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事奉崗位聯合招募行動 

 

注意事項 

1. 請仔細閱讀各項事奉崗位資格及要求，並擺上禱告。 

2.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可於網上報名，或下載後傳真 2561 8868、電郵 info＠qbbc.org。 

3. 現時在該事奉崗位的弟兄姊妹不需重新報名。 

4. 各部將會跟進有關申請，並會通知取錄與否。 

5. 弟兄姊妹獲取錄後，在事奉期間若未能配合該崗位的要求，教會可要求該弟兄姊妹暫停事奉。 

6. 如有問題，可電郵向有關部門之顧問或致電 2561 8129 查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部  部長：蔡恩驥弟兄  顧問：楊禮仕傳道(email：yls@qbbc.org) 

代號 崗位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及要求 教會提供之訓練／實習 需要人手 

A1 投影機控制

員 

Powerpoint 

Control 

1. 於崇拜期間按流程控制

投影片 

2. 對 Powerpoint 略作修改 

3. 播放音樂或影視的控制 

1. 清楚得救 

2. 穩定崇拜 1 年或以上 

3. 週六崇拜當值或主日須連續二堂崇

拜當值 

4. 主日崇拜 9:20AM 到教會 

5. 週六崇拜 4:20PM 到教會 

6. 掌握電腦及 Powerpoint 運用 

7. 懂中文打字為佳 

1. 安排觀摩現時控制員

的工作 

2. 安排多次現場實習 

 

沒有上限 

A2 音響控制員 1. 於崇拜或其他聚會安排

音響接駁和調較音響，達

至理想效果 

2. 聚會後收拾講台設備，並

需為其中之一堂崇拜講

道錄音 

1. 清楚得救 

2. 穩定崇拜 1 年或以上 

3. 週六崇拜當值或主日須連續二堂當

值 

4. 主日崇拜 9:15AM 到教會 

5. 週六崇拜 2:30PM 到教會 

1. 先安排於主日與現時

音響控制員實習交流 

2. 若情況許可，會安排課

堂講解 

3. 或需要參加外間進修

課程 

沒有上限 

 

 

 

 



崇拜部  部長：蔡恩驥弟兄  顧問：楊禮仕傳道(email：yls@qbbc.org) 

 崗位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及要求 教會提供之訓練／實習 需要人手 

A3 招待員 1. 代表教會禮貌地負責派

程序表 

2. 代表教會禮貌地歡迎新

來賓 

3. 收納奉獻 

4. 參與走火警 

5. 處理突發事件 

1. 本會會友 

2. 穩定崇拜半年以上 

3. 必須於聚會前 30 分鐘到達崗位 

4. 衣著端莊、按教會所定規範 

5. 有笑容、有禮貌 

1. 有簡介及訓練 沒有上限 

A4 排凳員 

(週六崇拜) 

1. 負責排好週六崇拜場地

的椅子 

1. 清楚得救 

2. 穩定崇拜 1 年或以上 

3. 週六崇拜 4:20PM 到教會，用約 10

分鐘時間排椅子 

1. 有簡介 沒有上限 

A5 敬拜隊員(伴

唱) 

1. 於崇拜中協助主席作伴

唱的部份 

1. 本會會友及已接受浸禮 

2. 如非會友必須穩定崇拜一年以上承

諾在加入敬拜隊後一年內成為會友 

3. 須經過試唱及簡單面談 

4. 通過試音合格後，須接受至少兩次

崇拜實習作最後評估 

5. 守時出席練習和崇拜  

1. 按個別需要及情況而提

供相關陪訓 

 

沒有上限 

A6 敬拜隊員(樂

手) 

1. 於崇拜中作樂師部份 2. 本會會友及已接受浸禮 

3. 如非會友必須穩定崇拜一年以上承

諾在加入敬拜隊後一年內成為會友 

4. 須經過試奏及簡單面談 

5. 通過試音合格後，須接受至少兩次

崇拜實習作最後評估 

6. 守時出席練習和崇拜 

1. 按個別需要及情況而提

供相關陪訓 

沒有上限 

 



基教部  部長：梁佩茜執事  顧問：林筠富牧師 (email：fu@qbbc.org) 

代號 崗位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及要求 教會提供之訓練 / 實習 需要人手 

B1 兒童天地實習

導師 

1. 每月約 1 次教授， 

即每季度約 4-5 次 

2. 主要教授：詩歌、聖經故

事、遊戲。 

3. 專題週會：手工 

需教授手工 

4. 維持秩序及課室整潔 

1. 已穩定返教會一年或以上 

2. 已受浸 

3. 若已婚，配偶需為基督徒 

（信主前已婚，可獲豁免） 

4. 對小朋友有愛心及耐性，願意為小

朋友及其家人祈禱 

1. 提供有導師培訓班 

2. 一般導師獲得取錄後： 

 5-8 月參與 3-4 次觀

課 

 9-12月參與 2 次實習 

 次年 1-4 月正式授課 

註： 

**兒童組會不定期提供合適

切的講座及訓練 

**提供進修津貼 

幼稚級 3位 

低小級 3位 

高小級 3位 

 

