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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牧職學院 

入學申請表 

1. 報讀課程 

   使命牧職文憑       使命事奉證書   

2.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職  業                       工作機構                         

辦公室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                                                              

     (有關申請事宜亦會以電郵聯絡 ) 

是否重生得救基督徒  是□ 否□    受洗日期         年    月     日 

受洗教會名稱                                                       

配偶名稱                    是否基督徒 是□ 否□ 子女        名 

3. 參與教會資料 

現時所屬教會                    現時聚會教會                                                      

地址                                                               

電話                牧者姓名               參加教會多久           

事奉經驗 (最近 10 年：請由最近日期開始寫 ) 

教會 /機構 性質 /崗位 日期 

   

   

   

   

 

R/021  03/18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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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有負擔 /擅長的事奉工作： 

                                                         

4. 工作履歷 (最近 10 年：請由最近日期開始寫 ) 

日期 (月/年 ) 機構名稱 職位 

/     -    /   

/     -    /   

/     -    /   

/     -    /   

/     -    /   

5. 教育背景 

甲、 中學 /專上學院/神學院 /專業訓練 

日期 (月/年 ) 院校名稱 主修 
考取之成績 /學位 /文

憑  

/    -   /    

/    -   /    

/    -   /    

/    -   /    

乙、 曾修讀神學課程/証書課程 (請註明課程名稱及年份 ) 

                                                                

                                                                

6. 入學期望 

為何選擇報讀所申請課程                                               

                                                                   

7. 所屬教會牧者推薦 

姓  名                      職  銜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推薦原因                                   

                                     

推薦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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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緊急事故聯絡人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電話號碼                                           

9. 報名及付款方法 

須於遞交此申請表時一同支付報名費港幣 100元正，報名費用將不獲發還，方法如下：  

 i. 郵寄劃線支票 (抬頭人為「粉嶺神召會有限公司」 ) 

 ii. 親身遞交 

10. 申請學費減免或助學金  □需要  □不需要 

原因：                                                              

                                                                 

11.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本表格所收集個人資料只作入學甄選用途，若被取錄，資料將成為學生檔案一部分；

不被取錄者之申請表格及資料將由本院銷毀，不會發回。 

 

申請人簽署                        日期                         

12. 家長同意： (若申請人於入學時未年滿 21 歲，需由家長填寫此部份 ) 

本人同意 小兒 /小女           申請入學 

 

家長姓名                  簽署               日期                    

 

 
本欄由院方填寫       收表日期：        

 

□  報名費  ＄         □  相片 2 張  

□  錄取                                                            

□  不錄取                                                            

面試備忘：                                                            

接見牧師 /講師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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