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投身

2013 年追求方向
追求方向：
方向：裝 備 聖 徒  建 立 教 會
1.【聖樂部】部長:林詠儀傳道

副部長:梁啟光執事
聖樂部宗旨

(1) 藉著各種聖樂事奉，建立信徒的屬靈生命。
(2) 教導肢體在真理中同心敬拜。
(3) 提升及改善教會崇拜、團契等的聖詩頌唱素質。

事奉崗位/
事奉崗位
培訓

事奉者/學員
事奉者 學員要求
學員要求

司琴

1. 團契/獻詩小組司琴：已清楚得救；
崇拜司琴：已受浸。
2. 願意於崇拜/獻詩小組或團契擔任司琴事奉。

獻詩小組
組員

1. 已清楚得救，並已受浸。

1.
2.
3.
4.

已清楚得救並信主最少一年
有穩定的靈修生活(注重每天靈修)
穩定參與崇拜聚會
願意每週至少三十分鐘自行練習該週崇拜時
所唱詩歌

備註

參與教會不同的聖樂事奉。

1. 已清楚得救、並已受浸及穩定參與崇拜聚會、 1. 以歌頌及讚美來服事神。
有穩定的靈修生活(注重每天靈修)。
2. 提升會眾讚美及敬拜神的靈
2. 願意參與一年的唱詩事奉(沒有合理的原因不
性。
能中途退出)。
3. 提高唱詩的質素及技巧。

唱詩敬拜 2. 由負責同工作個別邀請。
組員
影子詩
班員

事奉性質及內容

透過隔週唱詩默想聚會，培訓一
班有愛心，有心志能力的弟兄姊
妹，一齊推動教會聖樂。
在教會崇拜中，與主席一同推動
會眾唱詩敬拜主的氣氛。

1. 獻詩小組是一年制的事奉，每年須
重新報名，練詩時間大多在星期日
下午 2:15 - 3:30。
2. 需要試音及面試，日期及地點容後
公佈。
3. 獻詩小組新舊成員均須重新報名，
若需要查詢，請聯絡林詠儀傳道。
非公開招募。

影子詩班新舊成員均須重新報名，若
需要查詢，請聯絡鄭子富牧師。

2.【崇拜司事】負責同工：李尹珍傳道
事 奉 者 ：已清楚得救並穩定參與本堂崇拜聚會最少一年
事奉性質：於崇拜前 15 分鐘至崇拜開始講道前站崗，派發大字程序表和接待新朋友。
事奉時間：可選擇星期日「早堂」、
「中堂」或「午堂」。
事奉次數：可選擇「每星期一次」、
「兩星期一次」或「每月一次」。
事奉訓練：事奉任期前提供
事奉需要總人數：最少 40 人

3.【總務組】負責同工：鄭子富牧師
事 奉 者 ：1.
2.
事奉性質：1.
2.

已清楚得救
懂「攝影」、
「操作影音器材」
、「操作投影機及電腦」或「庶務工作」。
影音：支援教會各團契或特別聚會中的「攝影」
、「影音」、
「投影機及電腦」等需要。
庶務：教會日常一般庶務工作（例如：聚會前後之場地執拾「星期三晚祈禱查經會、特別聚會」；洗手間廁紙和
抹手紙的補充和清理；清潔玩具、兒童膠椅和插花）
3. 文書：中文打字如崇拜大字體程序表、編撰得救見証集…等。
事奉安排：教會聚會前後或週日

4.【康體事工部】部長：陳宣海執事
事奉宗旨：1. 透過提供不同的康體活動，促進肢體身、心、靈的健康發展和對教會的歸屬感。
2. 接觸未信主的朋友、建立關係、分享信仰，同得福音的好處。
康體活動：現時有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釣魚、行山、攝影等。
事 奉 者 ：已清楚得救並穩定參加本堂崇拜聚會最少一年
事奉性質：統籌教會各項的康體活動

5.【青少年部】對象:中學至大專生
事奉崗位
崇拜領詩
青
少
年
崇
拜

助教老師
崇拜講員

部長:陳佩思傳道 副部長:蘇國雄傳道
事奉者要求

1.
2.
1.
2.
3.

