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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蘭靈糧堂會章 
 

第一條 信仰聲明 

  

我們相信聖經是 神所默示的唯一經典，是屬 神的人的最高行為準則和唯一全備的

真理。它在教訓、督責、使人歸正和教導人學義方面，都是有益的。 

  

我們相信三位一體的真神，即聖父、聖子和聖靈。 

  

我們相信聖父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人類永恆救贖計畫的設計者。 

  

我們相信聖子—我們的耶穌基督—是聖父的獨生子。祂為完成人類的救贖計畫道成

肉身，來到世上。由童女馬利亞經聖靈感孕而生，體現著和聖父同樣的特質，是完

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祂在地上的日子傳揚福音，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趕逐

污鬼，最後為了世人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祂為了我們能得享平安而親身承受了

罪的刑罰，因祂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祂死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並且升到天上坐

在父神的右邊，將來有一天會再來審判世人。 
 

我們相信聖靈是與聖父、聖子同尊、同榮。祂使信徒重生成聖，又賜下能力和各樣

屬靈恩賜。這些恩賜今日仍然存在，使每個信徒能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神

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我們相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由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組成，並且是 神所揀選

用來在地上完成大使命的器皿。 

  

我們相信人類因犯罪而墮落，並且仍然處在沉淪的狀態。但人可以因著相信耶穌基

督來恢復和 神的關係，這也是人類罪得赦免、成聖和得著永生的唯一盼望。 

 

我們相信 神照著自己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創世記 1:27），在

神看為美好，不能變動。這兩個獨特並互補的性別結合在一起，反映出 神的形像

和屬性。我們相信婚姻是 神所設立的，即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要聯結成為丈夫和

妻子，並將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在夫妻關係中反映出來。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再次榮耀降臨這個世界的日子近了。信與不信的都要復活，接受

祂白色大寶座的審判。重生得救的信徒們將得著永生的祝福，而不信的將永遠與 

神隔絕，承受地獄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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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異象、宣言和策略 

  

2.1 異象 

  

聖經〈啟示錄〉第 22 章第一至五節：「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

的河，明亮如水晶，從 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

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 

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

上。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 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 

  

2.2 使命宣言 

  

我們要按照〈啟示錄〉第 22 章第一至五節所啟示的異象，通過以下策略來建立耶

穌基督榮耀的教會： 

  

 敬拜讚美 

 聖靈更新 

 小組教會 

 全地轉化（福音宣教）  

 

2.3策略 

  

敬拜讚美： 

（1） 建立教會成為敬拜讚美、充滿 神同在的地方。 

（2） 培養敬拜服事方面的人才。 

（3） 差派敬拜團接受培訓與裝備。 

  

聖靈更新： 

（1） 透過 神的話語來裝備信徒，使信徒不斷地在靈裡被更新。 

（2） 提供一個環境，讓信徒自由操練聖靈的恩賜，享受聖靈的同在，培養超自然

的文化，建立五重職事的教會。 

（3） 通過個人和彼此代禱，帶動教會的復興。 

  

小組教會： 

（1） 透過小組內彼此相愛的關係，來鼓勵並建立一種整體關懷的服事，在小組和

教會中培養天國尊榮文化。 

（2） 建立培訓和資源中心，裝備信徒來參與服事。 

（3） 建立一個有生命力的小組教會，成為其他教會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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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轉化（福音宣教）： 

（1） 聯合其他信徒和教會，通過社區關懷和對外福音宣傳，為基督贏得大波特蘭

地區。 

（2） 資助教會拓植本地和全球福音宣教工作。 

（3） 在美國西北區建立有共同小組異象的基督教會。 

（4） 透過策略性的禱告、奉獻和福音宣教工作來擴張 神的國度。 

  

 

第三條 會員和會員代表 

  

3.1 會員資格 

 

