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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教會義工」服事證明 

How to Apply for a Volunteers Certificate 
 

 

 

步驟1 

• 提供教會申請擔任義工的需要文件或「活動計劃書」 
Provide church related documents or the "Volunteer Project 
Proposal" for applying to be a volunteer 

步驟2 

• 填寫「教會義工服事申請表」並簽名確認 
Fill out "Volunteer Application Form" and turn in with signature 

步驟3 

• 由被申請的部門安排面試並決定服事項目及時間 
The coworker of the applied department will offer an interview and 
decide your volunteer job and period 

步驟4 

• 遵守服事規定並填寫服事當天「義工出席時間表」 
Follow the job requirement and complete the "Volunteer Attendance 
Timetable" each day 

步驟5 

• 完成後由教牧團為義工提供「義工服事證明」 
EPT will issue the "Volunteers Certificate"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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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義工」之指導方針 

Volunteer Guidelines 
 

1. 西雅圖靈糧堂依據聖經的教導，鼓勵各人照著所領受的恩賜彼

此服事，因此開放申請擔任教會義工，積極參與各部門的事工，

一同建造榮耀的教會。 

2. 教會義工不支薪，若需申請服事證明，須事先填寫「教會義工

服事申請表」後，繳交教牧團或教會辦公室，等候面試通知。 

3. 若因個人需要申請擔任義工，則須提供教會申請擔任義工的需

要文件或「活動計劃書」，繳交教牧團或教會辦公室審查。 

4. 申請人可在申請表上選擇想要服事的項目，但依其才能和事工

上的需要，教牧團/部門首長可為其決定適當的服事項目及時

間安排。 

5. 服事當天應穿著整齊、準時抵達、態度合宜、積極參與，服從

事工負責人的指示，並填寫服事當天「義工出席時間表」。 

6. 若服事當天無法出席，請於 24 小時前通知事工負責人，另作

安排；若因當天身體不適，請盡早通知事工負責人。 

7. 服事結束後，事工負責人將確認後的「義工出席時間表」交給

教牧團，以簽發「義工服事證明」給申請人。 

8. 相關表格可在教會網站上自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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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計劃書」 
Volunteers Project Proposal 

活動資料 Project Information 

活動名稱 Project Name 
 

主辦單位 Organizer 
 

協辦單位 Co-organizer 
 

聯  絡  人 Contact Person 
手機 Cell Phone  

活動時間 Date & Time _____ / _____ /________              ____ : ____  ~  ____ : ____ 

活動地點 Project Place 
 

服事對象 Beneficiary 
人數 Number of people  

服事團隊 Participant 
人數 Number of people  

活動目的 Project Purpose  

活動詳情 Project Details 

活動節目 Project Program   

活動預算 Project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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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義工服事申請表」 
Volunteer Application Form 

個人資料 Gener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Name                   英文 First Name                                             Last Name 

性別 Sex 
男             女 

Male / Female 

地址 Address 
 

生日 Birthday        /        / 

信箱 Email 
 社會安全碼 

social security #         -        - 

電話 Phone 

住家 Home                                                                   手機 Cell Phone                                     

職業Occupation 
 

信仰 Religion 

 基督徒 Christian        受洗地點 Place of Baptism                                        受洗日期 Date 

   Yes  /  No                                                                                  /        / 婚姻 Status 

 未婚   Single 
 已婚   Married 
 其他   Others 

語言 Languages 
 英語 English        普通話 Mandarin         粵語 Cantonese       其他 others : 

教育 Education 
 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大學 College   高中 High school    國中及以下 Middle school & under 

義工背景 Volunteer Background 

你曾經擔任過義工嗎? 何時? 多久?  Have you been a volunteer previously? When? How long?            Yes           No 

請說明 Please explain: 

你申請擔任義工的原因是什麼? 任期為何? Why are you applying to be a volunteer here? How long do you expect? 

請說明 Please explain: 

你願意接受西雅圖靈糧堂的信仰，以此為屬靈的家，固定參加聚會，並在生活上言行見證主嗎?      
Do you accept the belief of this church, take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Seattle as your spiritual home, attend our 
services regularly and testify for the Lord in your daily life?                                                                              Yes           No 

特殊專長/訓練 Special Talents/Training (請盡量寫 write all that apply) 

請說明 Please explain: 

申請服事的部門 Department Preference 

 牧養部 Dept. of Ministry (小組、愛宴、禱告團隊、節日慶典、特會、伯大尼姊妹、社區講座、急難救助、夏令會) 

 教育部 Dept. of Education (育嬰室、主日幼兒園、兒童主日學、青年敬拜/Sparks、成人主日學、日間幼兒園) 

 宣教部 Dept. of Mission (校園宣教、美國境內短宣、柬埔寨短宣、台灣鄉福英文營/VGM、中國短宣) 

 慶典招待部 Dept. of Ceremony (司會、招待、插花、聖餐、洗禮預備、福音車、Park & Ride、停車場指揮、保安) 

 崇拜影傳部 Dept. of Worship (週報、主日新聞、海報、網頁、翻譯、讀經、敬拜團、敬拜舞蹈團、影音、攝影) 

 總務部 Administration (奉獻、財務、場務維修、採購、佈置、辦公室、圖書館、通訊錄、檔案管理、人事管理) 

申請人簽名 Signature of applicant: 日期 Date /        / 

辦公室專欄 Office use only 

面試結果 Decision:  不接受 Rejection      接受 Approval  (委任事工負責人 Supervisor:                                                        ) 

面試人簽名 Interviewed by: 日期 D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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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出席時間表」 
Volunteer Attendance Timetable 

個人資料 Gener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Name                   英文 First Name                                             Last Name 

電話 Phone 
住家 Home                                                                   手機 Cell Phone                                     

服事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 
 (00:00 ~ 24:00) 

時數
Total 
Hour 

服事部門及項目 

Volunteering Work 

簽到 

Sign In 

簽退 

Sing Out 

事工負責人 

請確認
Approval 

__ / __ /_____ 

__ : __ ~ __ : 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