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信徒培訓部屬下  

「基督裏的良伴」專責小組主辦  

「基督裏的良伴」認識及體驗工作坊  

報名表  

日   期：二０一八年六月二十日（禮拜三）、六月廿一日（禮拜四）  

時   間：下午七時三十分至十時  

地   點：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卅六號）  

內   容：認識「基督裏的良伴」事工，讓參加者體驗部分靈命塑造訓練

小組之操練模式  

費   用： $50（本會宣教同工或本會神學生免費）  

截止日期：六月十三日  

查   詢：請致電 2528 0186 聯絡梁翠湄女士或黃浩哲先生  

備   註：ａ．若果參加者計劃參加新一屆靈命塑造訓練小組，必須參加

其中一晚工作坊進行面試甄選  

ｂ．兩晚模式相若，體驗內容有少許不同  

 

【註：為幫助弟兄姊妹了解「基督裏的良伴」事工，請於本會網頁下載〈基

督裏的良伴是甚麼？〉小冊子 www.methodist.org.hk/ltd/CICintro。】 

－－－－－－－－－－－－－－－－－－－－－－－－－－－－－－－－  

【請在合適方格內填上。】  

參加工作坊之日期： 六月二十日（禮拜三）   六月廿一日（禮拜四） 

姓名：   所屬堂會：   性別：   

獲減免費用之原因： 本會宣教同工   本會全時間修讀神學課程之學生  

電話：(手提)  電郵：    

2018-2019「基督裏的良伴」靈命塑造訓練小組：  考慮參加  沒計劃參加  
 

除上述活動外，如不欲本會使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作日後聯繫，或用作通訊、籌款、

推廣活動及收集意見等用途，請在括號內填上「X」。  ｛  ｝  

申請人簽名：   日  期：    

填妥報名表後，請於六月十三日或以前連同支票（支票抬頭：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循道衛理大廈九樓總議會辦事處（信封請註明：參加「基督

裏的良伴」認識及體驗工作坊）。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信徒培訓部屬下  

基督裏的良伴 

第五屆靈命塑造訓練小組 

2018-2019年度 
 

 

報名須知： 

1. 對  象：有穩定靈修生活及習慣自學，期望在屬靈上成長，並渴望在屬靈旅途中

與弟兄姊妹一起同行的信。 

2. 參加資格： ａ．本會會友、獲堂主任推薦； 

ｂ．完成以下其中一項 

  ①．修畢紅色《門徒》兩年以上；或 

  ②．修畢本會信徒三年神學課程 

ｃ．必須出席二０一八年六月二十或廿一日之工作坊及面試 

【註：7:30-9:15pm  認識及體驗 

      9:15-10:00pm 第五屆靈命塑造訓練小組面試】 

3. 請申請人填妥下列報名表及問卷後，連同「基督裏的良伴」認識及體驗工作坊報名

表，交回本會總議會辦事處。 

4. 請申請人填寫「堂主任推薦表」之甲部後，儘快將該頁轉交所屬堂主任或牧師填寫，牧者

填妥後自行交回總議會辦事處。 

5. 符合資格之申請者將獲安排於六月二十或廿一日進行面試。經本專責小組審核後，

結果將於七月初專函通知。 

6. 獲取錄之參加者確定參加後，須繳交費用一千一百元。 

7. 總議會辦事處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號循道衛理大廈九樓 

8.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528 0186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或黃浩哲先生。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二０一 八年六月廿一日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 「基督裏的良伴」第五屆靈命塑造訓練小組 § 

【請在合適方格內填上。】  

姓名：   性別：    職業：   

年齡：□18-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5歲 □56歲或以上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喪偶  □分居  □離婚  □其他    

洗禮：（日期）  （堂會）   

轉會（如適用）：（日期）  （堂會）：   

現時聚會堂會：    

電話：住  ／辦  ／手提   

電郵：   

地址：                 

 

 

一．曾經參加之培訓裝備  

單位 訓練內容 完成年份 備註（如適用） 

本會 紅色《門徒》    

 信徒三年神學課程   

其他    

（如適用）    

 

二．曾經參加之靈修操練／指導  

主辦單位 內容 年份 

   

   

   

（如不敷應用，請使用其他紙張填寫） 

三．現時（過去一年）之靈修情況  

使用材料：    

頻   密：每    天進行，每次     分鐘  

 

