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細胞小組教會事奉訓練學院 
Hong Kong Cell Church Ministry Training College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21號義達工業大廈 B座 12樓 B2室  電話：2772 4760  傳真：2772 4770 

B2, 12/F, Block B, Eldex Industrial Building, 21 Ma Tau Wai Road, Hung Hom, Kowloon.  http://www.ccn.org.hk 

□ 門徒繁殖系﹝SDM﹞文憑課程 

□ 火種精兵系﹝SBD﹞晚間証書課程 □ 國際文化系﹝SIS﹞文憑課程  

入學申請表﹝﹝﹝﹝保密保密保密保密﹞﹞﹞﹞ 
A.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全名﹞         ﹝英文名﹞ 

正面半身正面半身正面半身正面半身    

近照近照近照近照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身份証號碼：         出生地點：     國藉： 

地址： 

電話：﹝手提﹞         ﹝家﹞ 

電郵： 

語言/ 技能：﹝eg. 廣東話、普通話、英語、日語、醫護、教學、彈結他、彈琴……等等﹞ 

 

至今生命之中曾否經歷過挫折，請簡述原因及對你的影響﹝﹝﹝﹝此表保密此表保密此表保密此表保密﹞﹞﹞﹞ 

家庭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體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情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理 / 精神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業 / 事業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 需要長期服用藥物 病因：          副作用： 

我的性格特質 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望於在學期間突破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完成附頁 MBTI 性格類型問卷後，填上你英文代碼及分數：(     )  (     )  (     )  (     ) 

B. 家庭背景： 

婚姻狀況：未婚□  是□否□拍拖中  已婚□   分居□  離婚□  寡居□  再婚□ 

配偶姓名：      年齡：    職業：      信仰：     電話： 

子女數目及年齡：           申請人在學期間的經濟來源： 

父親姓名：      年齡：     信仰：        

母親姓名：      年齡：     信仰：        

兄弟姊妹數目：     位      申請人在家中排行位置： 

以 0～10 分表達與家人關係 配偶  分 父親  分 母親  分 子女  分 兄弟姊妹  分 



C. 教育程度：（由最近期到回顧過去，包括神學訓練） 

年份 學校 學位 / 文憑 / 證書 

   

   

   

   

D. 工作經驗：（由最近期到回顧過去） 

年份 公司 / 機構 職位 / 工作性質 離職原因 

    

    

    

    

E. 教會生活情況： 

堂主任牧師/傳道姓名：     區牧姓名：     在學期間督導姓名： 

堂會轉型細胞小組年份：     堂會是□否□有參加 Coach Net，教練是： 

信主年日：     受洗日期：     受洗之堂會： 

現在參與的堂會：                轉會原因： 

堂會事奉崗位：             最有果效的事奉/恩賜： 

過去一年是□否□ 有穩定教會生活 有  年小組生活 有  年細胞小組牧養經驗 現守望  人 

教會中有穩定被牧養及守望 是□ 守望者姓名：____________ 否□ 沒被守望原因 _____________ 

以 0～10 分表達你與守望者的關係，緊密程度 ______分，坦誠開放程度______分 

以 0～10 分表達你與督導現時的關係，熟悉程度 ______分，坦誠開放程度 ______分 

請簡述現時你與督導的關係： 

長宣呼召：有□ 探索中□ 未有□。曾到過的短宣地點及年份： 

F. 附加資料 

1. 請遞交一篇入學心聲（300～500字）包括： 

 申請入學原因及期望 

 服事負擔 

 畢業後計劃 

2. 推薦信兩則，其中一位必須是在學期間的督導（請填寫附頁） 

3. 「MBTI 16 種性格類型」問卷答案卷 

4. 近照二張（申請表及學生証用）及學歷、工作證明文件之影印本 

5. 報名費 HK$200（支票抬頭「香港細胞小組教會事奉訓練學院」） 

G. 注意事項 

1. 截止報名日期：每年 8月 15 日。（接獲申請後將安排申請人並牧者約見） 

2. 如申請表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此部份此部份此部份此部份，，，，請填表人直接寄郵寄回本學院收請填表人直接寄郵寄回本學院收請填表人直接寄郵寄回本學院收請填表人直接寄郵寄回本學院收，，，，不用經由申請人交回學院不用經由申請人交回學院不用經由申請人交回學院不用經由申請人交回學院。。。。 
 

