 5:13-16 

20弗 3:6-12; 1:22-23 

21徒 2:41-47; 來 10:25; 太 28:19-20; 徒 1:8; 11:19-30; 15 

22林前 15:20-23 

23帖後 1:7-10 

24帖前 4:13-17 

25林前 1:7; 多 2:11-14; 太 24:14;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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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關係 

 

本教會是加拿大基督教宣道會地區性和全國性組織的成員，其組織已在《宣道會手冊》中

定義。本教會的政策和法規須與偶爾修訂的《加拿大基督教宣道會手冊》保持一致，並須

按照其運作。 

 

第 5 條：聖禮 

 

信徒的洗禮和主餐被接受為主耶穌基督所命令的教會兩個聖禮。洗禮是所有信徒的服從性

行為，雖然信徒洗禮的各種形式都被接納，浸禮則被教導和實踐為聖經的形式。主餐要為

所有信徒定期舉行。 

 

第 6 條：會員 

 

6.1。權利與資格 

 

會規內須定義有投票資格的會員以及其他類型的附屬成員。 

 

會員的權利包括投票權，按照第 8 條的規定被選舉出任長議會成員，以及會規中規定的

其他權利。 

 

會員的資格包括：在長議會成員面前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做可信的見證；信徒的洗禮；對本

教會序言原則的承諾；對本教會的宗旨（第 2 條）和信仰宣言（第 3 條）的承諾；服從

加拿大宣道會的紀律程序；以及會規中規定的其他資格。 

 

地方教會的長議會在確認以上規定的同時，可能會按個案決定是否將成員資格擴大到曾經

接受嬰兒洗禮者，並且現在在長議會成員面前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做可信的見證；對本教會

序言原則的承諾；對本教會的宗旨（第 2 條）和信仰宣言（第 3 條）的承諾；服從加拿

大宣道會的紀律程序；以及會規中規定的其他資格。 

 

6.2。紀律 

 

紀律是運用主耶穌賦予祂的教會的屬靈權柄。紀律的目的是保持救贖主的榮譽、教會的純

潔、會員的屬靈利益及犯罪者的恢復。會員的紀律須由長議會或其指定者負責，並須符合

加拿大宣道會通過的《地方教會會員的紀律和恢復政策》。成為會員的條件必須包括接受

並遵守地方教會的紀律和恢復政策。 

 

第 7 條：管治 

 

會規須規定召開會員年會。它須接受主任牧師和長議會的報告，接受財務報表，並須執行

與會規有關的其他業務。 

 



除非會規中規定了其他選舉程序，否則在年會上，會員須從有投票權的會員中選出一個長

議會，負責在年會之間執行教會事務。長議會須照憲法規定服從會員及區監督。 

 

長議會可以照會規的規定以合適的通告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的主席須為主任牧師或其

任命者擔任。 

 

第 8 條：長議會 

 

8.1。組成和職責 

 

地方教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長議會，也可以用其他名稱代替。長議會成員須被選立，並與

主任牧師一起監督地方教會的事工和運作。長議會成員資格的標準與聖經長老的資格相

同。 

 

教會可以在正式召集的會員大會中，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選擇讓婦女擔任長議會成員。 

 

長議會的最低人數須為四名成員，包括主任牧師，而最高人數將由會規確定。 

 

除主任牧師（為當然委員）外，長議會成員須在年度會議中選出，除非會規中另有規定。 

 

主任牧師或由其任命的長議會成員擔任主席。主任牧師的主要職責為監督長議會和教會，

並須根據長議會所批准的職位描述行使職責。 

 

長議會須與主任牧師一同監督教會。它有權填補年度會議之間出現的空缺。它須定期舉行

祈禱和業務會議，並須根隨教會會員的決定進行報告。長議會的特別會議可以由主席召

開，也可以回應大多數會員的書面要求而召開。除提名委員會外，教會所有其他職員和組

織均受長議會管治。 

 

任何人都不得為着可能直接或間接為自己帶來個人經濟利益的任何事情進行表決，包括工

資性質還是其他付款性質的利益。 

 

8.2。職員 

 

教會的職員須包括但不限於主席、副主席、秘書和司庫。教會的其他職員可以由教會的會

規或該教會所在之省或地區的法律規定。職員須從長議會成員中任命，主席須由主任牧師

擔任。 

 

8.3。職責 

 

職員須執行以下職責以及長議會隨時指派的其他職責： 

 

8.3.1。主席 

 



主席須主持長議會的定期會議和特別會議。 

 

8.3.2。副主席 

 

副主席在沒有主席的情況下或回應主席的要求下主持會議。 

 

8.3.3。秘書（書記、文書） 

 

秘書須保存長議會和會員大會的會議紀錄。秘書須保管教會印章（若有），並妥善保管正

式紀錄。秘書須按照長議會的指示進行教會的正式通信。 

 

8.3.4。司庫（財政） 

 

司庫須按照長議會的指示收支教會的所有資金，須確保保留適當的紀錄，並須按要求報

告。 

 

8.4。物業受託人 

 

若有必要時，須根據省或地區的法律選擇物業受託人。他們須在會員和長議會的指導下行

事。 

 

第 9 條：牧師和正式同工 

 

9.1。主任牧師 

 

區監督須向長議會建議其認為具有該教會主任牧師（可能有其他稱呼）資格的個人的姓

名。長議會須單單考慮經區監督批准的候選人。教會的主任牧師須由長議會呼召，並由區

監督任命。經區監督任命後，主任牧師和配偶成為教會會員。 

 

