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宇圣经学院 

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入学申请 

 

 

申请课程： 教牧学学士【BM】 

教牧学硕士【MM】 

圣经研究硕士【MABS】 

道学硕士【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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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咨询表（牧师/传道人） 

此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姓名：  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读课程：  □ 教牧学学士课程 参与教会/团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教牧学硕士课程 事奉岗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圣经研究硕士课程  

 □ 道学硕士课程  

以下由咨询人填写： 

上述申请人提名阁下为申请入读本院之咨询人，阁下所提供的资料将有助本院正确审核申请人。 

在此先行多谢阁下对申请人的品格、言行和事奉表现，给予持平公允的评价。 

咨询表附有保密程序指引；本院会以密件方式处理此咨询表。未经本院同意，咨询表不会让任何人

过目。 

阁下认识申请人多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申请人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以下各项中给予申请人评级，在一个或多个方格加上 号。若阁下对某项不肯定，或未有机会

观察，请留空。欢迎阁下于背页更具体地描述阁下对某些评级的见解。 

A. 身体状况 
□ 经常生病或不适 
□ 体质不强 
□ 颇为健康 
□ 十分健康 

E. 领导才能（激发他人，及令他们

保持信心的能力） 
□ 没有尝试过去作领导 

□ 试过领导，但力有不逮 
□ 有领导潜质 
□ 有领导才能 
□ 卓越领导人才 

I. 受教性 
□ 固执、好辩 
□ 非常武断 
□ 不存偏见 
□ 愿意接受教导 
□ 渴望接受教导 

B. 交际能力或友善程度 
□ 人人趋避 
□ 需要包容 
□ 颇有人缘 
□ 得人喜欢 
□ 人人喜欢 

F. 队工（与人同工的能力） 
□ 经常引起冲突或磨擦 
□ 宁愿独自工作 
□ 一般能与人合作 
□ 能与不同性格或作风的人合作 
□ 在队工里最能发挥效能 

J. 坚持（在完成任务方面） 
□ 容易放弃或灰心 
□ 要人鼓励才能坚持下去 
□ 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坚持 
□ 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坚持 

 
C. 智能 

□ 学习或思想迟缓 
□ 智力一般 
□ 思维敏捷及清晰 
□ 智慧超群 

G. 回应（对别人的感受和需要的回

应） 
□ 对别人的感受不敏锐 
□ 有合理的回应 
□ 理解别人和体贴 
□ 以非凡的洞察力和体谅来回应 

K. 自我形象 
□ 缺乏安全感 
□ 自卑 
□ 有自信 
□ 倾向自大 
□ 对自己有挚诚真实的评估 

D. 达成任务（规划、执行和完成

计划的能力） 
□ 只按吩咐工作 
□ 开始了，但不能完成 
□ 达到期望 
□ 机智、有策略及有效率 

 

H. 情绪控制 
□ 受欲望或渴求控制 
□ 紧张、恐惧、担忧 
□ 容易生气、冲动 
□ 垂头丧气、忧郁、焦虑 
□ 保持平衡、自制 
□ 温和谦让，时常喜乐 

L. 用钱的智慧 
□ 经常提到债务或担心财务 
□ 期望别人帮助生活所需 
□ 没有计划 
□ 奢侈浪费 
□ 小心用钱，有预算 

 

对于以上各项，如有需要，可在这里略作评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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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事奉方面有什么恩赐？这些恩赐是否支持申请人适合于全职事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本院学生有责任在生活上显出与基督一致的品格，并要成为道德高尚的男女，
尤其在性伦理方面达至圣经所定的标准，包括禁戒不作同性恋行为、婚前性行为及婚外性行为。 
 
你是否认为申请人在行为品格方面达至以上标准？   □是   □否  
若否，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申请人已婚，你会怎样评价他/她的婚姻关系？ 
 □不清楚    □冷淡、疏离     □缺乏沟通    
 □普通、平淡    □热情、有增长   □有良好沟通  
评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列是一些可能减低申请人事奉果效的性格倾向。若你留意到申请人有其中一些性格或特性，请在方格

内加上 
 号。 
 

□ 没耐性 □ 离群 □ 愠怒、阴沉 
□ 不能包容 □ 性急、易怒 □ 无礼貌 
□ 骄傲自大 □有幽默感；不接受别人讲笑 □ 沮丧 
□ 害羞 □ 爱争辩 □ 焦虑 
□ 冷漠 □ 自我中心 □ 固执、不变通 
□ 紧张 □ 容易灰心 □ 缺乏机智 
□ 不受教 □ 多忧虑 □ 急躁 
□ 批评别人 □ 对某些团体、种族或民族有偏见 □ 在友谊方面排外，搞小圈子 
□ 容易不快 □ 专横  

评语：   
 
你认为申请人申请入读联宇圣经学院的理由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事奉的潜质和质素方面，你会给予申请人怎样的评级？ 

  □极为优秀   □非常良好   □良好   □尚可    □差劣 
 
你会推荐申请人修读所选择的课程？ □ 极力推荐 □ 推荐 □ 有保留 □ 不推荐  

教会：   咨询人姓名：      

 
  职衔：□牧师      □传道人    □团契导师  

 

        

日期：   电话：   电邮：   

请将咨询表封存于信封内，于封口上签署，并将咨询表邮寄本院(地址参阅网址)，或扫瞄后透过电邮

递交本院。谢谢合作﹗ 
 

电话：(852) 3462 2882 电邮地址：reg@cbig lobal.net  
传真：(852) 3462 2898 网    址：www.cbig 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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