在學期間督導督導督導督導填寫﹝申請人所屬牧區的在職牧者﹞    

督導姓名：          事奉堂會/機構：           職位：        

電話：           手提：              傳真：          

電郵：               學生姓名：           報讀課程：      

督導責任： 

 對學生提供緊密的牧養督導及檢討生命成長進度 (至少每兩星期一次 ) 

 定期填報評估表、回應學生功課 

 按學院要求提供學生合適的實習系統 

 協助學員管理財務及在經濟上獲助 

□ 我已清楚督導責任及願意承擔 (在學期間，堂會如未能配合以上要求，學院有權終止學員之學籍) 

請以 0～10 分顯示與學生關係程度     分。 請簡述現時你們的關係，特別學生受教順服程度。 

                                                

                                                

貴 堂推薦學生評語：                                  

                                            

對學生於在學期間有可能遇到的困難或障礙有何見解？““““請真誠開放填寫請真誠開放填寫請真誠開放填寫請真誠開放填寫，，，，以助學院裝備學生以助學院裝備學生以助學院裝備學生以助學院裝備學生。。。。””””    

                                            

                                            

                                            

推薦人簽署：        日期：        

 

咨詢人填寫﹝另一位牧者、導師、長執、教會資深領袖﹞ 

咨詢人姓名：               事奉堂會/機構：         事奉崗位：                 

電話：               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學生姓名：            報讀課程：      

請簡述與學生關係：                                                                     

推薦學生評語：                                     

                                            

對申請人於在學期間有可能遇到的困難或障礙有何見解？““““請真誠開放填寫請真誠開放填寫請真誠開放填寫請真誠開放填寫，，，，以助學院裝備學生以助學院裝備學生以助學院裝備學生以助學院裝備學生。。。。””””    

                                            

                                                                                       

推薦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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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I 十六種性格類型測驗表指引十六種性格類型測驗表指引十六種性格類型測驗表指引十六種性格類型測驗表指引 

1. 按照你的直覺選擇 a, b 的分數分配，放下你的責任、角色、甚至習慣，以你心的取向去選擇，

不是期望的類型，是實在的你實在的你實在的你實在的你。若相同程度，就以小時候無條件情況及你喜好取向給分。 

2. 按你第一時間的選擇，將  5 分  按傾向程度分配於 a 格或 b 格內，例：0/5；1/4；3/2。 

提示 : 0－從不，1－很少，2－間中，3－很多，4－極多，5－總是。 

3. 將每一組直行的分數加起來，將數目分別填在下面 a/b空格內。 

4. 將 I 的得分ｘ２倍填在 E/I 的總分欄內；將 II 的數目寫在 III 之下，分別將 a項相加，然後將 b

項相加；將 II+III 的數目寫在 N/S 的總分欄內；將 IV 及 V相加，然後將 VI 及 VII相加。將總

分寫在 T/F 及 J/P 的格內。 

5. 將每組得分較高的字母寫在「結果」欄的四個方格內，即第一格填 E或 I，第二格填 N或 S，第

三格填 T或 F，第四格填 J或 P。如果兩個同分則將兩個字母寫在同一格內，用斜線隔開。 

6. 每個風格都有程度上的差別，如果在相對應的兩個風格中，有一方的程度較強，即表示另一方

程度較弱，其比照分數如下： 

86 ~ 100 分：表示這風格極端及過度使用，對應風格極小使用，有危機及不健康。 

70 ~ 85 分：表示這風格非常強，經常會對己對人做成壓力。 

55 ~ 69 分：表示這風格強，能提供貢獻和建立性。 

45 ~ 55 分：表示兼具兩個風格的特質。 
 

 I  II  III  IV  V  VI  VII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X2 倍倍倍倍  + +     + +     + +    