已清楚得救並信主最少一年
拍子捉得穩，音唱得準
已清楚得救並信主最少一年
對青少年人有負擔，願意陪伴他們成長。
有穩定的靈修及讀經生活

由負責同工作個別邀請

事奉內容

事奉次數

在少崇中帶領青少
年人唱詩敬拜神

每兩個月一次
每三個月一次
每星期一次
於主日學時段帶小
兩個星期一次
組及關顧青少年人
或每月一次

每季一次按所提供的資料分享聖經信息

<主日
主日 11:45-1:00>

主日學老師 由負責同工作個別邀請

負責教授及關顧青少年人

團契導師

由負責同工作個別邀請

負責帶領聚會及關顧青少年人

體驗導師

1. 已清楚得救並信主最少一年
2. 對青少年人有負擔，願意陪伴他們成長。
3. 有穩定的靈修及讀經生活

安排在一季中參與青 基澤:逢週六下午二時正
少年團契，之後由同 基樂活:主日一、三、四週
工與事奉者作檢討
下午二時十五分

青
少
年
團
契

1. 已清楚得救並信主最少一年
2. 願意用自己的恩賜興趣(如下) 服侍青
少年人

義工

□ 手工藝□ 攝影□ 音樂□
□ 電腦□ 模型□ 棋藝□
□ 運動□ 舞蹈□ 行山□
□ 歷奇□ 烹飪□ 遊戲□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美術
樂器
語文
露營
扮靚

6.【飛鷹小組】負責同工：李夢蘭傳道

按 義 工 的 恩 賜 才 幹 會按聚會內容或青少年人之
安排服侍青少年人
需要與事奉者協商

7.【祈禱勇士】負責同工：鄭子富牧師

事 奉 者 ：已清楚得救

報名參加時請註明只參(a)或(b)或(a)+(b)

事奉性質：關心教會的宣教士和推廣宣教異象

(a)教 會 祈 禱 勇 士

事奉安排：

事 奉 者 ： 已清楚得救

1. 三個月聚會一次（2:30p.m.－4:00p.m.）

事奉性質：為教會每週星期三晚祈禱會提出
的事項代禱，並經常為教會之傳
道同工守望，和每季至少返一次
星期三晚的祈禱查經會。

內容：如宣教士分享、關心代禱、專題、異象分享等
2. 關心教會的宣教士
如：小組代禱（每月一次）；電郵關心；寄生日咭、禮物、
合用之物資；關心宣教士家人；私禱記念等。
3. 其他
如：更新宣教士之壁報板、更新網頁內容、聯絡、財政等。

(b)宣 教 士 守 望 天 使

宣教士名稱
陳美玲宣教士

現正在港進修

事奉性質：為教會所支持的宣教士們代禱。

郭大明弟兄

香港(運動員及青少年)

林詠容宣教士

英國(猶太人)

鍾玉敬宣教士

啟創地區培訓

事奉安排：教會在每月收到宣教士們的消息
後，再直接將你所指定代禱的宣
教士資料電郵或影印給你，讓你
在家中禱告。

李秉恩牧師
夫婦
李偉明牧師
夫婦
李彼得牧師
關杰濤弟兄
夫婦

服侍群體

事奉安排：每星期三晚上，在教會網頁取代
禱事項，或星期日回教會時取祈
禱會代禱資料，完成該週代禱事
項後記錄在教會派發之一張「52
星期的代禱咭」內。

厄瓜多爾(華僑)
西非馬里(摩爾族人)

8.【真理探索班導師】負責同工：李夢蘭傳道
事 奉 者 ： 由負責同工作個別邀請

培訓宣教士

事奉性質：帶領查經及聚會。聯絡及關懷慕道
者和初信者。

本地大學生

事奉時間：星期日中堂或午堂時段

9. 【兒童部】對象：NA－P6 學生
＜星期日「中」堂 或

事奉崗位
事奉崗位&人數
崗位 人數
幼稚級
副校長
（2 名）
幼稚級
故事老師
（6 名）
幼稚級
助教老師
（6 名）
幼稚級
幕後司琴
（2 名）
小學級
小學級
副校長
（2 名）

