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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檔案】 

未經許可，請勿翻閱  Private & Confidential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基督教靈性指導高級文憑課程入學申請表 

Postgraduate Diploma of Christian Spiritual Direction 

Application Form 

申請人姓名及稱謂（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事處填寫  Official Use 

面試日期 Interview Date 

面試時間 Interview Time 

面試結果 Interview Result 

入學年份 Year of Entrance 

備忘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 33 號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No. 33 Tao Fong Shan Road, Shatin, Hong Kong 

靈修部電話 Tel & WhatsApp ：2386 3220 (只接受文字訊息)

電郵 E-mail：diploma@tfscc.org 

網址 website：www.tfscc.org

（請貼上近照） 

申請表必需以郵寄 或

掛號方式遞交

並於信封面註明所申請

報讀之課程名稱

mailto:diploma@tfscc.org
http://www.tf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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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以下資料僅供報名之用 All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for enrollment purpose only

◆ 姓名資料必須與身份證明文件資料相符 Name must be the same with HKID or Passport

◆ *表示選項，請刪去不適用者 Delete if necessary for optional items*

◆ 請以正楷清楚填寫，避免資料輸入錯誤 Please fill-in your information clearly

（A）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性  別 Gender * 男 Male / 女 Female

稱 謂 Title * 牧師 Reverend／傳道 Minister／其他 Others：

香港身份證 HKID No／ 
旅遊證件 Passport No 

國籍 Nationality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YY／MM／DD) 年 月 日 

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 單身 Single／已婚 Married／喪偶 Widow／離婚 Divorced

家庭成員 Family members： (兒 Sons) (女 Daughters) 

緊急聯絡人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聯絡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住  址 

Home Address 

通訊地址 

Postal Address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手提 Mobile 

辦公 Office 

住宅 Home 

其他 Others 

電子郵件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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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資歷 Qualification

* 請提供修業證衵及文憑副本 Please provide photocopies of related transcripts and certificates

由 From 年 Year 月Month 至 to 年 Year 月Month 

神學院校／大學名稱（中文） 

Seminary/University (English) 

學位資歷（中文） 

Qualification (English) 

主修範疇Major subjects: 

由 From 年 Year 月 Month 至 to 年 Year 月 Month 

神學院校／大學名稱（中文） 

Seminary/University (English) 

學位資歷（中文） 

Qualification (English) 

主修範疇Major subjects: 

由 From 年 Year 月Month 至 to 年 Year 月Month 

神學院校／大學名稱（中文） 

Seminary/University (English) 

學位資歷（中文） 

Qualification (English) 

主修範疇Major subjects: 

由 From 年 Year 月Month 至 to 年 Year 月Month 

神學院校／大學名稱（中文） 

Seminary/University (English) 

學位資歷（中文） 

Qualification (English) 

主修範疇Major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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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牧靈事奉經驗 Ministry Experience
*請提供牧靈事奉年資證明副本／推薦函 Please provide reference letters on ministry experience

由 

From 

至 

To 

全職／兼職 

Full/part-time 

教會／機構／學院名稱 

Name of Church/Institute 

事奉崗位 

Position 

年 Y 

月M 

年 Y 

月 M 

年 Y 

月M 

年 Y 

月 M 

年 Y 

月M 

年 Y 

月 M 

年 Y 

月M 

年 Y 

月 M 

年 Y 

月M 

年 Y 

月 M 

（E） 會籍及現時恆常聚會教會資料 Denomination and Service Church Information

會籍堂會名稱 

Name of Church 

加入教會日期 

Date of Membership 
年(Year) 月(Month) 日(Day) 

聚會教會名稱 

Service Church 

教會地址 

Church Address 

堂主任姓名 

Name of Senior Pastor 

聯絡電話 

Telephone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填報資料屬實；並明白若資料錯漏或誤導，將導致入學申請註冊作廢。所繳費用將不獲

退還。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I understand that if there is any 

mistak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my application or registration should be annulled.  Any fee paid is non-

refundable. 

＿＿＿＿＿＿＿＿＿＿＿＿＿＿＿＿＿＿＿＿＿＿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年(Year)  月(month)  日(Day) 

遞交申請表前請先查核 Please check： 

1. 您是否已填妥入學申請表所有部份（共四頁）？  Have you completed all the session (in 4 pages) of this

application?

2. 您是否已簽署入學申請表格聲明？Have you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this application form?

3. 您是否已附上港幣 400元以「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有限公司」為劃線支票抬頭的報名費?  Have you

prepared a crossed cheque (HKD400) payable to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LIMITED?

4. 您是否已附上修業證書及文憑副本、牧靈事奉年資證明文件信函？  Have you attached the photocopies

of related transcripts/certificates and reference letters of ministry experience?

5. 您是否已附上一篇（2000字以內）以「我的靈修生活」為題的文章？  Have you attached a reflection

paper on “My Devotional Life (within 2000 words)”?

謝謝您的申請 Thank you for your Application 

dip_app_july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