                     

                     

 E I     N S     T F     J P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MBTI 16MBTI 16MBTI 16MBTI 16 種性格類型問卷種性格類型問卷種性格類型問卷種性格類型問卷 

 

1. 在聚會中你通常習慣 

a. 與很多人交談，包括陌生人 

b. 只和一些相熟朋友交談 
 

2. 你比較喜歡 

a. 運用想像多於關注實際 

b. 關注實際多於運用想像 
 

3. 你覺得自己怎樣較不好？ 

a. 墨守成規 

b. 一頭霧水 
 

4. 何者對你較強烈影響 

a. 講原則 

b. 講感情 
 

5. 你最習慣是 

a. 說之以理 

b. 動之以情 
 

6. 你辨事通常是 

a. 按期限進度 

b. 隨興趣而定 
 

7. 你作抉擇時 

a. 小心謹慎地選擇 

b. 視乎當時心境而定 
 

8. 在一般宴會時你通常 

a. 較遲離開，並且精力充沛 

b. 較早離開，並且沒精打采 
 

9. 最吸引你的人是 

a. 有豐富想像的人 

b. 通情達理的人 
 

10. 你更興趣於 

a. 將來的可能 

b. 目前的現實 
 

11. 當你判斷衡量別人時你會著重 

a. 注重原則規定 

b. 注重處境，因人而異 

12. 與人交往，你傾向以 

a. 客觀的態度，對事不對人 

b. 個人的回應，對人不對事 
 

13. 你通常會 

a. 準時 

b. 隨性 
 

14. 最令你苦腦的莫過於 

a. 事情未能按進度完成 

b. 事情完成後無新任務 
 

15. 在你的群體當中你比較 

a. 對別人事情瞭如指掌 

b. 對別人事情不太知情 
 

16. 對一般日常事情，你喜歡 

a. 按照自己喜歡方法去做 

b. 按照一般人的慣例去做 
 

17. 作家應該 

a. 用比喻、隱喻法加強表達 

b. 照事論事，不拐彎抹角 
 

18. 何者較為像你？ 

a. 思想的一致性 

b. 和諧的人際關係 
 

19. 你習慣於作 

a. 理性分析作邏輯推理 

b. 情緒選擇作價值判斷 
 

20. 你喜歡事情 

a. 塵埃落定，確實下來 

b. 保持彈性，隨機待變 
 

21. 你認為你自己是個 

a. 認真決斷的人 

b. 隨遇而安的人 
 

22. 與別人通電話時你 

a. 很少計劃要說話的詳細內容 

b. 事先想好準備要說的話 



 

 

 

