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宇聖經學院 

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入學申請 

 

 

申請課程： 教牧學學士【BM】 

教牧學碩士【MM】 

聖經研究碩士【MABS】 

道學碩士【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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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咨詢表（牧師/傳道人） 

此欄由申請人填寫：  

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讀課程：  □ 教牧學學士課程 參與教會/團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教牧學碩士課程 事奉崗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聖經研究碩士課程  

 □ 道學碩士課程  

以下由諮詢人填寫： 

上述申請人提名閣下爲申請入讀本院之諮詢人，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將有助本院正確審核申請人。 

在此先行多謝閣下對申請人的品格、言行和事奉表現，給予持平公允的評價。 

諮詢表附有保密程序指引；本院會以密件方式處理此諮詢表。未經本院同意，諮詢表不會讓任何人

過目。 

閣下認識申請人多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以下各項中給予申請人評級，在一個或多個方格加上 號。若閣下對某項不肯定，或未有機會

觀察，請留空。歡迎閣下於背頁更具體地描述閣下對某些評級的見解。 

A. 身體狀况 
□ 經常生病或不適 
□ 體質不强 
□ 頗爲健康 
□ 十分健康 

E. 領導才能（激發他人，及令他們

保持信心的能力） 
□ 沒有嘗試過去作領導 

□ 試過領導，但力有不逮 
□ 有領導潜質 
□ 有領導才能 
□ 卓越領導人才 

I. 受教性 
□ 固執、好辯 
□ 非常武斷 
□ 不存偏見 
□ 願意接受教導 
□ 渴望接受教導 

B. 交際能力或友善程度 
□ 人人趨避 
□ 需要包容 
□ 頗有人緣 
□ 得人喜歡 
□ 人人喜歡 

F. 隊工（與人同工的能力） 
□ 經常引起衝突或磨擦 
□ 寧願獨自工作 
□ 一般能與人合作 
□ 能與不同性格或作風的人合作 
□ 在隊工裏最能發揮效能 

J. 堅持（在完成任務方面） 
□ 容易放弃或灰心 
□ 要人鼓勵才能堅持下去 
□ 在大多數情况下能堅持 
□ 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堅持 

 
C. 智能 

□ 學習或思想遲緩 
□ 智力一般 
□ 思維敏捷及清晰 
□ 智慧超群 

G. 回應（對別人的感受和需要的回

應） 
□ 對別人的感受不敏銳 
□ 有合理的回應 
□ 理解別人和體貼 
□ 以非凡的洞察力和體諒來回應 

K. 自我形象 
□ 缺乏安全感 
□ 自卑 
□ 有自信 
□ 傾向自大 
□ 對自己有摯誠真實的評估 

D. 達成任務（規劃、執行和完成

計劃的能力） 
□ 只按吩咐工作 
□ 開始了，但不能完成 
□ 達到期望 
□ 機智、有策略及有效率 

 

H. 情緒控制 
□ 受欲望或渴求控制 
□ 緊張、恐懼、擔憂 
□ 容易生氣、衝動 
□ 垂頭喪氣、憂鬱、焦慮 
□ 保持平衡、自製 
□ 溫和謙讓，時常喜樂 

L. 用錢的智慧 
□ 經常提到債務或擔心財務 
□ 期望別人幫助生活所需 
□ 沒有計劃 
□ 奢侈浪費 
□ 小心用錢，有預算 

 

對于以上各項，如有需要，可在這裏略作評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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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在事奉方面有什麽恩賜？這些恩賜是否支持申請人適合于全職事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爲耶穌基督的代表，本院學生有責任在生活上顯出與基督一致的品格，並要成爲道德高尚的男女，
尤其在性倫理方面達至聖經所定的標準，包括禁戒不作同性戀行爲、婚前性行爲及婚外性行爲。 
 
你是否認爲申請人在行爲品格方面達至以上標準？   □是   □否  
若否，請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申請人已婚，你會怎樣評價他/她的婚姻關係？ 
 □不清楚    □冷淡、疏離     □缺乏溝通    
 □普通、平淡    □熱情、有增長   □有良好溝通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列是一些可能减低申請人事奉果效的性格傾向。若你留意到申請人有其中一些性格或特性，請在方格

內加上 
 號。 
 

□ 沒耐性 □ 離群 □ 慍怒、陰沉 
□ 不能包容 □ 性急、易怒 □ 無禮貌 
□ 驕傲自大 □有幽默感；不接受別人講笑 □ 沮喪 
□ 害羞 □ 愛爭辯 □ 焦慮 
□ 冷漠 □ 自我中心 □ 固執、不變通 
□ 緊張 □ 容易灰心 □ 缺乏機智 
□ 不受教 □ 多憂慮 □ 急躁 
□ 批評別人 □ 對某些團體、種族或民族有偏見 □ 在友誼方面排外，搞小圈子 
□ 容易不快 □ 專橫  

評語：   
 
你認爲申請人申請入讀聯宇聖經學院的理由是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事奉的潜質和質素方面，你會給予申請人怎樣的評級？ 

  □極爲優秀   □非常良好   □良好   □尚可    □差劣 
 
你會推薦申請人修讀所選擇的課程？ □ 極力推薦 □ 推薦 □ 有保留 □ 不推薦  

教會：   諮詢人姓名：      

 
  職銜：□牧師      □傳道人    □團契導師  

 

        

日期：   電話：   電郵：   

請將諮詢表封存於信封內，於封口上簽署，並將諮詢表郵寄本院(地址參閱網址)，或掃瞄後透過電郵

遞交本院。謝謝合作﹗ 
 

電話：(852) 3462 2882 電郵地址：reg@cbig lobal.net  
傳真：(852) 3462 2898 網    址：www.cbig 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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