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近

青年實習宣教士申請表格

照

6/2015 版

中心填寫：入讀第＿＿＿屆第_____期
申請課程（請在□內選讀課程）：兩期二十二週(10-2 月)□

一期十一週(10-12 月中)□

1.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年＿＿＿月＿＿＿日 年齡：＿＿＿ 身份證號碼：＿＿＿＿＿＿＿＿＿＿＿
地址：＿＿＿＿＿＿＿＿＿＿＿＿＿＿＿＿＿＿＿＿＿＿＿＿ 電郵：＿＿＿＿＿＿＿＿＿＿＿
電話：(辦公/手提)＿＿＿＿＿＿＿＿＿ (家)＿＿＿＿＿＿＿＿＿ 方便聯絡時間：＿＿＿＿＿
2.教會名稱：＿＿＿＿＿＿＿＿＿＿＿＿＿＿＿＿＿＿＿＿＿ 負責人：＿＿＿＿＿＿＿＿＿＿＿
教會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3.信主日期：＿＿＿年＿＿＿月＿＿＿日 受浸：未浸□ (已浸□ 受浸日期：＿＿＿年＿＿＿月)
所屬/受浸教會名稱：＿＿＿＿＿＿＿＿＿＿＿＿＿＿＿＿＿ (備註：＿＿＿＿＿＿＿＿＿＿＿)
4.信主前宗教背景：異端＿＿＿＿＿＿＿＿ / 異教＿＿＿＿＿＿＿＿ / 其他＿＿＿＿＿＿＿＿＿
5.從何渠道得知此訓練︰＿＿＿＿＿＿＿＿＿＿＿＿＿＿＿＿＿＿＿＿＿＿＿＿＿＿＿＿＿＿＿＿
6.個人追求：一. 靈修生活穩定嗎？＿＿＿＿＿＿＿＿＿ 一星期多少次？＿＿＿＿＿＿＿＿＿＿
請分享最近靈修中的領受？＿＿＿＿＿＿＿＿＿＿＿＿＿＿＿＿＿＿＿＿＿＿＿
最喜歡那段經文？＿＿＿＿＿＿＿＿＿＿＿＿＿＿＿＿＿＿＿＿＿＿＿＿＿＿＿
二. 讀完整本聖經次數：＿＿＿＿ 三.今年/去年讀了多少本屬靈書籍：＿＿＿＿＿
四. 列出你最喜歡那本書籍的名稱及原因：＿＿＿＿＿＿＿＿＿＿＿＿＿＿＿＿＿＿
＿＿＿＿＿＿＿＿＿＿＿＿＿＿＿＿＿＿＿＿＿＿＿＿＿＿＿＿＿＿＿＿＿＿＿
7.健康狀況：一.
二.
三.
四.
五.

身體上 － 優□ 良□ 平□ 劣□ 備註：＿＿＿＿＿＿＿＿＿＿＿＿＿＿＿
精神上 － 優□ 良□ 平□ 劣□ 備註：＿＿＿＿＿＿＿＿＿＿＿＿＿＿＿
常見症狀：痛症□(胃/頭/腳) 敏感□(鼻/皮膚) 精神衰弱□ 其他：＿＿＿＿＿
曾否接受心理輔導或精神治療？＿＿＿＿＿＿＿＿＿＿＿＿＿＿＿＿＿＿＿＿＿
現在有否接受任何藥物治療？有□(那類藥物：＿＿＿＿＿＿＿＿＿＿) 沒有□

8.學歷程度：中學、大學(主修)、神學、專業資格等
修讀年期
學校名稱
(年/月 至 年/月)

完成程度/證書/學位等資格

9.工作經驗:
公司/機構名稱

工作年期
(年/月 至 年/月)

