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華人浸信會
教會場地與設施使用規則
Revised on 11/11/2018
一、序言
目的：
教會所有的產業都是會眾愛心的捐獻，所以使用教會場地時，理當完全合乎教會的
宗旨。此規訂是為使用哥倫比亞華人浸信會(CCBC) 場地及設施，提供應遵行的使用
規則。此規則適用於教會的建築物及地上設施，本規定包括場地 (禮拜堂，教室，
停車場等，教會外面場地) 和設施 (固定及可移動的音響系統，樂器，桌椅等) 。
非本教會的機構或個人有意借用教會場地或設施時，必須清楚地知道教會的使用有
優先權。教會負責人在批准借場地或設施以前，對於教會自己的用途或借用是否會
影響教會的活動， 須要經過謹慎考慮。
哥倫比亞華人浸信會理應在不違反教會宗旨的大前題之下， 盡量參與並支持社區活
動作為傳福音的管道。
二、會堂用途及使用原則
1. 會堂主要用途
(1) 教會定期的崇拜及聚會：
‧主日崇拜: 藉主日崇拜敬拜神，領受神經由講員所傳遞的信息
‧查經班，主日學：教導神的話
‧為定期的團契，禱告會
‧定期的兒童、青少年,成人的事工活動, 及主日學活動
(2) 教會非定期的崇拜，聚會及活動：
‧非定期的門徒訓練，佈道會，陪靈會，教會特別活動，座談會，或其它教
育和團契活動
‧向外推展的活動
‧特別的靈命建造或福音的事工
‧教會的音樂會(練習及表演)
(3) 非本教會活動
為非本教會活動，但與教會活動或宗旨無衝突的社區活動提供場地， 例如婚
禮，葬禮，追悼會，音樂會，座談會， 工作坊等，須正式向執事會教會或有
關部門執事會申請批准。
(4) 主堂之前半場原則上不借給與敬拜神，傳福音無關的任何非本教會活動。
2. 非教會團體使用教會會堂一般原則
一般來講， 所有違反或損害到本教會憲法所訂教會目的中所列出之原則， 不得使
用教會的場地設施； CCBC 的場地設施是神所賜的工具，透過此場地， 我們願意
盡最大能力地去完成下列的重要事工：
‧提供機會給我們社區傳福音活動。
‧提供機會給基督徒經歷有意義的敬拜神。
‧提供機會給信主的人建造他們信心的活動。
‧提供機會給基督徒發展出有意義合神心意的的團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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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堂使用的禁止：
(1) 所有營利機構禁止使用 CCBC 場地設施。
(2) 教會的場地設施，不得作為政治用途。
(3) 任何機構會妨礙 CCBC 的信仰或神的榮耀及其團體的定期活動， 將不得使用
教會的場地設施。
(4) 任何屬世的舞会、外邦音樂會也在禁止之列。
(5) 核准使用的團體不得有任何違背 CCBC 的信仰，或損害教會名譽與神榮耀的行
為或活動。活動的内容應該先在申请時候報備、审核核准，才可獲准使用。
三、申請使用會堂資格
CCBC 鼓勵分享使用我們的場地及設施，可使用會堂的資格如下：
(1) 哥倫比亞華人浸信會的會友
‧ 如果有本教會會友須借用教會場地，會友須先告知執事會，經執事會同意
後使用。
(2) 非本教會會員的外面團體或個人
‧如果 非本教會會員的外面團體或個人須借用教會場地，須先向執事會提出
申請，交給執事會核准後方可使用場地。
例如：
o 其它的基督教機構
o 非營利、非政治機構
o 慈善機構
四、非本教會團體或個人使用會堂申請程序及責任
(1) 申請的機構須至少在預定使用日期二個星期至二個月（大規模活動 例如工作
坊, 座談會, 音樂會等）以前向執事會提交場地使用申請表，使執事會有充分時
間審核批准。 若批准後發現活動和本教會宗旨有所衝突，或有損壞教會場地
設備的可能性，本教會有權終止該活動。
(2) 主辦機構或個人必須備有有效之責任保險證明；申請表格須提供一份保險証明
副本。並對任何意外受傷及因火災、偷竊或其它而致使任何人的財物受到損失
負責。CCBC 對任何的意外、受傷或財物的損失，將不負任何的責任。
(3) 教會財物的損壞，請立刻向 CCBC 執事會及/或教會行政報告。如果場地設施
有任何損壞， 該負責的機構必須賠償 CCBC 所有修理費用。
(4) 任何活動批准后發現和基督教信仰，宗旨或聖經教導有異，本教會有權立刻
終止該活動，租借機構或個人仍承擔法律和經濟責任賠償損失和使設施恢復原
狀。
(5) 不許在教會範圍內有任何吸煙, 吸毒, 飲酒, 賭博或其它違法或有傷風化的行
為。
(6) 若活動內容涉及人身安全或失火可能性， 則應一概禁止；主辦者申請表內須
詳陳述執行細節。
(7) 每個活動 (無論本教會或非本教會) 必須有指定人員負責並保証：
‧適當地使用教會場地及設備
‧有秩序地舉行活動
‧完成事後清理事工，並還原會場桌椅擺設
‧關閉電扇, 暖氣爐, 冷氣機, 電燈等
