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宇圣经学院 

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入学申请表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课程：  基础神学证书【CT】 

 教会领袖文凭【DipCL】 

 教牧学学士【BM】 

 教牧学硕士【MM】 

 圣经研究硕士【MABS】 

 道学硕士(主修释经讲道)【MDiv】 

 道学硕士(主修教牧辅导)【MDiv_PC】 

 基督教辅导硕士【MCC】 

 崇拜与圣乐证书【CT_WCM】 

 崇拜与圣乐文凭【Dip_W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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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1. 个人资料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 男 □ 女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年 _____月 _______日 

出生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再婚 □分居 □离婚 □丧偶

如已婚，请填写：结婚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 __________________名 

配偶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 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基督徒？ □是 □否 

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sapp或微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否参加本学院之课程？ □有  年份 ____________  □否 

如本学院校友，请填写学生编号 ________________ 毕业年份及课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否修读其他神学院之课程？ □否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课程名称及年份） 

2. 教会生活

信主年份 ___________年 受洗年份/地点(教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时聚会教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加年份 ______________年

现时聚会教会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师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经验（最近十年）

教会/团体/机构 事奉岗位 日期（由____至____） 受薪/义务 

特别有负担/擅长的事奉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提交教会推荐信（推荐信表格请参考附件）及 得救见证（300-500 字）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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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大学 □硕士 □其它________ 

日期（由_____至____） 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附有副本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其他文凭/证书/专业训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工作履历（最近十年） 

日期（由_____至____） 机构名称 所属地区 职位 

    

    

    

    

    

    

5. 报读课程（请选择一项） 

□ 基础神学证书 Certificate of Theology,CT（请跳至第「7」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教会领袖文凭 Diploma of Christian Leadership,DipCL（请跳至第「7」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教牧学学士 Bachelor of Ministry,BM（请接着第「6」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教牧学硕士 Master of Ministry,MM（请接着第「6」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圣经研究硕士 Master of Arts in Biblical Studies,MABS（请接着第「6」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道学硕士(主修释经讲道) Master of Divinity,MDiv（请接着第「6」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道学硕士(主修教牧辅导) Master of Divinity,MDiv_PC（请接着第「6」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基督教辅导硕士 Master of Christian Counselling, MCC（请接着第「6」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崇拜与圣乐证书 Certificate of Worship & Church Music,CT_WCM（请接着第「7」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 崇拜与圣乐文凭 Diploma of Worship & Church Music,Dip_WCM（请接着第「6」项继续填写申请表） 

 

6. 品格咨询（请提供咨询人资料） 

咨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申请人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将附件的「咨询表」交推荐人填写） *咨询人须认识申请人三年或以上 及 无亲属关系。 

请咨询人填妥后直接电邮至本学院入学处（reg@cbiglobal .net） 

 * 另外，申请人须提交 蒙召见证（300-500 字） 

mailto:reg@cbig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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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人是通过以下的途径得悉有关「联宇圣经学院」之课程。（请选择合适的选项）

□ 联宇圣经学院的网站

□ 联宇圣经学院的宣传摊位

□ 朋友推介，介绍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参加联宇圣经学院举办的活动，（请注明活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报读申请需缴交之费用

 报名费（HK$200 / CNY￥150 / EU€20 /£20）

9. 声明

□ 本人已阅读并认同联宇圣经学院的信仰立场书 （请参考附件）

□ 本人授权联宇圣经学院使用本人资料，作入学甄别用途。若被录取，有关资料将成为学生档案一部

份，并会按需要提交给行政部或教务处以处理其他事宜。若不被录取，本申请表及有关资料文件将

会与收生程序完成后随即销毁。

□ 本申请表内及所提交之文件所载之一切资料，依本人所知均属正确，并无遗漏。

填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将入学申请表及所须之入学文件，电邮至联宇圣经学院注册处，reg@cbiglobal .net。