四．「基督裏的良伴」認識及體驗工作坊  

 六月二十日（禮拜三）工作坊    已報名參加     未克參加  

 六月廿一日（禮拜四）工作坊    已報名參加     未克參加  

 

除上述活動外，如不欲本會使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作日後聯繫，或用作通訊、籌款、推廣活動及收集意

見等用途，請在括號內填上「X」。 ｛  ｝  

 

申請人簽名：   日  期：   

堂主任簽名：   日  期：   

  

請

貼

近

照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基督裏的良伴」 
問 卷 

 

姓名：  所屬堂會：  

 

I 請回答： 

1. 你決定參加「基督裏的良伴」原因是甚麼？  

  

  

 

2. 你渴望在這靈命塑造訓練課程得着甚麼？  

  

  

 

 

II 請以 0-5 分表示最能代表你目前的靈命或心境狀況 (0 為最少，5 為最多) 

1.    我渴望學習用聖經祈禱。 

2.    我的祈禱常與主互動，有感情交流。 

3.    我渴望認識聖經，認識聖經比學習祈禱更重要。 

4.    我渴望與主建立一份更真摯的個人關係。 

5.    我知道主耶穌愛我，但覺得上帝離我很遠。 

6.    我的工作、生活、祈禱是三件不同的事。 

7.    我渴望靈命的更新，願意有紀律地實行靈命塑造操練。 

8.    我經常感覺上主的同在或上主的愛。 

9.    我認為屬靈操練的旅程是冒險的。 

10.    我在日常生活中常想起聖經的說話或聖詩。 

11.    我渴望改變，故此常尋求聖靈幫助引導。 

12.    我願意接受基督的感召，屬靈導師的引導。 

 

〈全卷完，謝謝！〉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基督裏的良伴」  

靈命塑造訓練小組(2018-2019) 

堂主任推薦表 
 

 

 

 

請注意： 

 「堂主任推薦表」旨在幫助「基督裏的良伴遴選小組」認識「基督裏的

良伴」靈命塑造訓練小組之申請人。 

 申請人填寫甲部後，應儘快將「堂主任推薦表」交堂主任／牧者填寫乙

部。 

 堂主任／牧者填寫乙部後，請封妥並於六月廿一日或以前交回總議會辦

事處信徒培訓部同工收。 

 「堂主任推薦表」內所有資料只供「遴選小組」成員參考，一切內容絕

對保密。 

 

 

甲部．由申請人填寫 
 

申請人姓名：   所屬堂會：   

 

台端能否穩定地出席每週一次的訓練小組？   

 可以   不可以   不肯定  

 

由 2018 年 9 月到 2019 年 5 月，  台端有下列計劃嗎？  

 教會服侍    個人進修    工作進修    轉換工作  

 結婚      生育      經常往外地工作  

 其他（請註明：  ）  

 

台端有信心可以完成課程的要求嗎？   有    沒有  

 

（填妥後，請交堂主任／牧者填寫乙部。）



乙部．由堂主任／牧師填寫 

 

申請人姓名：   

 

【請在合適空格填上】 

１．台端認識申請人多久？   

２．台端是否推薦申請人修讀靈命塑造訓練小組？ □是  □否 

３．請從下列幾方面提供 台端對申請人之意見： 

（1代表「非常滿意」；4代表「不滿意」） 

ａ．靈性追求：   □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ｂ．事奉心志：  □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ｃ．人際關係：  □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ｄ．願意開放與人溝通：□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ｅ．處事態度：  □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ｆ．遵守紀律的精神：□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ｇ．思考能力：  □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ｈ．閱讀理解能力： □１  □２  □３  □４ 

【請註明】  

   

 

第一頁 

密  件
CONFIDENTIAL 



ｉ．台端對申請人之認識： 

  

   

ｊ．台端認為「基督裏的良伴遴選小組」就申請人之申請須注意／考慮之處： 

  

   

ｋ．其他： 

  

   

 

 

牧者簽名：  

 

日  期：  

 

〈全卷完，謝謝！〉 

【上述資料只供「基督裏的良伴遴選小組」參考之用。】 

 

 

【請封妥並於六月廿一日或以前，交回總議會辦事處信徒培訓部同工收】 

 

 

 

 

 

 

 

 

 

 

 

第二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