經牧師審核，符合以下條件者： 

（1） 是重生得救並已經受洗的基督徒。 

（2） 已年滿十八歲。 

（3） 同意並接受波特蘭靈糧堂的信仰和會章。 

（4） 在波特蘭靈糧堂連續聚會三個月以上。 

（5） 了解十一奉獻的真理。 

（6） 願意委身參與小組。  

（7） 願意以波特蘭靈糧堂為屬靈的家。 

（8） 願意固定來波特蘭靈糧堂參加聚會。 

 

3.2 取消會員資格 

 

經教牧團和理事會審核，會員如有以下行為者，將取消會員資格： 

（1） 生活或言行對教會和教會會員造成重大不良影響，並且經勸誡無效。 

（2） 生活或言行違反波特蘭靈糧堂的信仰和異象。 

（3） 如果連續六個月沒有參加主日崇拜，視同自動放棄會員資格。若日後再回來

固定聚會，必須重新申請。 

  

3.3 會員大會 

 

由「有效會員」組成，在每年十二月底之前由理事會召開，投票決定教會的重大事

件。「有效會員」乃是指在會員大會前三個月已完成會員申請的會員。在每年九月

底之前，由教牧團和理事會開會決定並公佈「有效會員」名單。若有爭議，則由教

牧團仲裁。所有選票應由會員簽名領取，但投票不記名也不公開。選票由理事會保

存兩年備查。按教會需要，理事會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但必須在召開前二十一天

通知所有會員。會員屆時若不能參加會員大會，將視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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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1） 投票表決理事會審核過的下年度預算和財務報告。以單一多數票（超過總票

數的二分之一）通過。 

（2） 選舉理事會成員。以得票最多或得單一多數票通過。 

（3） 根據理事會建議，投票批准會章的修改。以單一多數票通過。 

  

3.4 會員代表  

 

會員代表乃是為教會一些緊急突發重大事件做決策的組織。由理事會召集教會的

主要同工組成，除了理事會之外，包括教會各部門的負責人、小組長和區長，以

代表各自的部門、小組和地區，按照各自代表的成員的意見來投票做決策。所有

選票應由會員代表簽名領取，但不記名也不公開。選票由理事會保存兩年備查。

如有任何未決爭議，將由理事會請母堂生命河靈糧堂主任牧師前來協調解決。 

 

職責： 

（1） 根據理事會建議，批准或否決聘請和解聘主任牧師。以超過總會員代表選票

的三分之二通過。 

（2） 批准或否決因應教會突發重大事件的決定和決策。以超過總會員代表選票的

三分之二通過。 

  

 

第四條 教牧團 

  

4.1 教牧團的定義 

  

教牧團是輔助主任牧師做教會各項事工決策的團隊，負責主導教會屬靈方向和行政

管理。由主任牧師召集和主持教牧團會議。若是主任牧師不能出席，由教牧團推選

一名臨時代表主持會議。另外，教牧團應向理事會主席發出邀請，派一名代表參加

每次的教牧團會議，但理事不參與決議。教牧團通過主任牧師接受理事會的管理。

教牧團應每季或根據實際需要召開例會，所有會議記錄要遞交理事會。 

  

4.2 教牧團成員的資格 

  

（1） 是波特蘭靈糧堂會員並且參與本教會服事一年以上。 

（2） 在教會和平時生活中都行為端正，有好名聲，有好的見證。 

（3） 熟悉並遵行本會章。 

（4） 能參與教牧團會議。 

（5） 理事會成員和理事會成員的配偶不能被委任為教牧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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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委任教牧團成員的程序 

  

（1） 由主任牧師提名，除主任牧師外，至少三名成員。 

（2） 全部委任名單必須在每年的六月底前提交理事會審核批准（以單一多數票通

過）後方可任命。 

（3） 如果理事會對任何所提名的人選有異議，則由主任牧師和理事會協調解決。 

（4） 委任程序應在每年的七月底完成。如因故無法按期完成，現任教牧團成員應

留任直至新的委任程序完成。如果有成員因故離任，主任牧師應在一個月內

提名新的繼任人選，並與理事會協商，在四十五天內完成委任程序。 

（5） 教牧團成員的任期自每年的八月起為期一年。可以連任，但必須重新由主任

牧師提名經理事會核准。 

 