报读证书课程【CT、CT_WCM】须提交

之文件 

 教会推荐信（参考附件） 

 得救见证（300-500 字） 

 证件照片一张（最近一年内拍摄的） 

 报名费 

报读学位课程【BM、MM、MABS、MDiv、MDiv_PC、

MCC】须提交之文件 

 教会推荐信（参考附件） 

 得救见证（300-500 字） 

 蒙召见证（300-500 字） 

 学历文件副本 

 证件照片一张（最近一年内拍摄的） 

 报名费 

 请确定咨询人已递交咨询表予本学院 

报读文凭课程【DipCL、Dip_WCM】须提

交之文件 

 教会推荐信（参考附件） 

 得救见证（300-500 字） 

 学历文件副本 

 证件照片一张（最近一年内拍摄的） 

 报名费 

mailto:reg@cbig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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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会推荐信 
（由教会填写） 

本教会乐意推荐   弟兄 /姊妹报读联宇圣经学院

开办之  课程，认为申请人在信仰、品格、灵性、精神

健康、家庭及教会生活等各方面，均有良好见证，适合接受神学训练。本会亦

愿意跟进申请人受训期间在生活、灵命和事奉等方面之水平。  

若申请人行为不端、触犯刑法或作出有违道德之事，本会定必即时

通知  贵院，作出合宜之处理。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职衔： 

日期： 所属教会： 

联络电话： 联络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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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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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神学立场书

A. 基本信条

1. 信自有永有、独一之神。祂是由圣父、圣子及圣灵三位格合而为一。祂创造万物及主

宰整个宇宙。（弗 4:6；林后 13:14；约 1:1-3；太 28:19）

2. 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完全的神及完全的人。祂受圣灵感孕，由童贞

女玛利亚所生。祂牺牲自己性命，在十字架上流血，为要从罪的捆绑和刑罚中救赎世

人。祂死后三日复活，升天后坐在神的右边，作信徒的中保及大祭司，为他们祈求和

祷告。祂是教会的头；祂必与信徒从天上再来，打败敌基督和撒但，在地上建立千禧

年国度。千禧年过后，耶稣基督会审判活人和死人，之后便进入新天新地。（来 1:1-4；
赛 53:4-7；来 4:14-16；约 1:18；启 19:11-22:5）

3. 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格。祂在五旬节降临，祂的职责是荣耀基督、叫人知罪，

幷带领他们悔改及重生。圣灵住在信徒心中，引导赐力，使他们活出圣洁及得胜的生

命，幷在基督里联为一体(即教会)。圣灵赐予信徒恩赐，装备他们服侍神及主内肢体。

(约 16:13-15；徒 2:1-4；弗 4:11-16)

4. 信人是照着神的形像被创造，但因叛逆神而丧失灵命。自从始祖犯罪，世人便成为活

在神忿怒之下的罪人。人惟有借着真心悔改，接受基督以祂宝血所带来的救恩，罪便

得以洗净，幷且透过圣灵重生进入神的国。（创 1:26-27；3:1-9；罗 5:18-19) 人得救完

全是神的恩典，人得不着救恩是因为人的不信。真心信主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弗 2:8-9；约 3:36；约 10:28-29）

5. 信新、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所有字句及所有部分。圣经是神无误的话，是

绝对可信赖。圣经是神拯救世人的整全启示，引导人进入生命，也是基督徒信仰及行

为的最高标准及权威。（彼后 1:20-21；提后 3:15-17）

6. 信世人死后都必复活。信徒会复活得生命，幷享天上永恒的福乐；不信者会被咒诅及

扔入地狱，承受火湖永死之苦。天堂与地狱都是永久的。（林前 15:12-13, 42-44；启 20:11-
15）

7. 信魔鬼撒但是邪灵，在叛逆的人心中作工。他是所有邪恶和罪行的根源，最终会受永

刑的审判。（启 20:1-3, 7-10）

B. 有关灵恩之立场

1. 方言的问题

1.1 圣经所载之方言，是指一种地方的言语，以「方言」为天上的灵话幷没有明显的圣

经根据。

1.1.1 徒 2:4-11 非常清楚指出，那些从各地上耶路撒冷而尚未信主的犹太人，他们

均听到门徒用他们的乡谈(乡下话)讲说神的大能。从上文下理看，「别国的话」(原
文是 heterais glossais)明显是指「乡谈」(原文是 dialektos，即英文的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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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林前 14:21 所记载有关方言之预言应验，是直接引用赛 28:11-12，其内容明显

