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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黎世活泉教會章程 
 

 

1. 名稱及會址 

本教會名為【蘇黎世活泉教會】，係根據瑞士民法第六

十條〈含以下有關條文〉成立之教會，會址位於蘇黎世。 

 

2. 信仰 

本教會按照聖經教導，接受使徒信經及尼西亞信經，以

福音派信仰為基礎。 

(細則：請參閱教會『信仰宣告』) 

 

3. 宗旨 

3.1. 本協會之宗旨是向華人及親友傳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

架的福音，教導聖經之真理，幫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活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 

3.2. 本教會不是一個政治團體，在政治立場上保持中立。

本教會所執行之活動按聖經教導，以非營利及公益為

基礎。 

 

4. 財源 

為達成本會宗旨，本會以基督徒之自由奉獻為財務來

源。 

 

5. 會友 

5.1. 會友的資格：凡經常出席本教會聚會『主日崇拜、查

經聚會等』，按照聖經教導，接受使徒信經及尼西亞信

經並接受洗禮(浸禮、點水禮)與本教會章程者，並且

願意加入本教會成爲會友者，皆視為當然會友，會友

可被選為執事成員。 

5.2. 會友之義務：遵守聖經教導；過分別為聖的生活，積

極參與教會聖務及各項奉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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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友資格終止 

6.1. 會友若傳揚異端，經察屬實，即可自動終止其會友資格。 

6.2. 會友若有虧損教會聲譽之行為，經察屬實並勸導無效，得

經核心同工團四分之三同意後，可終止其會友資格。 

6.3. 會友若連續六個月原因不明未參加聚會者，即可自動終止

其會友資格。 

 

7. 教會組織 

7.1. 本教會之組織如下： 

甲) 耶穌基督 

乙) 核心同工，駐堂牧師、顧問牧師 

丙) 諮詢委員會 

丁) 執事 

戊) 會友 

 

 

 

 

 

 

 

 

 

  

8. 會友大會 

8.1. 會友大會必須有註冊會友過半數參與，得以召開會友

大會，並提出投票。 

8.2. 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若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會友要求召

開大會，則主席和副主席有義務召開大會。 

8.3. 視情況之需要，核心同工團有四分之三副議即可召開

臨時會友大會。 

8.4. 召開會友大會應至少於開會前十天以書面通知會友。 

8.5. 會友大會之任務：聽取核心同工團報告上一年度的工

作及賬務，並了解和支持下一年度的異象，工作計劃

與財務預算。 

8.6. 購買或售賣教會產業（價錢多於五千瑞士法郎），必須

由會友大會以出席者的三分之二通過後生效。 

 

9. 執事 
9.1. 執事是由核心同工團作信仰考核後，由核心同工團按

立成為執事。 

9.2. 執事的任期二年，連選可連任。【將來經核心同工團之

同意及任命，可進入核心同工團服事。】 

會
友

會
友

駐堂牧師 
顧問牧師   

核心同

工團 

諮詢 
委員會 

執事團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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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核心同工團 

10.1. 核心同工團成員候選人（核心同工團，執事團，咨詢

委員會），得由現任核心同工及諮詢委員會提名並由牧

師或顧問牧師團考核後按立。 

10.2. 核心同工團，由一位主席及兩位副主席，一起帶領其

他教會執事籌劃教會事工，此三位由牧師或顧問牧師

團作信仰考核後按立，亦能協助牧師主理聖禮及講台

事奉。 

10.3. 駐堂牧師是核心同工團成員之一。 

10.4. 核心同工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任‧每屆可最多有

三分之一改選新成員，核心同工服事期滿離開核心同

工團可進入諮詢委員會，(經由核心同工團三分之二同

意後進入諮詢委員會)。 

 

11. 駐堂牧師 

11.1. 駐堂牧師之聘任：核心同工團為當然聘牧委員會，咨

詢委員會及顧問牧師為咨詢顧問。 

11.2. 駐堂牧師必須認可及遵守教會信仰之宣告並按教會規

章牧會。 

11.3. 駐堂牧師是核心同工團成員之一，負責規劃事工，推

動異象，牧養群羊。 

11.4. 按立過的牧師之任期為三年，傳道人之任期為二年，

教會不續聘時需三個月前通知牧者，反之牧者到任欲

離職時，也需三個月前通知核心同工團。 

11.5. 聘任或續聘及解聘駐堂牧師，必須由核心同工團三分

之二同意通過。 

11.6. 駐堂牧師若有信仰不純正或道德問題或違反教會信仰

及規章之情形，得經核心同工團及咨詢委員會的三分

之二同意，由咨詢委員會宣告罷免之。 

 

