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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職神學課程申請表格 

 

1. 報讀課程(需通過聖經內容測驗)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教牧進修；須持有認可大學之學士學位） 
 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須中學畢業或以上；未達標者需通過中英文筆試） 

2. 個人資料（所填報的姓名須與 香港身份證 或 護照 相同。所有資料請用正楷清楚填寫） 

曾經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學生︰ 是 學生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男 女 

身份證／護照號碼︰ 國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婚姻狀況︰ 未婚   訂婚   已婚    鳏寡    *分居   *離婚   *再婚 

*若是分居、離婚或再婚，請另文提供詳情 

配偶姓名︰ 配偶職業︰ 
結婚日期︰ 

(年／月／日) 

配偶信仰︰ 基督教 信主年份︰              所屬教會︰                                          

           其他（請列明）                                                                                         

子女數目︰    男     女 年齡︰1.         2.          3.         4.         

通訊地址（中文）︰ 

通訊地址（英文)︰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可whatsapp 
電郵︰ 

補充個人資料︰(如曾有下列任何一項的經歷，請在方格內加上「」號，另文提供詳情 

 曾接受教會紀律處分 

 曾接受心理／精神輔導 

 曾有嚴重／長期病患 

 曾有刑事／性罪行記錄 

學院專用 

學生編號︰                

 $200報名費：現金 / 支票號碼︰                    

收據號碼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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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會資料 

受洗教會名稱︰ 施洗者︰ 受洗日期︰ 

現時聚會教會名稱︰ 參加日期︰ 轉會年份︰ 

現時聚會教會主任牧師／負責人︰ 

教會地址： 

教會電話： 教會電郵： 

4. 現任或曾任之事奉職份（如空間不足，請另紙書寫） 

教會 職份 
日期 

(由 年／月 至 年／月) 

  至 

  至 

  至 

  至 

恩賜︰ 

5. 學歷（由最高學歷列出；必須填寫曾修讀的院校及課程） 

 

 

修讀日期 
（由年／月 至 年／月） 

院校名稱 學歷程度 
（中學／大專／大學） 

考獲資格 
（證書／文憑／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 

至 
  中學 

 大專 
 大學 

課程︰ 
主修︰ 
考獲︰ 

至 
  中學 

 大專 
 大學 

課程︰ 
主修︰ 
考獲︰ 

至 
  中學 

 大專 
 大學 

課程︰ 
主修︰ 
考獲︰ 

至 
  中學 

 大專 
 大學 

課程︰ 
主修︰ 
考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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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履歷 (現任或最後任職之三間機構；必須填寫此部分各項；如空間不足，請另紙書寫) 

7. 緊急聯絡人 

8. 諮詢表格（一）（請提供認識三年或以上所屬教會的牧者／傳道的聯絡資料） 

9. 諮詢表格（二）（請提供認識三年或以上之上司／老師的聯絡資料） 

10. 諮詢表格（三）（請提供認識三年或以上之教會會友的聯絡資料） 

11. 得救、事奉及蒙召見證各一篇 （共三篇） 
（每篇見證內容篇幅為500字至1000字，請以電腦打字列印附交） 

12. 如屬已婚，配偶需另寫一篇支持的文章 
（內容需包括對配偶接受全時間神學裝備及日後全職事奉的認同和支持，篇幅為400字至700

字，請以電腦打字列印附交） 

13. 教會保薦書（請將附頁之「教會保薦書」交所屬教會填寫） 

 

日期 
（由年／月 至 年／月） 

公司／機構名稱 職位 全職／兼職 

至    

至    

至    

姓名（1）︰ 電話︰ 姓名（2）︰ 電話︰ 

與申請人之關係︰ 與申請人之關係︰ 

諮詢人姓名︰ 所屬教會名稱︰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諮詢人姓名︰ 所屬教會名稱︰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諮詢人姓名︰ 所屬教會名稱︰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4 
01/2021                                                                                                               8006~02~1 