「午」堂時段＞

事奉者要求
事奉者要求
由負責同工個別邀請。
幼稚園老師／現任或曾任
幼稚級主日學老師／會參
加教會未來提供的幼稚級
故事老師訓練班（只須符
合其中一項）
毋須經驗！對小孩子有耐
性和有愛心。有心志成為
日後的故事老師者優先！
有琴藝基礎

由負責同工個別邀請。

小學級
助教老師
（4 名）

1.對聖經的真理有一定程
度的認識（有參加青成
主日學，或已將聖經讀
過三次或以上）
，並
2.現任或曾任小學級故事
老師，或承諾會參加教
會未來提供的小學級故
事老師訓練班
毋須經驗！對小孩子有耐
性和有愛心。有心志成為
日後的故事老師者優先！

小學級
小學級
領詩
（4 名）

1.必須音準拍子準
2.曾任小學級領詩，或承
諾會參加教會提供的小
學級領詩訓練班

小學級
故事老師
（6 名）

小學級司琴
小學級司琴
（ 4 名）
小學級
美勞老師
(2 名)

部長：鄭謝長鳳師母

有相當的彈琴訓練

有美勞的恩賜

事奉性質及內容
幫助當日課堂順利進行。協助
校長處理幼稚級行政事務！

11.【電腦小組】
負責同工:李樂智傳道
事奉性質

協助教會電腦保養維修和更
新教會網頁

事奉要求
事奉要求

必須對電腦操作有認識

事奉工作

1. 按當值日期負責教會主日
講道及青成主日學錄音
及上載
2. 按需要協助教牧同工和幹
事保養維修電腦
3. 按時檢討或更新教會網頁
4. 定時開會檢討及商議事奉

事奉時間

按功能分組，分別由組長編
排輪值事奉日期

參與方法

請填妥表格，然後放入奉獻
箱，如有任何疑問，可向電
腦小組負責同工李樂智傳道
查詢(舊組員必須重新報名)

安排每星期事奉！
安排每星期事奉！

領唱詩歌、講故事、做手工(有
課本和教材提供)。必須參加
每季一次的教師交流分享
會。可選擇一星期或兩星期事
奉一次！
維持班上秩序、擺放茶點、帶
學生去洗手間。可選擇一星期
或兩星期事奉一次！
在星期五或六，將當日上課用
的詩歌，錄音在電琴中，供上
課時使用。可選擇一星期或兩
星期事奉一次！
幫助當日課堂順利進行。協助
校長處理小學級行政事務！
安排每星期事奉！
教導「聖經故事」（有課本和
教材提供）。必須參加每季一
次的教師交流分享會。可選擇
一星期或兩星期事奉一次！
協助同學們簽到、計算茶點分
數、借用遊戲用品。可選擇一
星期或兩星期事奉一次！
活潑地帶領小朋友學習當日
頌唱的詩歌，並藉一些簡單動
作，加強學生對詩歌的表達和
吸收！必須參加每季一次的
領詩交流分享會。可選擇一星
期或兩星期事奉一次！
於開始時的前 15 分鍾彈奏當
日的詩歌。可選擇一星期或兩
星期事奉一次！
在每季課程中自選其中一
課，帶領學生製作相關的美
勞。安排每個月事奉一次！

鄧稟歡執事(網頁編輯)

12.【探訪關顧小組】負責同工：鄭子富牧師
事 奉 者 ： 由負責同工作個別邀請
事奉性質：「定期」或「非定期」給予有需要的肢
體，或其親人作出以下各方面的關顧。
事奉安排：1. 電話慰問；
2. 代禱服事；
3. 家訪向肢體的親人傳福音；
4. 家訪為肢體的親人作信仰栽培。

13.【圖書管理員】負責同工：鄭子富牧師
事 奉 者 ： 已清楚得救
事奉性質：協助教會圖書部處理圖書/影帶借還服務
事奉安排：1. 當值期間，負責將「還書處」之圖書
放回原處。
（當值時間可按個人情況而
自行彈性安排）

創作並帶領一些能增進學生
彼此認識和合作的遊戲，預備
得勝者的禮物。安排每個月事
奉一次！
選擇能擴濶孩子視野或德育
的電影，並在聚會中作電影導
賞。可選擇一個月或兩個月事
奉一次！
購買所須茶點。須於星期日十
時前擺放當日使用的茶點。安
排每個星期事奉！