在正式召開的會員大會上，經出席會議的會員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亦在之前通過讓婦女

在長議會任職，經與區監督協商後，地方教會可任命一名婦女擔任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可以通過適當通知區監督和長議會辭職。在地區監督的書面批准後，長議會可根

據加拿大宣道會的政策終止主任牧師的任命。 

 

經與長議會協商並經區會執行委員會批准後，區監督可以終止主任牧師的任命。 

 

9.2。牧師（主任牧師外）和正式同工 

 

主任牧師須單單考慮那些其判斷具有教會牧師或正式同工資格者，且經區監督批准的候選

人擔任牧養事工。所有正式同工均須由主任牧師提名，由長議會呼召，並由區監督任命。

任命後，正式同工和配偶成為教會會員。 



 

正式同工可以通過適當通知主任牧師和區監督，通過主任牧師向長議會辭職。主任牧師可

以經長議會批准，並與區監督協商後，根據加拿大宣道會的政策，終止本節所涵蓋的同工

的任命。區監督可與主任牧師和長議會協商後，並經區會執行委員會批准，終止正式同工

的任命。 

 

第 10 條：組織 

 

長議會可以建立組織、委員會和團隊，用以實現該教會的宗旨。他們須由長議會管治，並

須履行長議會確定的職責。 

 

第 11 條：任務 

 

教會須強調和促進宣教的聖經基礎及現今以基督改變世界的努力，並長期結合加拿大宣道

會的地區和國家計劃。教會須爭取禱告支持、招募工人、並為宣道會的全球宣教工作籌集

支持資金。 

 

第 12 條：財產和紀錄 

 

12.1。財產 

 

教會的運作將不會為其會員謀取利益，教會的任何利潤或其他資產將僅用於促進其宗旨。 

 

不動產可以通過長議會的指令買入、賣出、改善或承擔，但須經會員大會和區會執行委員

會的批准。除非本文另有規定，否則所有不動產均須以其所處地區的區會的名稱註冊，該

區會須被視為所有不動產、附屬物和財產的合法和實益擁有人。該區會須有權並被授權抵

押、質押或以其他方式在此類財產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中擁有擔保權益或主權，以確保地方

教會或區會能清償債務或履行任何其他義務。 

 

在正式召開的會員大會上經會員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並經區會執行委員會批准後，上述

要求可被免除。在這種情況下，教會須在其會規中包括一條規定：若地方教會不再以合法

團體存在，或不再受《宣道會手冊》（包括加拿大宣道會的信仰宣言）的約束，地方教會

當時擁有或持有的所有不動產、附屬物和財產須歸給加拿大宣道會區會（即該教會所處地

區的或依法律隸屬的區會），並成為其財產。此外，地方教會將對與該財產有關的所有產

權承擔全部責任，並要為區會供給地方教會的任何擔保權益獲得全部釋放。 

 

若地方教會不再存在或不再受《宣道會手冊》（包括加拿大宣道會的信仰宣言）的約束，

地方教會當時擁有或持有的所有不動產、附屬物和財產須歸給加拿大宣道會區會（即該教

會所處地區的或依法律隸屬的區會），並成為其財產，就是該教會所處地區的或依法律隸

屬的區會。 

 



若地方教會不再存在或不再受《宣道會手冊》（包括加拿大宣道會的信仰宣言）的約束，

但繼續遵守類似的信仰宣言，並促進類似的目的，區會執行委員會（即該教會所處地區的

或依法律隸屬的區會）可以允許該地方教會在退出之前獲得與該地方教會相關的部分或全

部不動產、附屬物和財產的擁有權。 

 

12.2。紀錄 

 

教會所有部門、所有職員的正式紀錄是教會的財產。所有財務紀錄須根據非牟利機構的會

計標準進行預備和保存，並須按會規規定每年進行審核、審查或其他獨立評估。 

 

如果現任職員死亡或辭職，或新任職員當選或任命時，現任職員辦公室的紀錄須交給長議

會秘書。除現屆紀錄外，所有紀錄均須保存在長議會指定的安全儲存庫中。 

 

第 13 條：提名委員會 

 

若有提名委員會，須由主任牧師和至少四名會員組成，長議會和會員的代表人數須相同，

人數須在會規中規定。主任牧師或其任命者須主持該委員會。他們須在年度會議之前至少

三個月由長議會和會員大會分別以投票方式選出，任期直至年度會議。若提名人數與所需

人數相同，則可用一致贊成放棄投票。 

 

第 14 條：選舉 

 

為籌備年度會議的選舉，提名委員會須至少在年度會議之前的三個週末提出並公佈要填補

的每個職位一個被提名者。會規中須規定接受其他會員提名的任何程序。選舉須以投票方

式進行，被提名者若要當選為長議會成員，必須獲得會員投票的過半數。 

 

第 15 條：會規 

 

教會會規不可與本《憲法》衝突。會規和隨後的修改須經過正式召集的會員大會中獲大多

數會員通過，並獲得區會執行委員會批准後才生效。會規的副本必須在區會存檔。 

 

第 16 條：修改案 

 

本憲法只能在任何代表大會常務會議中通過特別決議修改，並已在代表大會之前發出書面

通知。 

 

2004 年代表大會通過 

2010 年代表大會修改 

2014 年代表大會修改 

2016 年代表大會修改 

2018 年代表大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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