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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會政策 
  

由中央浸信會執事會採納於 2020 年 3 月 1 日 

  
  

承諾  
  

中央浸信會致力於提供促進身心靈健康安全的場所，服務及活動項目給所有那些與我們有關

聯的人。以彰顯基督對他們的愛，特別是兒童，年輕人和弱勢群體。 

  

目的  
  

教會採用的 《安全教會政策》以： 

 

 幫助我們履行聖經的使命，即“盡心，盡義，盡性，盡力愛主你的上帝，並愛人如己”

（馬可福音 12：30-31）； 

 實施十項兒童安全準則;  

 提供一個框架，為兒童，年輕人和弱勢群體提供安全的環境和活動項目; 以及 
 履行以下相關的法律義務： 

 

o 針對從事與兒童相關工作的工作人員和義工； 

o 向政府當局報告事務，包括兒童性虐待，不當性行為 和涉及兒童的可舉報行為 
  

《安全教會政策》概述了教會在各個領域對原則的承諾。有關這些承諾的實際執行詳情，請

參考相關程序和指南。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  

 

 所有教會的領袖，工作人員和義工 

 所有參加或參與教會及其活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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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兒童的活動及對兒童的服事 
  

作為教會，我們致力於提供身心靈健康的活動場所，活動項目和主內關係。 

  

1.1 教會領導:  
  

a. 承認兒童和年輕人都是教會組成的部分，並在所有的聚會，講道，培訓和會議等

活動中談論這一點;  

b. 在適當的情況下，讓兒童和年輕人參與教會生活 

c. 在決策關於預算，建築物，裝修，財產使用，裝飾或飲食等問題時，要考慮到兒

童和年輕人的需求 

d. 在適當的時候讓兒童及年輕人參與教會論壇和會議，鼓勵他們對那些會影響他們

的決策發抒己見。 

 

1.2 安全教會團隊:  
  

a. 與兒童和年輕人討論以下事實: 他們有權感受到安全，被傾聽，並且其觀點被尊

重。（包括商討當他們感到不安全，或受到傷害或懷疑, 或他們懷疑/看到 其他人

身處不安全處境或受到傷害時，他們應採取的措施以及應與誰尋求幫助） 

b. 確保孩子們可以索取安全團隊成員的聯繫方式 

   

1.3 工作人員和義工:  
  

a. 傾聽並認真對待孩子們的心聲;   

b. 與兒童和年輕人討論他們想在小組中推廣的行為，態度或“文化”（想要營造的

環境氣氛）； 
c. 鼓勵兒童和年輕人就他們希望成為小組成員的內容和活動發表意見。 

 

 

詳細內容請參考 《參與兒童和青少年活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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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人員和義工 
  

2.1 工作人員和義工的篩查，錄取和就職培訓 
  

a. 教會將對所有員工和義工進行適當的篩選 

b. 對於所有將要聘用的工作人員和義工，教會將進行公平和公開的篩選程序 

c. 教會將為所有工作人員和義工提供適當的入職培訓 

d. 所有工作人員和義工的招聘、錄取和入職培訓應根據《工作人員和義工守則》規

定辦理 

  

2.2 員工和義工的培訓和資源配置  
  

a. 教會將確保工作人員和義工在知識和技能方面受到專業的培訓和提升。比如： 如
何為每個人，特別是兒童和年輕人創建安全的空間 

b. 教會將確保工作人員和義工能夠獲得有關創建安全空間的資訊，並確保他們都接

受了有關可用程序，準則和表格的適當培訓 

c. 教會將以足夠的資源來支持工作人員和義工，使他們能夠維持並持續提供安全空

間給所有人，特別是兒童和年輕人 

d. 教會將執行《工作人員和義工守則》 

  

2.3 工作人員及員工的行為準則  
  

a. 教會將提供在身心靈上均安全的活動空間，活動項目和主內關係 

b. 教會期望所有工作人員和義工都遵守相關行為準則，其中包括參與兒童/弱勢群體

事奉的人。 

c. 教會希望工作人員和義工遵循《參與兒童和年輕人相關活動的準則》 

  

詳細請參考《工作人員和義工規章以及篩選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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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衝突，投訴和疑慮  
  

3.1 應對兒童保護問題   
a. 教會將按照《應對兒童保護問題相關程序》，確保適當並及時地報告所有與兒童

保護相關的問題，以及與兒童性虐待和（或）不當性行為有關的任何投訴  

b. 教會確保所有有關兒童安全方面的問題和投訴都將盡快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並

在必要時按照法律職責向警方報告。 

  

3.2 投訴的處理   
a. 教會將根據《對工作人員和義工的投訴處理程序》對投訴作出回應 

b. 如果有人投訴工作人員或義工從事虐待，包括對兒童的性虐待和涉及兒童的不當

性行為，教會將把該指控視為嚴重違反《行為守則》，並根據《對工作人員和義

工的投訴處理程序》去處理 

c. 如果收到涉及輕微違反《行為守則》有關的申訴或投訴，教會可以根據《解決衝

突的程序》對事件進行回應處理.   

