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道會藍田福音堂
轉會申請表
姓名：
姓名：(中)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英)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別名：
別名：_________
出生地點：
出生地點：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____年
____年___月
___月___日
___日 性別：
性別：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
籍貫：
籍貫：_________
_________省
____省_______
________
_____縣_______ 身份証號碼：
身份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年齡：
年齡：____
_________ 學歷：
學歷：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 職業：
職業：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
工作地址：
作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電話：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
住址：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電話：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
電郵：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手提：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單身□
單身□

已婚□
已婚□

離婚□
離婚□

喪偶□
喪偶□

再婚□
再婚□

親屬：
親屬：父__________________ 母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配偶________________
配偶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姓名：
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親屬：
其他親屬：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本屬教會：
本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主日期：
信主日期：____年
____年___
____月___
____日

開始參加本堂聚會日期：
開始參加本堂聚會日期：____年
____年____月
__月___
____日

現參加本堂小組：
現參加本堂小組：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已完成課程

參加會友班日期：
參加會友班日期：____年
____年____月
__月___
____日

基督裡得自由/
基督裡得自由/新造營完成日期
新造營完成日期：
營完成日期：_______ 服侍者姓名：
服侍者姓名：_______ 服侍者簽名：
服侍者簽名：_______
□ 初信栽培

□ 靈程指引

組長簽名：
組長簽名：________

*推薦人：
推薦人：(1) 組長姓名：
組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簽名：
簽名：_______________
(2) 組員姓名：
組員姓名：_______________ 簽名：
簽名：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填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
* 推薦人必須為本堂會友
推薦人必須為本堂會友，
，申請人並應先得推薦人同意，
申請人並應先得推薦人同意，方可填寫。
可填寫。
教會將發一份問卷給推薦人填寫，
教會將發一份問卷給推薦人填寫，以便對申請人更多了解，
以便對申請人更多了解，並作查問信德之參考資料。
並作查問信德之參考資料。

請推薦人將問卷直接交回辦公室

教會專用(
教會專用(請勿填寫)
請勿填寫)
申請人已交資料
□
□
□
□

相片兩張
得救見証
轉會信
簽妥藍田堂會友委身書

發出文件
□ 福音要道
□ 播道典章 (按需要)
辦公室專用
□ 名冊登記
□ 發給証書
□ 參加轉會日期:_________

查問信德
查問信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問信德資料:認信_________________
悔改_________________
委身_________________
教會生活______________
負責查問信德
執事/同工: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會友班

日期:______ 簽署:______

備註: 完成所有課程請導師簽署

(請參閱背面申請須知)
請參閱背面申請須知)

會友編號：________

轉 會 須 知
1. 妥申人須填妥及交齊文件
妥申人須填妥及交齊文件：
：a)申請表格
a)申請表格 b)兩張寸半相片
b)兩張寸半相片 c)得救見証
c)得救見証 d)
委身盟約
委身盟約 e)轉會申請者問卷調查
e)轉會申請者問卷調查，
交回教會辦公室。
轉會申請者問卷調查，交回教會辦公室。
2. 「得救見証」
得救見証」約 400 字，需由組長審閱。
需由組長審閱。
3. 請本屬教會牧師寫一封推薦信給本堂堂主任。
請本屬教會牧師寫一封推薦信給本堂堂主任。
4. 轉會者，
轉會者，必須完成會友班，
必須完成會友班，辦公室方辦理有關申請。
辦公室方辦理有關申請。
5. 通過執事會查問信德，
通過執事會查問信德，查明信仰才接納為本堂會友。
查明信仰才接納為本堂會友。
6. 請先閱讀播道會小冊子「
請先閱讀播道會小冊子「福音要道」
福音要道」，以明白本會之信仰立場
，以明白本會之信仰立場。
以明白本會之信仰立場。
7. 如有其他問題，
如有其他問題，可隨時與本堂堂主任聯絡。
可隨時與本堂堂主任聯絡。
備註：
備註：危急的情況下例外

分享個人得救見証指引
字數: 400 字
講述時間: 3 分鐘
分享見證時，
分享見證時，將它分為三部分：
將它分為三部分：
1.信主前
認識基督前的生命！
2.悔改信主經過
你如何信主！
3.信主後
信主後的生命！
第一部份：
分享你信主前的生活 :
信主前(認識基督前的生 你未相信耶穌之前，生活是怎樣 ?
命)
1. 你對自己的人生，內心有什麼想起 ?
2. 你被什麼罪所纏繞？
3. 你生命中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
4. 未信主前你遇到什麼事情是最深刻 ?
5. 你如何尋找安全感、幸福和心靈的平安？
第二部份：
分享你信主的經過：
分享你信主的經過：
悔改信主
1. 你何時第一次聽見並明白福音？
(如何信主)
2. 什麼使你決定悔改接受基督？
3. 什麼使你覺得需要耶穌 ?
4. 你如何接受基督？ 何時 ? 何地 ?
此處要簡潔！
第三部份：
分享你生命中的改變：
分享你生命中的改變：
信主後…
1. 神滿足了什麼你內在需要？
(信主後的生命)
2. 你的個性如何變得更好？
3. 你在你的生命中看見什麼改變(態度、行為和問
題)？
4. 現在耶穌基督對你而言有何意義？
5. 你憑什麼有永生的把握?
6. 你生命中的改變，有那方面最值得感謝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