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m. 001 職位申請表 
 

1 
修訂日期：30/10/2017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職位申請表 

 
申請職位：  

填寫日期：  
  

個人資料 
姓名：（中）   （英）   
出生日期及地點：  年齡：   性別：   
電郵：   身份證號碼：   
電話：                            住址：                    
                  
婚姻狀況： □未婚 家庭成員：父 母,  健在，兄弟姊妹 人 

 已婚 家庭成員：子女  人，配偶姓名  （是 □否基督徒） 
 
教育背景 

學校名稱 修讀日期 完成課程 學位／證書／文憑 

    

    

    

    

    

    
 
工作經驗 

機構名稱 職位 受聘日期 薪金 離職原因 

     

     

     

     

     

     

（須清楚填報所有資料，否則不獲接見） 

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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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個人資料 
 有／否參加任何專業協會，名稱：   
個人專長：  個人興趣：  

電腦打字 英文 □中文 輸入法：         □ 領  詩 □ 樂器  (                )  

電腦程式  □ 詩班指揮 □ 繪畫 

語  言   中文        □ 流利 □ 良好   □ 一般 □ 編輯工作 □ 書法 

及  文  字 英文        □ 流利 □ 良好   □ 一般 □ 裝修設計 □ 影音(包括舞台) 

表      達 廣東話    □ 流利 □ 良好   □ 一般 □ 電器維修 □ 其他 (                    )  

 

教會生活（如適用） 
原屬教會：                                                                               信主日期：                 

現屬教會：   受浸日期：   

聚會地址：   電話：   

事奉崗位：1)    2)    3)    

得救見證（請附最少 400 字的得救見證） 

 
 
 
 
 
 
 
 
 
 
 
諮詢人 
 
熟悉閣下之教會生活的信徒（長執／導師／主日學教師）（如適用） 

姓名：   事奉崗位：   聯絡電話：   

熟悉閣下之辦事能力及性情的人士（過往上司／師長／長輩）(必須填寫) 

姓名：   職  業：   聯絡電話：   

 
 
到職日期：     要求薪金：   
 
 
 
 
 申請人簽署：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資料全部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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