12. 咨詢委員會 

12.1. 是核心同工團之咨詢系統，為終身職但不負責執行教

會事務決策。 

12.2. 咨詢委員必須是本會會友，由服事期滿的核心同工組

成(並由核心同工團三分之二同意後進入)。 

12.3. 咨詢委員在核心同工團三分之二同意的邀請下參與商

討，關於核心同工團未能解決的教會重大事誼並投票

表決。 

12.4. 咨詢委員會成員可再次被推選進入核心同工團服事，

諮詢的職位止於再被選為核心同工日起，服事期滿後

可再執行 12.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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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會計監督 

由咨詢委員會成員擔任，在沒有咨詢委員會之情況下由

核心同工團指定，任期三年。 

 

14. 顧問牧師 

14.1. 教會在沒有駐堂牧師的情況下，經核心同工團三分之

二同意後聘任及續聘顧問牧師，任期為一至三年。 

14.2. 可應邀參加事務討論，但在核心同工團授權下才可參

與仲裁。 

14.3. 解決核心同工並咨詢委員會不能圓滿調解之事。 

14.4. 在核心同工團授權下可協助教會對牧者人員的咨詢。 

14.5. 牧者之罷免需徵求顧問牧師的意見。 

 

15. 投票方式 

本教會採取無記名，當事人迴避之方式投票。 

 

16. 簽署權 

本教會之簽署權是集體簽署制，由主席、副主席、財務

會計，之中的兩人以上簽署生效。 

 

17. 章程修改 

欲修改章程之內容，必須經過核心同工團和咨詢委員會之

出席人數的四分之三通過後修改之，並由會友大會多數

的出席者通過後生效。 
 

18. 債務責任 

18.1. 本教會的債務，由教會財產償還，與會友個人無關。 

18.2. 本教會也不負責任何個人債務的償還。 

 

19. 教會財產在解散後的處理 

若遇教會解散之情況，教會所存留之財產必須轉由宗旨

相同或類似之機構繼續使用，禁止教會之會友自行分

取。 

 

本章程係於公元二零零四年 七月四日 於蘇黎世立。 

 

核心同工團簽署： 主    席 王新華   

 副 主 席 黃宗妮   

 副 主 席 方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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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團簽署： 文 書(德文) 賴迦南   

 文 書(中文) 劉德崁   

 財務司庫 孫  琳   

 財務司賬 賴嘉恩   

 會計監督 方  雲   

 

 

 

 

備註： 

 

1 核心同工團的使命： 

1.1 a)負責教牧團並帶領執事執行：成人主日學，講道事奉

之安排，聖禮(洗禮、聖餐)，探訪、協談，差傳事工，

婚喪喜慶與特會(程序、內容之排定與主持)。 

 b) 負責聖工團並帶領執事執行：與政府部門連繫，行

政，器材用品，週報，文書，財務，接待，圖書館，採

購，婚喪喜慶與特會(製作邀請卡，場地，佈置，飯食

之安排。 

 c)核心同工團：在會友大會公佈上一年的工作及帳務報

告。 

 d)核心同工團：在會友大會報告本年度的異象與工作重

點，財務上的預算。 

 e)負責聘牧事誼及聘請顧問牧師。 

1.2 核心同工之任期為三年，可連任‧每屆可最多有三分之

一改選新成員‧核心同工服事期滿離開核心同工團可進

入諮詢委員會，(經由核心同工團三分之二同意後進入

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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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同 工 

副主席 主  席 副主席 

執  事 同 工 

教牧服事小組 教牧服事小組 

文 書 

財 務 

會計監督 

 

 

 

 

 

 

 

 

 

 

 

 

 

 

 ─場地 公禱─ 

 ─招待 兒童主日─ 

 ─器材使用 成人主日─ 

 ─圖書館 查經─ 

 ─財務 領會─ 

 ─週報 同工培訓─ 

 ─採購 初信栽培─ 

 ─文書 安排主日信息─ 

 ─VCD 大鋼 門徒訓練─ 

 ─整理服事表 禱告團隊─ 

 ─接待、交通安排 協談─ 

 ─會計監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