4.4 教牧團的職責 

  

（1） 商討並確定教會的目標與事工方向。 

（2） 根據教會的不同需要，設立相應的組織架構來執行教牧團通過的各項決策。 

（3） 根據教會的需求，提出除主任牧師以外的受薪同工聘請或雇用建議書，提請

理事會通過並編列預算。經理事會通過後，再根據理事會編列的預算，成立

聘牧或聘雇委員會，進行除主任牧師以外的受薪同工招募和審核。 

（4） 針對所聘請的除主任牧師以外的受薪同工，進行年度事工或工作果效評估。 

（5） 和理事會共同處理教會緊急事件或危機。 

   

 

第五條 受薪同工（除主任牧師以外的牧者和同工） 

  

5.1 一般規定 

  

（1） 所有受薪的同工都須接受並遵行波特蘭靈糧堂會章的各項要求。 

（2） 牧師和傳道同工必須經正式禱告按立後才能加以聘任。按立牧師必須由理事

會先向母堂生命河靈糧堂報備，候選人通過母堂考試後，才由母堂正式按立

為牧師。傳道的聘任，則由教牧團所委任的聘牧委員會(至少三人)面試候選

人，經審核決定聘請後，正式加以按立為傳道，並由理事會發出聘書。傳道

可以是全職、兼職或義務性，視教會年度預算而定。 

（3） 非傳道同工(例如全職或兼職秘書)的雇用，則由教牧團根據年度預算情況，

面談通過後加以雇用。 

（4） 受薪同工的聘期為一年。教牧團或直屬主管將對所有受薪同工進行年度事工

或工作果效評估，以決定是否續發聘書或雇用或調整薪資。評估記錄要送交

理事會做為參考及保存。 

（5） 任何受薪同工，若代表本教會對外發表文字或媒體及口頭或書面聲明，對外

募捐、徵聘或是參與其他組織機構活動，都須徵得教牧團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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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解雇同工 

  

任何受薪同工，如發生以下情況，經教牧團審核，在勸誡無效之後，可以加以解雇。

但當事人與其配偶不得參與教牧團決議。 

 

（1） 不接受和遵行會章要求，或嚴重違反會章和未盡到其職責要求。 

（2） 在其信仰和個人生活中有不當行為，從而造成不好的名聲。 

（3） 有嚴重的失德行為者。 

（4） 其言行對教會名聲造成惡劣影響。 

  

波特蘭靈糧堂在聘請和解雇教會同工的各項事宜中，將遵行俄勒岡州就業部的法律

和規定。 

  

  

第六條 主任牧師 

  

6.1 主任牧師的資格和一般規定 

 

（1） 主任牧師必須被母堂生命河靈糧堂按立並擔任全職牧師七年以上。或者本堂

的牧師在全職服事滿三年後，也可升職成為主任牧師。但是，如果除主任牧

師以外的會員代表一致通過，則不受此年限。 

（2） 如果除主任牧師以外的會員代表通過不再續聘主任牧師，並由理事會徵得母

堂生命河靈糧堂同意之後，該職位可被設為空缺。 

（3） 主任牧師職位因故空缺時，理事會應向母堂生命河靈糧堂報備，由母堂前來

處理。 

（4） 主任牧師於每年年底將接受理事會進行年度事工果效評估，以做為是否續聘

以及薪資調整的依據。 

  

 

第七條 理事會 

  

7.1 理事資格 

  

（1） 是加入波特蘭靈糧堂一年以上的會員。 

（2） 在教會和平時生活中都行為端正，有好名聲。 

（3） 在教會中有服事經驗，熟悉並遵行本會章。 

（4） 能參加理事會各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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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組織結構 

