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學申請表 
 

申請學位 Degree program applying for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CS 

申請人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護照全名/ Full Name: Same as in passport 中文姓名 性別 

照片 
Photo 

姓 Family Name 名  Given Name Chinese Name Gender 

      
   女 Female 

   男 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國籍  

  月   日   年 國家 Country 城市 City Nationality 

  MM DD   YYYY       

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單身 Single         已婚 Married         離婚 Divorced         鰥寡 Widowed 

配偶姓名 Spouse Name   兒女人數 Number of Children   

受浸日期 Baptism Date 漢語語言能力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英語語言能力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月   日   年  不會/None    差/Poor   一般/Fair   

 較好/ Good    很好/Excellent   

 普通話水平測試/ PSC                       

 托福 TOEFL，成績：                    

  雅思 IELTS,    成績：                   

  其他/ Other                                               
  MM DD   YYYY 

護照有效期 Passport Valid Dat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身份證號碼 ID No. （Option） 

  月   日   年 
    

  MM DD   YYYY 

電話號碼 Phone No.   電子郵箱 E-mail   

永久通訊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文件郵寄地址 
  

Postal address 

緊急聯繫人姓名及電話 Emergency Contact   



 
申請人學歷背景 Education Background 

校名 地點 在學年分 主修 修得學位 

          

          

申請人事奉經歷  Ministry Experience 

教會/機構 名稱 就職年份 工作/事奉 職位 

      

      

      

申請人工作經驗 Working Experience 

公司名稱 就職年份 職稱/工作性質 

      

      

推薦人信息 Reference List 

推薦人 1   牧者資料 

姓名 Name   電話 Phone No.   

電郵 E-mail   

推薦人 2   組長/屬靈長輩資料 

姓名 Name   電話 Phone No.   

電郵 E-mail   

推薦人 3   平信徒資料 

姓名 Name   電話 Phone No.   

電郵 E-mail   

申請人保證：             

I hereby affirm that:       

1、上述各項中所提供的情況是真實無誤的；     

All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2、因提供信息不實、不完整而造成的任何後果由我本人自己承擔。    
I will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any result caused by incorrect or unclear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申請人簽字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隨申請表附上下述材料  Checklist of the documents enclosed with the application  

  入學須知  Admission Acknowledgement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複印件  Copy of highest degree 

  最高學歷成績單複印件  Copy of transcript  of highest education 

  得救見證  Conversion testimony 

  蒙召見證  Ministry calling testimony 

  護照複印件  Photocopy of Passport 

  英語能力證書複印件  Copy of English certificate(s) (TOEFL, IELTS or other equivalent) 

  推薦函  3 References 

 

請把申請表及所有材料寄至 admissions@myget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