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更新日期：8 December, 2016

城市丰收神学院

入学申请 (Form A1)
请附上
护照照片。

由城市丰收教会填写
学号：_________________


报名费支付方式：



现金

支票 (号码： ____________ )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1. 申请者资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组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牧（区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住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日/月/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 (住家/ 办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女

护照/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在新加坡的非新加披公民，请注明准证种类：
准证种类：



学生准证



家属签证



长期观光签证



工作准证



就业准证



实习就业准



商业入境证



同意书



其他 （请注明）：



S 准证



永久居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准证到期日 （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申请细节
A)

_

你之前是否曾申请就读城市丰收神学院？


是



否

若有，何时？（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仅供城市丰收教会会友填写：
B)

C)

请注明你是否已完成以下查经课程：
教会简介课程：



是



否

得胜的生活：



是



否

崭新的开始：



是



否

基要真理（上）：



是



否

基督徒生活方针（上）：



是



否

基要真理（下）：



是



否

基督徒生活方针（下）：



是



否

迈向完全：



是



否



是

你是否稳定参加小组和主日聚会？



否

3. 婚姻状况
 单身



丧偶 – 日期 (月/年): _______________



已婚 - 日期 (月/年): ______________

 同居



离婚 – 日期 (月/年): _______________



再婚 - 日期 (月/年): ______________

如果你结婚超过一次，请注明总结婚次数： ____________
配偶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配偶是否同意你前来城市丰收神学院就读？



是



否

家中子女人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教育背景
请从初（国）中开始，列出所有曾就读的学校或教育机构（包括神学院）：
A) 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读期间（月/年）： ________ 至 ________

B) 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读期间（月/年）： ________ 至 ________

C) 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读期间（月/年）： ________ 至 ________

你的最高学历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工作经验
请按时间顺序列出过去五年的工作经验：
A)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雇期间（月/年） ________ 至 ________

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雇期间（月/年） ________ 至 ________

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雇期间（月/年） ________ 至 ________

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目前失业，请简短的解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有犯罪记录？

 是



无

若有，请注明期间（月/年）： 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
请简短的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教会资料
你所属的教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牧师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办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对圣经的看法？
我相信圣经 …


… 是神的话语，完全无误，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标准。



… 是神的话语，但并非完全无误。



… 是很有趣的属灵文献，但是需要根据现代的人和需要，重新来诠释。

8. 信仰背景
A) 你是否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





是

否

B) 决志信主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
请简述信主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何时领受圣灵的洗并得着说方言的证据？
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
 是

D) 你曾经远离过主吗？



否

如果是，请简述远离主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新接受主的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
E) 你何时固定参加城市丰收教会 (若有)：
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
F) 你曾参与教会何种事工？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你的事工
A) 你现在是否是教会全职同工？



是



否

如果是，请说明事工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间（月/年）： _________ 至 _________

如果不是，你是否已有神的呼召，将要成为全职事奉者？



是





青少年

否

B) 你觉得神呼召你进入那些服事领域？


牧师



佈道家





儿童



音乐事工 – 唱歌



技术支援－灯光、音响、视觉传播等。



帮助者 – 招待、保安等。

教师



宣教



音乐事工 – 乐器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健康状况
血型： 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有任何过敏症状？




有

没有

如果有，请简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患有爱滋病或肺结核？




有

没有

如果有，请简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患有气喘或支气管炎？




有

没有

如果有，请简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患有糖尿病或癫痫？




有

没有

如果有，请简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0-10的分数来评估你目前的健康状况：_________________

11. 健康记录
A) 你是否有任何疾病或障碍，以致需要特殊设施的协助，或足以对你课业的学习造成影响？


是



否

如果是，请阐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是否曾接受过心理或精神方面的治疗？





是

否

如果是，请填写下列项目：
a.

接受治疗期间（日/月/年）：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

b.

请阐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你是否曾因为肺结核或疟疾而接受治疗？



是

否

如果是，请填写下列项目：
a.

接受治疗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

b.

该疾病是否得到完全的医治？





是

否

请阐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你是否曾经／依然

如果是，请说明期间 （日/月/年）：

…抽烟？



是



否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饮酒？



是



否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使用非法／可引起成瘾的药物？



是



否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参与其他宗教或教派？



是



否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是



否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是



否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涉及同性恋行为？
…参与异教活动？

 Yes
 No
__________ to
如果是，请阐述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12. 近亲 （紧急状况时，除配偶以外可通知的亲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电话号码（住家/办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男



女

13. 收入
你计划如何支付学费？



工作



储蓄



赞助

请注明下列资料：
赞助人#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住家/办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赞助人#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住家/办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手机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规则与准则

一旦接受成为城市丰收教会神学院的学生，我必将遵守所有神学院的规则和准则。



是



否

15. 声明及签署
按照《2012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我在呈交这张表格时，同时准许城市丰收教会（“CHC”）和城市丰收神学院（“SOT”）
收集、使用并披露我的个人资料，作为办理报名手续之目的，并透过拨打电话、发送短信、邮寄或电邮联系和通知我有
关CHC与SOT的事宜。
当我参与CHC和SOT的任何相关活动，CHC和SOT可使用我的照片和录音/录影作为内部或外部的宣传用途；其媒介包括但
不限于印刷材料、电子刊物、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
我清楚我可联络dpo@chc.org.sg更新我个人资料及/或撤销我所给予的同意。CHC个人资料保障政策及我的个人资料使用
方式也可在chc.org.sg/pdpa取得。
谨此证明上述所有资料均真实无误。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家长/监护人同意 （仅用于21岁以下的申请者）
按照《2012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述名字子女/受监护人*的家长/监护
人*）在呈交这张表格时，同时准许城市丰收教会（“CHC”）和城市丰收神学院（“SOT”）收集、使用并披露我子女/
受监护人*的个人资料，作为办理报名手续之目的，并透过拨打电话、发送短信、邮寄或电邮联系和通知我子女/受监护
人*有关CHC与SOT的事宜。
当我的子女/受监护人*参与CHC和SOT的任何相关活动，CHC和SOT可使用他/她的照片和录音/录影作为内部或外部的宣传
用途；其媒介包括但不限于印刷材料、电子刊物、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
我清楚我可联络dpo@chc.org.sg更新个人资料及/或撤销我所给予的同意。CHC个人资料保障政策及我和我子女/受监护
人*的个人资料使用方式也可在chc.org.sg/pdpa取得。
谨此同意我的子女/受监护人*，就读城市丰收神学院的全部课程。

家长/监护人*之护照/身份证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