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召會禮拜堂
信徒栽培及裝備課程
報 名 表

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___

年齡組別: 14-24 歲/25-44 歲/45-64 歲/65 歲以上 (請圈出)
你何時開始/首次到訪本會: _________年

____ 月 ____ 日

誰人介紹你到本會(如有)? 中文名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
你慣常參與之崇拜聚會: (請圈出合適者)
主日 9am/ 11:15 am / 8pm / 青崇 (YAG) 11am / 未有
你曾否參加本會主日的迎新聚會/小組? 否 /曾 日期: _______________
你有否參加本會的小組或團契?

有 / 否

若有，小組/團契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已接受耶穌為救主及作決志禱告? 是 / 否
若是，決志日期: 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__
神召會禮拜堂（下稱「本會」）使用本申請表格所提供的資料：1. 作行政及牧養用途；2.作統計用
途，但所得的統計數字，不會以能辨識任何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提供；及 3. 作法律
規定、授權或准許的用途。本會不會向第三者披露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除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規定的豁免範圍之外，你有權要求查閱
及改正未被删除的個人資料。你的查閱權利包括在繳交有關費用後，索取你在本申請表格內所填報的
個人資料的複本。要求及查詢

要求查閱個人資料或查詢個人資料私隱政策，你可以傳真 2715 6285

或郵遞方式送交「九龍 亞皆老街 123 號 神召會禮拜堂主任幹事」。

我想選擇的課程是: (請參看課程詳細時間表)




必修課程

2022

(一) 信仰探索與確認課程

16/1-30/1 (日)

(二) 初信栽培成長課程

20/2-20/03 (日)

(三) 浸禮及轉會會友課程

03/04-24/5 (日)

(一) 信仰探索與確認課程

03/07-17/07 (日)

(二) 初信栽培成長課程

14/08-11/09 (日)

(三) 浸禮及轉會會友課程

25/09-16/10 (日)

(三) 初信栽培及浸禮會友課程 (長者)
教會事奉裝備課程

小組組長訓練課程
旁聽 正修 (四) 門徒訓訓練課程

(各家牧安排)
15/05-10/7 (日)

旁聽 正修 (五) 五旬宗基礎信仰及操練課程 14/8-02/10 (日)
選修課程

「尋找的，就尋見」

20/3-10/4 (日)

約翰福音

23/10-27/11 (日)

$200 $350 教會領袖神學證書課程

(收費課程)

旁聽 正修 在疫情中牧養主的羊

08/2-15/3 (二)

旁聽 正修 向尼希米和以斯拉學領導

13/9-18/1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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