最缺乏是弟兄，尤

其是爸爸。 

 

B2 兒童暑期活動

班 

日期：18-22/7（共五天） 

時間：上午9:00-12:30 

地點：教會（健康邨） 

導師：教授聖經故事、遊戲、

詩歌、手工藝、扭汽球 

1. 已穩定返教會一年或以上 

2. 已受浸 

3. 若已婚，配偶需為基督徒（信主前

已婚，可獲豁免） 

4. 對小朋友有愛心及耐性，願意為小

朋友及其家人祈禱 

暑期活動班簡介會 

日期：2/7（週六）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天順樓 

教授聖經故事8人 

手工藝2人 

扭汽球4人 

助教10人 

B3 兒童暑期宿營 日期：25-29/7（其中的三日

兩夜） 

地點：待定 

導師：教授聖經故事、遊戲、

詩歌 

1. 已穩定返教會一年或以上 

2. 已受浸 

3. 若已婚，配偶需為基督徒（信主前

已婚，可獲豁免） 

4. 對小朋友有愛心及耐性，願意為小

朋友及其家人祈禱 

暑期活動班簡介會 

日期：4/6（週六）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天順樓 

教授聖經故事3人 

助教6人 

 

 

 

 

 



基教部  部長：梁佩茜執事  顧問：林筠富牧師 (email：fu@qbbc.org) 

代號 崗位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及要求 教會提供之訓練 / 實習 需要人手 

B4 聖經科主日學 

實習導師 

1. 接受每月安排到不同課

堂觀課及實習 

2. 為自己的教學和學員學

習祈禱 

3. 負責教學 

1. 必須為本會會友 

2. 已穩定返教會三年或以上，有好

見證 

3. 有教導恩賜，渴慕追求真理 

4. 認真預備課堂 

5. 受教的心，願意接受別人意見 

6. 在觀課階段，需按時完成觀課後

的功課，約 5-6 份。 

7. 務必出席 2 月份「認識教會歷

史」、9 月份「護教入門及進階」

及 10 月份「聖經研究資源」共六

堂課 

8. 由於是教導性質，需要面試通過 

1. 提供有導師培訓班 

2. 一般導師獲得取錄後： 

 5-8月參與每週觀

課 

 9月至次年8月，每

月參與1次實習 

 次年9月正式授課 

註： 

**提供進修津貼 

3-4 人 

B5 文字工作（中

文或英文） 

1. 編寫分享、潤飾文字及

校對文章 （約 300 字或

之內） 

2. 每月一次 

1. 已信主 

2. 穩定返教會兩年或以上 

3. 中文或英文的文筆暢順、閱讀迅

速及準時完成工作 

 沒有人數限制 

B6 影音 1. 負責制作影音，作培訓

或宣傳用途 

2. 大約製作 5-6 段片（約

30 秒至 2 分鐘不等） 

1. 已信主三年或以上 

2. 善於溝通 

3. 有相關專業知識，有創意 

4. 準時完成工作 

 1-2 人 

 

 

 

 

 



基教部  部長：梁佩茜執事  顧問：林筠富牧師 (email：fu@qbbc.org) 

代號 崗位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及要求 教會提供之訓練 / 實習 需要人手 

B7 藝術及設計 

（壁報設計、

話劇、舞蹈、

平面設計） 

1. 負責制作宣傳作品（例

如壁報、Poster等） 

2. 每年約1-2次服侍 

3. 詳細面談 

1. 已信主 

2. 穩定返教會一年或以上 

3. 善於溝通 

4. 自問有創意，願意作出新嘗試 

5. 願透過設計和藝術將人帶到主前 

 1-2 人 

B8 其他 1. 如果閣下希望事奉，但

又找不到合適崗位，歡

迎你聯絡基教部，我們

樂於與你面談，一起禱

告，協助你認識自己的

恩典，並得以發揮 

1. 已信主，願意學習  沒有人數限制 

  

事務部  部長：陳樹文弟兄  顧問：林淡全執事兄(email：tomielam@yahoo.com.hk) 

代號 崗位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及要求 教會提供之訓練／實習 需要人手 

C1 事務部組員 1. 協助教會各樣大小一般

事務及各部支援工作 

2. 教會崇拜或活動時負責

會前或會後場地佈置安

排及物資運送 

3. 特別時節佈置教會 

1. 穩定崇拜半年或以上 

2. 需要體力勞動 

3. 願意參與、協助教會各部大小事

務，男女不拘 

 15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