‧關閉門窗
‧在緊急狀況中有秩序地疏散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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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費用
下列的使用費用是要鼓勵對 CCBC 的資源作妥善管理，並確定我們的場地設備被
正確地使用及維護。這費用適用於非本教會團體或個人等非營利機構。
(1) 建議場地設施使用的奉獻(僅適用於非會員)：交誼廳使用$50，廚房使用
$30，每間教室使用$30。
(2) 一旦申請批准後，建議繳$30 的押金。如果場地設施交回時，恢復原來狀
況，將退還押金。
(3) 所收取的費用，乃是根據四個小時的使用時間，如果使用需要超過四個小
時，請在申請表上註明，也許需要加收費用。
六、哥倫比亞華人浸信會的責任
哥倫比亞華人浸信會 (CCBC) 執事及教會行政的責任：
(1) 執行此使用規則。
使用教會場地時，必須有本教會負責人員在場事前開門，事後鎖門，經過謹
慎人選，此責任可授予他人， 但授權者必須向教會負責， 最終責任仍由授權
者承擔。
(2) 協調 CCBC 場地設施的使用。
(3) 通知申請機構場地設施使用的核准。
(4) 使用完後，儘快安排檢查教會的場地設施。
(5) 如果情況超出此使用規則範圍外，有需要可以與執事會及牧師/傳道商量。
(6) 提供管理的服務包括場地設施的開關，教室的燈光，暖氣通風設備的操作。
七、一般使用規則
以下一般規則，適用於所有使用 CCBC 場地設施的團體。
(1) 如果沒有事先得到 CCBC 設備執事或教會行政的批准，不得搬移或重新安排教
會的設備及傢俱。
(2) 可以使用教會的設備及物品來影印基督教教育及其它教會節目，及活動的材
料。但是教會同工將決定影印费用，職員協助及教會郵件的優先順序。
(3) 所有設備，未經執事的批准，不得搬離教會的產物，包括椅子，桌子及其它
設備。
(4) 所有團體須自行清掃乾淨，會場桌椅擺設歸回原位，並得維持原來空間，關
燈、關暖氣/冷氣，窗戶必須關上並鎖上。每個區域均有提供一份檢查表。
(5) 使用者除了不能違反政府规定外，也必须遵行所有下列 CCBC 的規定：
‧所有設備、傢俱及裝備必須照原來的條件交回。
‧在任何區域 (建築物或土地上) 都不准抽煙。
‧在 CCBC 的土地建築物，不准吸毒、跳舞或賭博。
‧禁止持有或喝含有酒精的飲料。
‧不可有違反 CCBC 信仰告白的活動。
(6) 只可以在批准的區域用食及喝飲料，絕不可在大堂及其它有地毯的區域用食
及喝飲料。請注意，不准在教會任何場地設施喝紅色飲料(因為它有可能造成
汙點)
(8) 除非由 CCBC 同工操作，並事先由設備執事與崇拜執事協調，並得到設備執事
的批准，教會的音樂設備及音響系統不許使用。
(9) 使用場地設施的團體，必須提供適當的監督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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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特殊房間的遵行規則
1. 使用大堂的規則：
(1) 所有椅子、詩歌本及設備均要歸回原位。
(2) 移除所有不屬於 CCBC 的項目，裝飾等等 (所有裝飾不得造成牆壁或任何設施
的損壞)
(3) 所有投影機及銀幕，必須回復原位及原來所設定的。
(4) 大堂內及外面走廊的所有地板區域均要用吸塵器清理。
(5) 所有的垃圾桶，包括廁所的垃圾桶，都要倒空並清理乾淨並換上新的垃圾
袋。
(6) 所有清掃工具請放回原位。
2.使用交誼廳的規則
(1) 所有的摺疊椅放回椅盤或原位，並將所有的椅盤歸回所設定的地方。
(2) 移除所有不屬於 CCBC 的項目及設備。
(3) 廚房的所有設施及器具必須完全的清洗乾淨及歸回原位。
(4) 所有的設備、椅子、桌子、銀幕及投影機均需歸回原位及原設定的。
(5) 所有的地板，包括廚房的地板，必須用拖把完全的清洗乾淨。
(6) 所有的垃圾桶，包括廁所的垃圾桶，都要倒空並清理乾淨，並換上新的垃圾
袋。
(7) 所有清掃工具請放回原位。
3.使用廚房的規則
(1) 歸回原位以前，請將所用的器具及設備清洗乾淨並擦乾。
(2) 教會裏用完即丟的杯子、盤子及廚房用具，僅供教會使用。
(3) 所有的垃圾桶，包括廁所的垃圾桶，都要倒空並清理乾淨，並換上新的垃圾
袋。
(4) 放在冰箱裏的食物，如沒有標示日期及項目，將會被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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