  

詳情請參考《應對兒童保護問題相關程序》和《對工作人員和義工的投訴處理程序》  

 
 

  

4. 環境安全  
  

4.1 實體環境（互聯網下） 
a. 教會將確保促進實體和互聯網上的安全和身心靈健康，並最大程度地減少兒童和

年輕人受到傷害的機會 

b. 教會將遵守《工作，健康和安全準則》的要求  

c. 教會將考慮實體環境對兒童和弱勢群體潛在危險的影響 

d. 教會將識別並解決，在進行計劃和活動的實體環境中所產生的風險 

e. 如果教會擁有任何可識別為教會的住宅物業，則教會將確保在該物業下居住的所

有成年固定居民在其居住期間獲得並持有 WWCC 或 WWVP 許可 

f. 教會將檢查其所支持的任何事工（包括海外事工）是否採取了適當的兒童保護措

施 (這包括檢查在海外支持的孤兒院是否也符合相關標準） 

  

4.2 互聯網上環境 
 

教會要在任何電子通訊中倡導安全的網上行為 

  

詳情請參考《參與兒童和青少年活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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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管理  
  

5.1 受關注的人仕 
 

教會將根據《澳洲浸信會對受關注人仕的回應》來處理那些被確定為受關注的人仕 

  

5.2 風險評估  
a. 教會將確保事工領袖完成並記錄任何與教會有關的風險評估。這包括與教會有關

的任何項目或者正在進行的任何活動。 

 對於常規活動，至少每年進行一次風險評估。當項目活動，出席或地點有重

大變化的情況下，也要進行風險評估 

 對於特殊活動，事工領袖或安全教會團隊將負責完成風險評估 

b. 教會將確保採取適當合理的預防措施，以應對在風險評估中發現的風險。在考慮

採取適當措施時，教會將考慮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後果的嚴重性以及防止風險的

難度 

c. 教會要確保風險評估表要存儲在安全的地方至少 45 年 

 

 
  

6. 協辦機構和附屬機構 
  

a. 教會將要求任何向兒童和/或年輕人提供服務的協辦機構（租戶或使用教會物業的其

他機構）至少每年提供一次書面確認，以證明其遵守《兒童安全標準》 

b. 教會將確保任何附屬單位/機構（代表教會事工的任何單位或項目）遵守兒童安全

標準，包括向治理機構提交的有關兒童安全的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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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記錄保管  
  

a. 教會將以書面和/或以電子方式以安全形式保存所有記錄至少 45 年  

 如果記錄包含或可能包含敏感資訊，則將以保護機密性的方式對其進行保存，

並且只有有限數量的授權人員可以查閱它們 

 記錄以書面形式保存時，將在充分考慮到查閱許可權和物質文件存放條件的

情況下將其保存在安全的位置  

 以電子方式保存記錄的地方，將對其進行監控，以確保訪查閱的安全性和持

續性 

b. 記錄項目包括如下（但不限於）:  

 事工信息表 

 工作人員和義工的文件 

 出勤（簽到/簽出）表  

 風險評估表  

 安全教會登記冊  

 安全教會關注表格以及有關報告決定的任何同期說明 

 協辦機構和附屬機構的年度安全教會承諾 

 有日期的《安全教會政策》，以及任何程序，表格及隨時有效的相關文件 
  

詳情請參考《私人隱私政策》 

 
 

  

8. 審查和問責  
  

8.1 內部審核  
 

教會針對此政策進行年度的審查.  

  

8.2 外部責任  
 

教會將根據《針對工作人員和義工投訴的程序》，以及《應對兒童保護問題相關程序》

就任何可舉報的行為，兒童保護問題和/或 對認可或合資格的牧師的投訴，向新南威爾

士州和首都領地浸信會事工規範負責人徵求意見並與之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