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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須知】  請用正階中文填寫所有表格內的資料  合適的方格內加上「 」  
 填妥表格後，請交回
本人簽署以表示接受並遵守宣道會北角堂及成年牧養科之一切會章及守則
如對團契資料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 9 0 9  9 7 0 0與成年科尹姊妹聯絡

教會接待處
 

 呈交的資料不完整或無簽署的申請表，教會或會不作跟進處理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提供我們的個人資料，是用於聯絡通訊、建立教會生活及有關的統計用途上；

當有關資料已不再符合以上用途，我們將不再保留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予以銷毀。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我們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 

您如何得知成年科的團契? 北宣栽培班 北宣浸禮班

自行報名 團友或朋友介紹 (請列出姓名及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正確填寫所有資料將有助處理申請，收妥資料後於十五個工作天內處理或聯絡申請人 ) 

姓名： (中) (英) 性 別： 男 ／ 女

 職 業：  

電話：(日間)      (晚間) 電 郵： 

地址： 子女數目： 

婚姻狀況： 未 婚   ／ 已 婚   ／ 分 居   ／ 離 婚   ／ 鰥 寡 婚齡：  年 子女年齡約： 

信仰狀況：基督徒： 否／ 是， 信主約     年 屬宣道會北角堂會友： 否／ 是

 已受洗： 否／ 是， 受洗教會名稱： 
(慕道者或初信者請首先考慮報名參與福音班或栽培班 ) 

信仰生活：過去三個月曾穩定參加本堂崇拜： 否／ 是 (申請者必需在過去三個月穩定參與本堂的主日崇拜 ) 
參與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主日第三堂 主日第四堂

週六上午堂 週六SATpoint    週六下午堂   普通話堂   

曾經 現在正參加團契／小組 團契／小組名稱： 

曾經 現在正參加 栽培班 浸禮班 導師姓名： 

與配偶一同加入團契： 否 ／ 是 (假若與配偶一同加入團契，請配偶同時填寫申請表格 ) 

配偶信仰狀況：基督徒 否 ／ 是 信主約 年  已受洗： 否／ 是

屬宣道會北角堂會友： 否 ／ 是

有關推介本堂聚會的通訊 （請「 」適用者） 
我同意

我不同意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簽署

以下團契接納新團友申請 (請先參考背頁各團契簡介，選出一個擬參加的團契 )

 

成年牧養科團契報名表         宣道會北角堂
( 1 )
( 3 )
( 5 )
( 6 )

( 2 )
( 4 )

宣道會北角堂（包括同工或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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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例如：崇拜、佈道聚會、福音班、栽培班、主日學、團契小組、祈禱會、教會事工、家庭服務中心活動等。聚會，

宣道會北角堂使用上述的資料，與我通訊之時，推介任何教會聚會。

年齡：    40以下       40-45 46-50 51-55 56-60 61-64       65以上

不推薦／   轉介

(備註轉介及說明)

檔案編號

SUN+ 主日晚堂
TC5        英語堂

夫婦團契
歌珊團 亞居拉團 以諾團

成年團契
迦南團 真理團 摩利亞團 腓利團
伯利恆團 尼希米團 安提阿團

以馬內利團

雅歌團挪亞團 以琳團

迦百農團

香柏樹團但以理團 嗎哪團

婦女團契 信望愛媽咪團 媽咪新天地 媽咪天地 喜樂媽咪團 呂底亞團 哈拿團 多加團

迦密團
西番雅團哈巴谷團

以撒團 以法他團 伊甸團尼西團 靈風團 以勒團
真愛團迦拿團 加利利團 以利沙團

此欄由教會填寫

跟進教牧： 跟進日期：

推薦： 團契

存檔日期：

備註：

聯絡團長：

以賽亞團 恩言匯心廣場(午間)
以巴弗提團

耶利米團
西布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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