事奉訓練：事奉任期前提供

認識 3-12 歲小朋友所心儀
的小禮物

代訂禮物（毋須星期日出席主
日學）
。

14.【家長班導師】負責同工：李尹珍傳道

主恩班
故事老師
（4 名）

特殊學校的老師

教導特殊學童「聖經故事」，
有課本和教材提供。可選擇兩
星期至四星期事奉一次！

主恩班
助教老師
（4 名）

願意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小
朋友

協助老師，使教學程序更為順
利。可選擇一星期或兩星期事
奉一次！

小學級
遊戲老師
(2 名)

有帶遊戲的恩賜

小學級
電影老師
(2 名)

有適合小一至小六兒童的
電影觸覺

茶點
（1 名）

認識 3-12 歲小朋友喜愛的
健康零食

禮物安排
（1 名）

2. 翻閱<借閱圖書登記冊>，若發現有肢
體於限期後(即兩個星期)仍未還書/
影帶，請填寫還書通告，並將之放於
2E 室教會幹事的辦公桌上，以方便
作跟進。

事 奉 者 ： 由負責的同工作個別邀請
事奉性質：負責領詩、教導聖經、帶週會、分組討論
和關顧家長。
事奉時間：按編排於主日中堂家長班時段出席。

15.【傳道部】負責同工：李尹珍傳道
10.【接送長者】負責同工：李尹珍傳道
事 奉 者 ： 有能力照顧同行之長者
事奉性質：接送住教會附近的長者回教會聚會
事奉時間：星期日「中堂」或「午堂」，前半小時及後半小時。
事奉次數：可選擇「每星期一次」、「兩星期一次」或「每月一次」。

事奉要求：1. 有傳福音心志
2. 有責任感
3. 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佈道方法或技巧訓練
(暫沒有接受過訓練亦可)
事奉性質：1. 樂意參加傳福音訓練課堂
2. 參與傳福音服侍，例如家訪佈道、戶外佈道、
醫院佈道、老人院佈道、教會佈道會中作陪
談佈道。(不一定需要參與全部的佈道事奉)
3. 協助參與傳道部的運作及事務安排

請於 29/10/12（一）前填妥此表，然後放回奉獻箱內，謝謝！
姓

----------------------------------------------------------------------------------------------------------------

「一人一事奉」
一人一事奉」回應表

名：_______________ 團契/崇拜：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小心填寫清楚，字體不好潦草，以免錯誤。）

．感謝主！我願意參與教會 2013 年所推動之「你我總有一恩賜，一年投身一事奉！」之計劃。
*崗位可包括團契內之事奉，例如：團契組長等崗位或表格內沒有提及的崗位。

本人首選報名參與之事奉崗位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 以



本人次選報名參與之事奉崗位為 _______________ （若有次選，可寫次選；若沒有，則不用寫。）
*若填寫了首選及次選，請清楚填寫以下資料：

表示 )

本人只能參加上述其中一項之事奉崗位
本人可以同時參加首選及次選之事奉崗位
所選擇的事奉崗位若提供了「時段」和「次數」的選擇，請填寫以下資料：
選擇「時段」：早堂

中堂

選擇「次數」：每月一次

午堂

每兩星期一次

每三星期一次

每週一次

本人暫不知道適合甚麽事奉崗位，請傳道人與我聯絡指引。

本人未能參與 2013 年的一人一事奉之崗位，原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討
1「一人一事奉」
一人一事奉」我覺得自己在教會 2012 年的崗位服事中，表現忠誠盡責之程度如何？
不滿意
很滿意
1 － － 2 － － 3 － － 4 － － 5
(請圈出作表示)
2每日一靈修：我在 2012 年平均每星期約有1-2 次
3每年一果子：我在 2012 年有果子＿＿＿個

3-4 次

；魚＿＿＿條

果子＝帶領一人決志認罪悔改信主
魚＝帶領一位未信者出席教會之福音性聚會
羊＝尋回一位失落之基督徒重返教會

5-7 次靈修

；羊＿＿＿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