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在適當的空格填上✔號表示申報課程 

申請課程 修讀形式 所需文件 備註 1 


聖工學士 

Bachelor of  Ministry│BMin. 四年全時間 ○1 ,○2 ,○3 ,○5  



聖工學士（副修佈道與宣教） 

Bachelor of  Ministry (Minor in Evangelism and 

Missions)│BMEM 

三年全時間 
○1 ,○2 ,○3 ,○4 ,○5  

四年全時間 



聖經證書 

Certificate of  Biblical Studies│CBS 
全時間 

部份時間 
○1 ,○2 ,○5  



使命教會文憑 Diploma of  Missional Church│DMC 

使命教會基礎文憑 請從下列自選一組模組 

部份時間 

○1 ,○2 ,○6  

神學導向

生命與事奉 

使命小組與生命師

使命教會與屬靈領導

聖經教導

使命與宣教 

使命教會進深文憑 請從下列自選三組模 

部份時間 神學導向

生命與事奉 

使命小組與生命師

使命教會與屬靈領導

聖經教導

使命與宣教 


備註 1
提交文件內容及編號： 

○1  得救見證書一份(約 1500 字) 

○2  近照一張﹑各樣履歷﹑成績表﹑證書﹑身份證明書等副本 

○3  蒙召作全職傳道人見證書一份(約 1,500 字) 

○4  佈道經驗及心志的見證 (約 1500 字) 

○5  報名費 HK$200 

○6  使命教會文憑課程報名費 HK$100 

 

填妥入學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及費用 (支票抬頭：「牧職神學院有限公司」或銀行入數／網上銀行轉帳，

請付上確認書）寄／交本院教務部收。信封面請註明「入學申請」，取錄與否，恕不發還。 

       校本部入學申請表

 

牧職神學院校本部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7 樓 708 至 722 室 

入學諮詢：黃智生弟兄 電話：(852) 2650 7181    傳真：(852) 2650 7211 

           網址：http://www.hkcmi.edu    電郵：info@hkcmi.edu 

 

個人申請檔案 

http://www.hkcmi.edu/
mailto:info@hkcm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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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 國籍：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 出生地點：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辦公室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主年日：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受浸日期：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信主年數：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電話：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教經驗 
能操語言： 粵語  流利 尚可  普通話 流利 尚可 

英語  流利 尚可  其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教經驗：日期、地點及內容 

日期 地點 內容 

至   

至   

至   

學歷（請由最近期開始填寫） 

日期 校名：(大學/神學院/專科/中學) 修讀學科 證書文憑或學位 

          至    

          至    

          至    

          至    

    

 

其他 讀完全本聖經次數：_____________ 本院延伸部已畢業之學員 是 不是 

過去半年的閱讀習慣 (包括：書籍、報刊與雜誌……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貼上近年 

證件相片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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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請由最近期開始填寫） 

日期 工作機構 職位 離職原因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家庭背景  

父母年歲﹑信主與否：父_______________母___________ 兄弟姊妹人數：兄＿＿弟＿＿姊＿＿妹＿＿ 

家中排行位置_________ 家中信主人數：_________ 未信主人數：_________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數目：________________

配偶或穩定異性朋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情況 

曾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志負擔：(牧職畢業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經濟狀況 

若被取錄，學費及生活費如何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學期間經濟狀況會否有困難？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凡經濟有困難之申請者，如被取錄，在同學入學後，學院會按實際情況提供獎學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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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推薦人 

推薦人資料（請提供兩位：牧師／傳道人／長執／導師，其中一位必需為聚會堂會牧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關係：_________________ 

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關係：_________________ 

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收集個人資料聲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院會將本申請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用於評估閣下是否適合入讀所申請的課程，以及
在閣下獲取錄，用於安排閣下的學習及跟學習有關的程序。  

2.  申請表中的項目是挑選合適入讀課程者所必須考慮的資料。申請者如不提供這些資料，
會對申請的處理及結果有所影響。  

3.  若申請不獲接受，本院會保留閣下的個人資料兩年後銷毀。  

4.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申請表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如
欲行使這項權利，請以書面方式向本院教務部作出申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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