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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北角堂 

差傳部短宣報名表 

短宣工場 :                             短宣日期 :                        

I. 個人資料 

姓名 :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英文姓名必須與護照相同 ) 

性別年齡 : □ 男   □ 女  年齡 :            護照有效日期至 :                         

婚姻狀況 : □ 未婚 □ 已婚 □ 離婚 □ 分居 □ 鰥/寡   

住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 (家) 電郵（請以正楷書寫） : 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 □ 小學   □ 中學   □ 大學或以上，主修科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 ________________ 職位 : ______________ 推薦教牧同工姓名及簽署： _____________ 

II. 緊急事故聯絡人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關係 :                            

聯絡電話 :                    (手提)                      (家) 

III. 信仰 / 事奉狀況 

信主年份 : ___________年   何時參加北宣聚會 : __________________年 

本堂會友 :   是，*受浸/過會日期 : _________ *受浸班/過會班老師 ________ 

 不是，我的母會是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未受浸) 

 不是，但打算在本堂*受浸/過會               (* 請删去不適用者) 

所屬團契/小組  :  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第 ______ 堂崇拜 

曾參與事奉崗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時事奉崗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修畢查經相關課程 :   歸納式研經法 (OIA)           釋經學 

曾參加本堂的主日學  _________ 年  約 _________ 科 

 

曾參加本堂的其他訓練課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如 : 差傳課程、初信栽培員訓練、門徒訓練、小組長訓練.........等) 

曾參加其他教會/神學院/機構的培育及聖經課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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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附加資料 

1. 期望參與是次短宣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2. 短宣經驗 

曾否參加海外宣教工作：□ 曾  □ 否  有否考慮作宣教士：□ 有  □ 否 

若「曾」，請將該次工作感受簡述：（包括時間或機構）                               

                                                                                                                                                         

                                                                                 

 

3. 靈性生活及恩賜才能 

a. 個人靈修方面： 每天至少三十分鐘   間有   沒有   其他                 

b. 曾受訓練： 陪談； 個人佈道； 神學院 ___ 年； 門徒訓練； 

    主日學教師； 講道； 詩歌敬拜； 小組組長； 其他                    

c. 曾藉個人佈道領多少人歸主：_______________ 日期：                              

d. 你了解自己有何恩賜： 講道   教導   傳福音； 其他：                   

e. 你了解自己有何才能： 司琴   主席   領詩 ； 其他：                   

f. 你懂得甚麼樂器（請列明）：                     

 

4. 語言方面 

 

能力 / 語言 粵語 英文 國語 福建話 客家話    

聽         

講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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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健康狀況：曾否入院 □ 否； □ 曾，日期：        何病：               

b.  你認為自己健康情況：□ 極之良好；□ 良好；□ 不好；□ 頗壞；□ 極差 

 c. 現有否需要長期服藥：□ 無； □ 有，病症：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你的個人資料只用作短宣之報名安排及內部資料統計分析。當有關資料不再符合以上用途

時，會予以銷毀，不再保留。 

 只有本堂授權的同工/宣道差會同工(若報宣道差會之短宣)方可處理你的個人資料。 

 如欲查閱及更改本堂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請與本堂行政主任或教牧同工聯絡。 
 

有關推介聚會的通訊 

  （請適用者） 

 我同意宣道會北角堂/宣道差會(若報宣道差會之短宣)使用上述的資料，與我通訊，並向我講

解、推介和邀請我參與適  合我的差傳服事、短宣、課程或聚會等。 

 我不同意 宣道會北角堂/宣道差會使用上述的資料，與我通訊之時，推介任何教會聚會。 

 

 

 

 

簽名：＿＿＿＿＿＿＿＿＿＿＿＿      日期：＿＿／＿＿／＿＿ 
 

 

備註：若被取錄，敬請預留時間出席出發前訓練。謝謝！ 

 

 

 

若報宣道差會之短宣，以下由差傳部同工推薦簽署 
 

推薦簽署 :                                   日期 :                            

 

推薦人姓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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