  

（1） 理事會成員的人數由理事會在年度或特別會議上決定，但必須不少於三個且

不多於七個，並且必須是奇數個。 

（2） 每位當選的理事都必須同意他/她本人的任職。 

（3） 除了在本會章 7.10 節中所發生的特殊情況被解聘之外，理事在任期期滿前

三個月以上離職，都要重新選舉保留同樣的理事人數，履行未完成的任期。 

（4） 理事任期兩年，可連任一次，並服事至選舉出合格的繼任者。 

（5） 理事不收取報酬並且不同時擔任教牧團成員。理事的配偶也不允許擔任教牧

團成員。 

（6） 理事的選舉，應由現任理事會和教牧團成立提名委員會進行。提名委員會的

主席應由一名現任理事擔任。選舉應在每年十二月底之前的會員大會上進行，

獲得多數票的候選人當選。 

（7） 理事會的主席、祕書及財務等職分應由理事於新舊理事交接時推選出來，任

期一年，可連任一次。 

（8） 理事會必須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理事會的例會由理事會主席指定時間並

主持會議。 

（9） 如有需要，理事會主席可指定時間召開理事會特別會議。 

（10）理事會主席應邀請主任牧師參加會議，若有需要，也可邀請其他相關同工或

會員參加會議，以便徵詢。但主任牧師和與會同工或會員不具有投票權。 

  

7.3 開會法定人數 

 

理事會開會法定人數至少三人，並且需有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數出席，方

可討論通過決議。如法定人數不足，那麼理事會主席可宣佈暫時休會，另外安排日

期、時間和地點，在有足夠的法定人數的情況下，召開第二次會議，而無需另外通

知。第二次會議可以繼續對原先會議的議題進行討論並通過。 

  

7.4 開會通知 

  

應理事會主席或秘書的要求，理事會的會議通知，包括會議地點、日期和時間，應

由以下其中一種方式送達： 

（1） 以書信方式由郵局寄送。 

（2） 以其它電子通訊方式通知，如傳真和電子郵件。 

 

7.5決議方式  

 

開會所做的決議以超過總票數的三分之二為通過。未經開會討論的提案，則必須達

到所有理事的一致同意才能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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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缺席會議 

 

缺席會議的成員應用書面形式告知，例如傳真或電子郵件。 

  

7.7 空缺 

 

理事會成員在死亡、辭職或解職後會出現理事會職位空缺。 

 

（1） 任何理事會成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辭職，但要以書面形式通知理事會。除非

在通知中另有說明，辭職在收到該通知時即生效，理事會也不需以書面形式

通知當事人接受其辭呈。如果理事會成員決定在稍後的某個時間辭去職務，

那麼應在此辭職生效日之前補選下一位理事會成員。 

（2） 當發生理事會成員死亡、辭職或解聘的事件時，理事會主席應向其他理事會

成員出示相應的書面通知。理事會成員因為以上原因離職但其剩餘任期超過

三個月時，應補選下任理事完成該任期。 

  

7.8 職責和管理 

  

（1） 理事會應審查並制定各部門和整個教會的年度預算和財務報告，管理教會的

資產。 

（2） 理事會應於每年年底評估主任牧師的工作表現、所得報酬和個人生活見證，

並制定和調整主任牧師和所有受薪同工的薪資和福利水準，且保存所有評估

記錄。 

（3） 理事會擁有對本會會章的最終解釋權。 

（4） 理事會是本教會所有法律事宜的代表，並決定和處理由教牧團和理事會所遞

交的重大事項。理事會和教牧團及其他管理委員會可一起分工合作，共同決

策。 

  

7.9 財務方面的職責 

  

（1） 理事會應依照事先制定好的預算，評估教會在聘請人員和支付薪資方面的財

務狀況。如有超支和赤字發生，應向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提出建議和忠告。 

（2） 理事會有權決定是否需要專業、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説明來審查和管理教

會的財務。如有需要，理事會則負責管理和執行與他們的合同關係。 

  