學院地址：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23 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行政樓三樓 

電話：(852) 2783-3352 傳真：(852) 2783-3410 電郵：icm@ymca.org.hk 網址：www.icmymca.org 

 

14. 申請人聲明 

15. 面試︰本學院在收到填妥之申請表格、「教會保薦書」及所需文件後，如符合入

學資格者，即安排申請人面試。 

16. 申請人核對 
(1) 填妥  申請表格及簽署 

 諮詢表格 (一)、(二) 及 (三) 資料 

(2) 連同  報名費港幣200元正 (取錄與否概不退回) 
      支票抬頭︰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或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1.5吋 x 2吋 相片一張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得救、事奉及蒙召見證各一篇 (共三篇) 

 已婚者配偶的支持文章一篇 

 教會保薦書 (注意︰教會保薦書可稍後由教會寄回或電郵回本學院。) 

 有效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17. 遞交：請將以上文件封存放入A4信封內 
郵寄或親臨本學院：九龍窩打老道23號行政樓三樓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 

本學院辦公時間︰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1：00；下午2：00 – 6：00)，星期六日及公眾

假期休息。 

 

14.1 本人已閱讀並認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的理念及使命。 

14.2 本人授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使用本申請表格內有關的個人資料作以
下用途︰ 
14.2.1 處理本人報讀課程入學之用。若獲學院取錄，本人的資料將會轉為學生記錄，並會按需要交由學

院講師及同工作聯絡通訊及處理教務等事宜。 

14.2.2 發放學院的課程及活動等資訊給本人。(如閣下日後不欲收到學院之事工推廣，請電郵至

icm@ymca.org.hk。) 

14.3 本人謹此聲明，此表格所填報之資料均屬正確無誤。 
如內容與實況不符，日後本人可能會因失實陳報而引致停學、開除或學院紀律處分。 

14.4 如獲學院取錄，本人願意遵守學院規則，並按學院指示接受裝備。 

14.5 如不獲學院取錄，本人明白學院將不會提供任何原因。 

14.6 本人 要求／不要求查閱填回的諮詢表格。 

本人已閱讀以上各項細則，並明白本人以上所作出之各項聲明。 

申請人簽署︰ 

 

 

日期︰（年／月／日） 

       

mailto:icm@ym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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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稱「本會」）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準確及

安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郵地址及其他）或會被本會透過電話／郵寄／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

訊、籌款、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希望停止接收本會資訊，請將中英文全名、會員

證號碼及電話號碼，電郵予基督教事工學院 icm@ymca.org.hk 以辦理相關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2783-3352與

本學院聯絡。 

～～～～～～～～～～～～～～～～～～～～～～～～～～～～～～～～～～～～～～～～～～～～～～～～～～～ 

教務處專用 

 已核對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 (尚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入讀要求，予以取錄 ( 核准學分轉入___________; 學院名稱________________) 

 不符合入讀要求，不予取錄 

 不符合入讀要求，但予以試讀一年（原因：＿＿＿＿＿＿＿＿＿＿＿＿＿＿＿＿＿＿＿） 

 

經辦人：＿＿＿＿＿＿＿＿＿＿      教務長簽署：＿＿＿＿＿＿＿＿＿ 

 

日期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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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保薦書 

敬啟者︰ 

  

本會會友__________________弟兄／姊妹 現擬申請報讀 貴學院本年開辦的課程： 

  

 道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Divinity (教牧進修 )  

 神學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Theology 

  

本會執事會／堂委會經禱告及商議後，保薦／不保薦（請刪去不適用者）申請人入讀 貴學院

接受牧職神學訓練。 

 

 此致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基督教事工學院 

    教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需為主任牧師、堂主任或執事會主席） 

教會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請將保薦書封存於信封內，於封口上簽署，並將保薦書郵寄︰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23號行政樓三樓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收， 

或電郵回本學院（icm@ymc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