職位

月薪

離職原因

10.家庭背景：一. 父母年歲、情況：＿＿＿＿＿＿＿＿＿＿＿＿＿＿＿＿＿＿＿＿＿＿＿＿＿＿＿
二. 兄弟姊妹人數：兄＿＿ 弟＿＿ 姊＿＿ 妹＿＿ 在家中排行位置：＿＿＿＿
三. 信主人數：＿＿＿＿＿＿＿＿＿＿＿ 未信主人數：＿＿＿＿＿＿＿＿＿＿＿＿
四. 家中各人宗教信仰：＿＿＿＿＿＿＿＿＿＿＿＿＿＿＿＿＿＿＿＿＿＿＿＿＿＿
五. 成長中在家裡最影響你的人和事及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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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婚姻狀況：未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再婚□
已有異性密友□ 姓名＿＿＿＿＿ 教會＿＿＿＿＿＿＿＿＿ 職業＿＿＿＿＿＿＿
已婚□ 配偶姓名＿＿＿＿＿＿＿ 教會＿＿＿＿＿＿＿＿＿ 職業＿＿＿＿＿＿＿
結婚日期＿＿＿年＿＿月＿＿日 配偶所參與之事奉＿＿＿＿＿＿＿＿＿＿＿＿＿＿
已有子女□-兒子＿＿個/女兒＿＿個(姓名及年齡＿＿＿＿＿＿＿＿＿＿＿＿＿＿＿)
12.經濟狀況：
一. 現有個人儲蓄金額：
三萬以下□
三至五萬□
五萬以上□
二. 估計能籌得之每月生活費（教會/肢體）金額 ＿＿＿＿＿＿＿＿＿＿＿＿＿＿＿＿＿＿＿
三. 需否支持家庭經濟？
需□ 約＿＿＿＿＿＿＿＿＿＿＿＿＿元
否□
四. 已婚/有子女經濟情況： 配偶收入
一萬以下□ 一至三萬□ 三萬以上□
需否供樓？ 需□ 約＿＿＿＿元
否□
對姻親之照顧：約＿＿＿＿元
13.性格評估：你認為自己的性格有何優點：＿＿＿＿＿＿＿＿＿＿＿＿＿＿＿＿＿＿＿＿＿＿＿
你認為有甚麼需要改善之處：＿＿＿＿＿＿＿＿＿＿＿＿＿＿＿＿＿＿＿＿＿＿＿
14.不良嗜好：

有□（吸煙□

飲酒□

賭博□

污言穢語□

其他＿＿＿＿＿＿）

沒有□

15.教會生活：
a.事奉情況：一. 曾任事奉崗位＿＿＿＿＿＿＿＿＿＿＿＿＿＿＿＿＿＿＿＿＿＿＿＿＿＿＿
二. 現任事奉崗位＿＿＿＿＿＿＿＿＿＿＿＿＿＿＿＿＿＿＿＿＿＿＿＿＿＿＿
三. 曾否接受以下佈道訓練/體驗課程？［請註明受訓年份］
三福□ ＿＿＿年 四律□ ＿＿＿年 少青□ ＿＿＿年 暑宣□ ＿＿＿年
冬宣□ ＿＿＿年 青傳暑宣□ ＿＿＿年 晚青□ ＿＿＿年 其他□ ＿＿年
四. 曾否參與教會探訪佈道？ 曾□
否□
五. 曾否在工作/學生崗位上傳福音？
曾□
否□
六. 曾否領家人信主？ 曾□ 多少人＿＿＿＿＿
否□
七. 除家人外，約曾領多少人信主？ ＿＿＿＿＿＿＿＿＿＿＿＿＿＿＿＿＿＿＿
b.人際關係：一. 曾否在事奉上與弟兄姊妹配搭？ 曾□ 否□ 配搭效果？＿＿＿＿＿＿＿＿＿
二. 曾否與教會傳道同工配搭？
曾□ 否□ 配搭效果？＿＿＿＿＿＿＿＿＿
三. 在教會有沒有深交知己？ 有□ ＿＿＿人 沒有□，原因：＿＿＿＿＿＿＿
16.自評有助於傳福音之才幹與恩賜：
一. 對象：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兒童□ 少年□ 青年□ 成年□ 老年□
階層/群體︰ 上層□ 中層□ 中基層□ 基層□ 其他︰＿＿＿＿＿＿＿＿＿＿
二. 恩賜：個人談道□ 家人探訪□ 講道□ 話劇□ 布偶□ 文字□ 小把戲□ 遊戲□ 繪畫□
影音操作□ 攝影□ 唱歌□ 彈琴□ 結他□ 駕駛□ 運動□ 其他：＿＿＿＿＿＿＿
三. 語言：廣東話□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
17.畢業後心志：在工作崗位傳福音□ 福音同工/幹事□ 傳道人□ 宣教士□ 其他：＿＿＿＿＿＿
18.諮詢人姓名：＿＿＿＿＿＿ (長老/堂委會成員/執事/團契導師) 日間聯絡電話：＿＿＿＿＿＿
19.填妥表格後請帶同下列資料交回 或 郵寄本中心(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7 樓「短宣中心」教務部)：
一. 一份得救見證（1,000-1,500 字）
二. 一份受感作青年實習宣教士見證（1,000-1,500 字）
三. 已簽署之<信仰路線同意書>，近照兩張，各樣履歷、成績表、證書及身份證明文件等副本。
四. 報名費港幣$100（現金或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有限公司」）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是用於相關的報名項目之聯絡通訊、發出收據、及與課程有關的用途上；當有關的資料不再符合以上用途，
會予以銷毀，不再保留。
2.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我們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
3. 就收取本中心其他的宣傳資訊，法例規定閣下必須清楚申明意向（請在方格內勾出你的選擇）
：

本人 同意□／不同意□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使用上述本人的個人資料傳遞貴中心的宣傳資訊予本人。
本人聲明所提供的資料屬實，並無遺漏。

申請人簽名：＿＿＿＿＿＿＿＿＿

牧者推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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