7.10 理事辭職和解職  

 

若發生如下情況，理事會成員應自行辭職或經會員大會通過後被解職：  

（1） 不接受和遵行會章要求，嚴重違反會章和其職責要求的。 

（2） 在其信仰和個人生活中有不當行為，從而造成不好的名聲的。 

（3） 有嚴重的失德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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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言行對教會名聲造成惡劣影響的。 

  

7.11 受薪職位的空缺與廢除  

  

若因死亡、辭職、解聘、解雇和被取消資格等各種原因造成任何部門的受薪職位空

缺的，理事會應按照該部門正常的聘雇程序來填補空缺，除非大部分的理事會成員

一致同意廢除該部門，並且該部門也不是法律法規所要求必須設立的。 

  

為維護教會的最好利益，任何部門和其工作人員，如果不是法律法規要求必須設立

的，都可以由理事會經表決同意後而廢除。 

   

 

第八條 辦公地點 

  

8.1 註冊辦公室 

  

經理事會選定，波特蘭靈糧堂應在俄勒岡州註冊該教會的辦公地址。該註冊的辦公

地點不需和主要活動的地點相同。 

  

8.2 其它辦公地點 

  

根據教會的發展需要和理事會的決定，教會可在俄勒岡州內和州外註冊其它的辦公

地點。 

  

 

第九條 和解和爭議仲裁 

  

9.1 教會中的和解和仲裁 

  

促成和解和解決爭議是教會的主任牧師以及教牧團、理事會和小組長等教會仲裁同

工的重要職責。 

  

9.2 聖經是 神所啟示的話語 

  

主任牧師以及仲裁同工應認同聖經是 神所啟示的話語，並且相信 神會在彼此互為

肢體的信徒中解決爭議。教會的主任牧師和仲裁同工應遵循〈哥林多前書〉第六章

第一至八節、〈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和二十四節及第十八章第十五至十七節

的教導，讓彼此的關係得到和解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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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解決爭議的程序 

  

相應地，教會的主任牧師和仲裁同工也應按照〈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和二十

四節及第十八章第十五節的教導，通過單獨召開的會議來討論和解決爭議和衝突。

但如果爭議無法在私下得到解決，應由基於聖經原則的調解機構來解決。教會的主

任牧師和仲裁同工應同意遵循上述方法來解決彼此間的爭議，而儘量避免訴諸於民

事法庭、利用法律手段來解決爭議和執行決議。 

  

  

第十條 教會的解散 

  

10.1 教會解散時的資產處理 

  

教會在解散或作最後清算時，經理事會同意，所有資產應捐送給一個擁有和波特蘭

靈糧堂相似使命，並符合美國聯邦稅務管理第 503（c）(3)條規定的基督教組織。

其他未經理事會指定清算的資產，則由法庭仲裁決定送給合格的慈善組織。 

  

10.2 與聯邦稅務管理規定保持一致 

  

本教會的內部管理規定應與本會會章保持一致，理事會應經常補充和修改這些規定，

以期與俄勒岡州的相關法律和聯邦稅務管理規定的第 503（c）(3)條保持一致。 

  

  

第十一條 會章和會章修訂 

  

11.1 修訂程序  

  

理事會應成立一個會章修訂委員會來進行研究、審閱和提出修訂建議。所提的修改

建議和適當的措詞用句經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再遞交給會員大會投票通過。 

  

 

 

 

 

 

  

本人 ＿＿＿＿＿＿＿＿＿（名字），現任波特蘭靈糧堂理事會的秘書，在此證實

理事會已審核通過以上修訂完成的會章條款，並且也已經由本年度會員大會投票通

過批准修訂會章條款。 

 

＿＿＿＿＿＿＿＿＿＿＿＿＿＿＿＿（簽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