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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教教教教    靈靈靈靈    糧糧糧糧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佈佈佈佈    道道道道    會會會會    聯聯聯聯    會會會會    

2012201220122012 年國際青年宣教營報名表年國際青年宣教營報名表年國際青年宣教營報名表年國際青年宣教營報名表    
日期：6 月 20-25 日（星期三至一，共六天） 

 
請以正楷正楷正楷正楷填寫表格 

    I.I.I.I.    個個個個人資人資人資人資料料料料            
    

姓名：(中文)                       (英文)                      __   （姓名必須與身份證相同） 

稱謂：�牧師  �傳道  �長老  �執事   �其他               性別：�男 �女

國籍：          身份證號碼：      （ ） / 護照號碼：              (護照類別       ) 

職業：                                 / 學生  出生日期：     __年      月     日 

電話：               __      電郵：     ___             FACEBOOK：                    

聯絡地址：                                           _______                  _       

所屬堂會：               靈糧堂     現時事奉崗位 ：                _____            

堂會教牧姓名：              推薦教牧姓名：              推薦教牧簽名：         ____               

家長姓名：                             家長簽名：           _____（未滿 18 歳者須家長同意)  

緊急事故聯絡人：         ___      關係         聯絡電話：_          __        _       

    
    II.II.II.II.    事奉資料事奉資料事奉資料事奉資料        
    

技能 / 專長 (可填寫超過一項)： 

�講道  �佈道  �司琴  �結他  �其他樂器   _           �唱詩  �福音幻術  �話劇 

�詩歌朗誦  �舞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操語言 (可填寫超過一項)：  �廣東話  �英語  �普通話  �印尼語  �其他                 

能聽語言 (可填寫超過一項)：  �廣東話  �英語  �普通話  �印尼語  �其他                 

能閱讀文字(可填寫超過一項)： �中文    �英文  �印尼文 

曾接受裝備或曾使用之佈道法：                                      ______                  

事奉經驗：                                           _______                  _       

短宣經驗：曾去過短宣的地方                                           _______                  

宣教負擔：  

�經常為宣教士 / 宣教事工禱告 �曾閱讀宣教書籍 

�經常為宣教事工奉獻 �曾修讀宣教課程 

�考慮委身宣教   有負擔的地方或群體：                     _______                  

參加目的及期望 ：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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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III.III.III.    中中中中國國國國探訪交流探訪交流探訪交流探訪交流（（（（6 月月月月 22-23 日日日日））））        

內容和目的： 

˙ 關懷國情－走訪弱勢社群、內地勞工及青少年工作者； 

˙ 文化體驗－了解兩地文化差異，學習彼此欣賞交流。 
    

�參加 (另外收費 HK$ 780，包括交通費、膳食及旅遊保險)    �不參加 

 

回鄉卡號碼：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必須在 2012 年 6 月 24 日或之後) 

護照有效期至       _年       月     日（最少 6 個月有效期。持回鄉卡者不需填寫此項。）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探訪交流探訪交流探訪交流探訪交流」」」」人數有限人數有限人數有限人數有限，，，，參加者參加者參加者參加者須須須須由大會遴選後通知入選名單由大會遴選後通知入選名單由大會遴選後通知入選名單由大會遴選後通知入選名單。。。。入選者必須自行辦理中國簽證入選者必須自行辦理中國簽證入選者必須自行辦理中國簽證入選者必須自行辦理中國簽證，，，，

如參加者在出發前未能辦理有關中國過境文件如參加者在出發前未能辦理有關中國過境文件如參加者在出發前未能辦理有關中國過境文件如參加者在出發前未能辦理有關中國過境文件，，，，大會將不會代辦及協助大會將不會代辦及協助大會將不會代辦及協助大會將不會代辦及協助，，，，敬請見諒敬請見諒敬請見諒敬請見諒。。。。    

    

    IV.IV.IV.IV.    營後營後營後營後自費活動自費活動自費活動自費活動：：：：主題公園及本地遊主題公園及本地遊主題公園及本地遊主題公園及本地遊（（（（6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 只可選擇其中一項自費活動 

�馬灣公園挪亞方舟(費用HK$ 240)  �香港迪士尼樂園 (費用HK$ 400)   �香港海洋公園 (費用HK$ 400)       

 
參加者簽名：                                      日期：      __年       月      日    

 
＊本表格提供之個人資料只限是次大會使用。 
 

    
報名及報名及報名及報名及繳繳繳繳費辦法費辦法費辦法費辦法：：：：    
請於 2012 年 2 月 20 日前將報名表及費用交所屬教會，由教會轉交世界聯會辦公室。 

支票抬頭請寫支票抬頭請寫支票抬頭請寫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區會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區會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區會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區會    或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Hong Kong District Office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選項選項選項選項：：：：（（（（請確認你已選報之項目請確認你已選報之項目請確認你已選報之項目請確認你已選報之項目）））） 

����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  營費營費營費營費 HK$ 1,000 （（（（於於於於 2012.01.01 或之後或之後或之後或之後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營費原定 HK$ 1,500，世界聯會已津貼其中 1/3 營費，建議堂會可自定額外津貼金額。） 

���� 早鳥價早鳥價早鳥價早鳥價 提早報名營費提早報名營費提早報名營費提早報名營費 HK$ 850 （（（（於於於於 2011.12.31 或或或或之前之前之前之前報名報名報名報名，，，，營費營費營費營費減減減減收收收收 HK$ 150）））） 

���� 已已已已選選選選此項此項此項此項 中國探訪交流 HK$ 780（US$ 100） 

���� 已已已已選選選選此項此項此項此項 營後自費活動（選擇一）：馬灣公園挪亞方舟 HK$ 240 

���� 已已已已選選選選此項此項此項此項 營後自費活動（選擇二）：香港迪士尼樂園 HK$ 400 

���� 已已已已選選選選此項此項此項此項 營後自費活動（選擇三）：香港海洋公園 HK$ 4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合計合計合計合計：：：：（（（（請選擇以下請選擇以下請選擇以下請選擇以下一項一項一項一項合適總額合適總額合適總額合適總額）））） 

2011.12.31 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者適用者適用者適用者適用 
HK$ 850  HK$ 1,090  HK$ 1,250  HK$ 1,630  HK$ 1,870  HK$ 2,030  

2012.01.01 或之後或之後或之後或之後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者適用者適用者適用者適用 
HK$ 1,000  HK$ 1,240  HK$ 1,400  HK$ 1,780  HK$ 2,020  HK$ 2,180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聯會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 322 號 
電話：2374 4784  傳真：2374 4843 

電郵：llwwema@ymail.com   

網址：www.llwwema.org 

辦公室填寫辦公室填寫辦公室填寫辦公室填寫                        編號              

            年    月    日收到              

現金 / 支票 No.                        

經手人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