是指外国的语言。

1.1.3 林前 14:22 指出，方言是给不信的人作证据，证明此与徒 2:4-11 所说的乡谈

是一样的东西。

1.1.4 天上隐秘者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林后 12:4） 

1.2 在学院及教会的一切相交生活(包括群体与个别之聚会、祷告、交通)应使用别人听

得懂的言语，而不应使用别人不懂的方言。若自己惯用之言语别人听不明白，便应

翻译。一切只有自己懂，别人听不懂之言语只宜私下使用。(林前 14:13，26-28) 

2. 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及预言的问题

2.1 「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2.1.1 将「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的恩赐解释作「一种能知道别人私隐的能

力」，或超自然的恩赐，没有明显的圣经根据。

2.1.2 按林前 12:8 上下文，将「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解作对神救恩深切

的认识较为合适。(参西 2:2-3) 

2.1.3 圣经从未教导过信徒要追求一种超自然、能知别人私隐的能力，故信徒不应

追求。

2.1.4 自以为自己有这恩赐，未弄清楚便宣告有关别人私隐是不合符圣经教导；若

当中所涉及的内容是错误的话，这种行为乃是罪，是论断，是诬告，信徒必须

避免。

2.1.5 信徒若怀疑别人有隐情，必须先澄清，后处理。 

2.2 「预言」(「作先知讲道」)： 

2.2.1 自正典成立后，神对人的启示已完满完成(来 1:1-2；犹 3)，不会再有新的规范

性(Normative)的启示(参启 22:18-19)，所以信徒不可以用「圣灵对我说」或「神

对我说」，来将自己的话视作权威及要求别人服从。

2.2.2 先知应是教会的根基，与使徒一样(参弗 2:20)。正典成立后，具旧约先知般权

威及地位之先知已成过去。

2.2.3 任何人不得将个人的梦、感动、灵感视作神所赐的规范性的预言，看为絶对之

真理。

2.2.4 任何人不可将个人领受、感动、灵感视作客观、绝对的话，凌驾圣经原则之

上，幷要求别人服从。

2.2.5 绝对的原则及教义以圣经为准；至于相对的事，则「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

作」(罗 12:17)。 

2.3 神迹、异能及治病的问题 

2.3.1 神迹、异能既是超自然的事情，主权完全在神，信徒不应追求那些恩赐，但

却可直接求神显出祂的能力及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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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任何肉体的疾病不是全靠祈祷可获医治，没有人有特别的能力医治各种病痛，

或在聚会中呼吁所有患病者到他那里接受祷告治病。

2.3.3 一个人是否得医治与他的信心不应相提幷论，以为「医者、被医者有信心就

必得医治」。属主的人应对神医治的能力有信心，但医治与否之主权全在神手

中。(参腓 2:25-27；林后 12:7-9；加 6:11；提前 5:23) 

2.3.4 不应只强调得医治的恩典，而应同时强调未得医治亦是神的美意。神必有变

相的祝福给凡信靠衪的人。信心不应只注重祈求神医治的信心，真正的信心

应是纵不得医治，仍对神絶对顺服，忠心跟随。(参但 3:17-18) 

2.3.5 不应将肉体的疾病视为邪灵攻击的结果，而替患病者赶鬼。 

2.3.6 不应把个人的罪、坏习惯或性格(例如自卑、嫉妒、怀恨、嗜三级刊物、打麻

雀等)，视为鬼附的结果，而替犯罪者赶鬼；要做的是要劝其悔改、认罪、戒

絶坏习惯。

2.3.7 不应将圣经没有强调的加以强调，将相对的絶对化。释放之呕吐、圣灵的击

倒、圣洁的笑、重生的哭等皆不符合圣经，对这些必须加以拒绝。

2.3.8 不应将祷告之形式(如：按手)、医治的模式、赶鬼的模式，甚至敬拜的模式絶对

化，要求别人必须跟从。这是不按圣经教导，必须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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