23. 「一件事實」就是 

a. 講明事實背後的意義 

b. 說明這件事實本身 
 

24. 你覺得「憑空想像」是 

a. 引人入勝 

b. 有點困擾 
 

25. 你認為自己是個 

a. 頭腦冷靜的人 

b. 古道熱腸，熱心幫助的人 
 

26. 你認為哪種情況較糟糕 

a. 不公平、不公義、不公正 

b. 無愛心、無憐憫、無同情 
 

27. 你認為做人應 

a. 經仔細選擇及決定 

b. 隨遇而安便好了 
 

28. 令你最開心的就是 

a. 能夠購買到所要的東西 

b. 能夠有很多樣化的購物選擇 
 

29. 你與別人一起時 

a. 主動帶出話題 

b. 安靜等待別人主動談話 
 

30. 你認為「常識」是 

a. 通常有待商榷，不太可靠 

b. 通常蠻可靠，不太會有問題 
 

31. 你經常認為兒童 

a. 不夠多怪念頭，不夠頑皮 

b. 不夠有助有用，不夠乖 
 

32. 作抉擇時你習慣 

a. 依從標準做決定 

b. 以個人喜好靈感作決定 
 

33. 你比較上是 

a. 堅決果斷的人 

b. 平易近人，溫和文雅的人 
 

34. 你比較傾向於 

a. 俱有組織力和實幹之能 

b. 俱有應變力和使人共事之能 

35. 你認為哪樣較好 

a. 情況明確肯定，有路可循 

b. 情況開放彈性，有磋商之地 
 

36. 新相識及非慣常的交往令你 

a. 刺激、精力充沛 

b. 傷神、耗費精力 
 

37. 你通常是一個 

a. 創新求變的人 

b. 實事求是的人 
 

38. 你比較注意 

a. 別人甚麼看法 

b. 別人能做甚麼 
 

39. 令你較滿意的是 

a. 將事情討論透徹 

b. 使事情達致共識 
 

40. 你常被甚麼支配 

a. 頭腦、理性 

b. 情感、心腸 
 

41. 你所喜歡的工作是 

a. 清楚明確契約 

b. 自由臨時性質 
 

42. 你期待事情 

a. 有安排、有秩序規則 

b. 有隨機、隨性的轉變 
 

43. 你情願 

a. 有多而不必深交的朋友 

b. 有深交而不必多的朋友 
 

44. 你行事為人常 

a. 按原則，信念主導 

b. 按事實，實事求事 
 

45. 你最有興趣的是 

a. 設計和研究 

b. 生產和分配 
 

46. 最令你感到開心的讚賞是 

a. 你的思想很有邏輯 

b. 你的感情很是豐富 



 

 

 

47. 你最感自豪的是自己是個 

a. 堅定不移的人 

b. 忠誠待人的人 
 

48. 你較喜歡的是 

a. 最後確定及不變更的陳述 

b. 初步提案及暫時性的陳述 
 

49. 你感到舒坦自在之時是 

a. 作決定之後 

b. 作決定之前 
 

50. 你與陌生的人 

a. 能夠很容易長談 

b. 能交談很少的話 
 

51. 你最信任的是自己的 

a. 直覺 

b. 經驗 
 

52. 你覺得自己是個講求 

a. 靈巧，創造性的人 

b. 實際，實用性的人 
 

53. 令你會讚賞的人是有 

a. 清晰理智的人 

b. 強烈情感的人 
 

54. 你傾向於 

a. 公平公義的態度 

b. 同情體諒的態度 
 

55. 你願意見到事情 

a. 確定一切按計劃安排妥當 

b. 隨性地讓事情自然發展 
 

56. 人際關係上大多數情況都應該 

a. 刻意締造，磋商協調 

b. 偶然巧合，隨遇而安 
 

57. 當電話鈴響時，你會是 

a. 第一個趕去接聽 

b. 希望他人會接聽 
 

58. 你重視自己的是 

a. 具有豐富的想像力 

b. 具有強烈的現實感 

59. 你比較容易會注意 

a. 絃外之音 

b. 基本實際 
 

60. 你認為較大的錯誤是 

a. 太感情用事 

b. 太注重客觀 
 

61. 你覺得自己是一位 

a. 冷靜頭腦的人 

b. 柔軟心腸的人 
 

62. 你最喜歡的境況是 

a. 有組織和有進度表 

b. 無組織和無進度表 
 

63. 你是一位較為 

a. 循規蹈矩，例行公事的人 

b. 有很多新奇主意的人 
 

64. 你覺得自己是一位 

a. 容易接近的人 

b. 含蓄拘謹的人 
 

65. 寫作時，你較喜歡 

a. 用象徵、比喻、修飾的描寫 

b. 用翔實、佈導、寫實的描寫 
 

66. 你認為較困難 

a. 認同別人想法 

b. 使用別人長處 
 

67. 你喜歡自己已經擁有 

a. 清晰的思維 

b. 感情的力量 
 

68. 你認為較大的錯誤是 

a. 草率，任性妄為 

b. 挑剔，批評論斷 
 

69. 你喜歡 

a. 安排的事情 

b. 突發的事情 
 

70. 你是個傾向 

a. 慎思明辨 

b. 自然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