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iling: P.O. Box 956, Cloverdale, WA 6985. 
Church Office: 6/41 Belmont Ave., Belmont, WA 6104 

Office Phone: (08) 9478 3272 / Fax (08) 9478 4972 

 

會友申請表 
 

姓名: (中)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女 國藉:  _____________  籍貫:  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日)  ____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  _______________  

來澳前原居地:  ____________  慣用方言:  __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  已婚 / 未婚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___________________  

重生得救日期:  ____________  前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浸日期:  ________________  主禮牧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時開始參加本堂聚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承諾:  

本人 _______________ ，已清楚重生得救，願意加入基督教柏斯宣道會為責

任會友，並完全贊同宣道會信仰及強調向普世傳福音的宗旨；靠著神的恩

典，竭力學習及遵守聖經的教導；追求完全奉獻的心志；積極參加聚會；實

行有規律之靈修生活；以金錢及行動支持教會聖工；以愛心、信心及聖潔生

活為見證，與眾信徒聯絡，成為基督的身體，同心合意敬愛事奉真神。又願

意尊重、順服教會執行聖經中的紀律。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此欄由教會填寫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師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執事代表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相           

片 



事奉紀錄 
 

經常參加之聚會: (     ) 主日崇拜 (     ) 團契 (     ) 主日學 (     ) 祈禱會 (     ) 婦女會 

 

過去事奉經驗: 日期 崗位 日期 崗位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現在事奉崗位: 日期 崗位 日期 崗位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樂意參與的事奉: 

 

 

(     ) 主日學教員 (     ) 探訪 (     ) 個人佈道 (     ) 團契導師 

(     ) 崇拜招待 (     ) 交通接送 (     ) 茶點招待 (     ) 團契職員 

(     ) 詩班 (     ) 司琴 (     ) 司他 (     ) 其他 ________ 

 

 

 



 信仰查問表格 申請人: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  

 

信心查問主要目的是檢視申請人是否重生得救，是否動機純正，是否願意在眾

人面前宣告他/她的信仰，並公開願意委身教會 (基督的身體) ，彼此建立，一同

與弟兄姊妹在世上盡心、盡力去事奉神。 

 

1. 可否首先談談你/妳為何決定成為本會會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你/妳明白受洗的意義嗎？(參羅 6:3-5; 加 3: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可否分享一下你/妳的得救見證 (你/妳如何逐步認識褔音及最後決志相信接受耶穌

為救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受洗也是象徵進入一個屬靈的家庭 (教會) ，你/妳知道甚麼是教會嗎？ 

(西 1:18; 弗 1:23; 徒 2: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妳認識宣道會之信仰、使命及特色嗎？ (見“浸禮四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妳願意加入基督教柏斯宣道會，經常參加聚會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妳願意順服聖靈及本教會屬靈領袖的引導，恆切用禱告、時間、金錢、恩賜一

同努力將褔音傳遍澳洲及萬民萬族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道會的信仰 

 

(一) 信仰核心 

1. 信全部新舊約聖經是由聖靈之默示而來，

顯明神對人類之一切旨意，是基督徒信仰

與行為的唯一準則。（提後 3:16–17, 彼後 

1:21 ） 

 

2. 信神是無限完全唯一真神；聖父，聖子，

聖靈，三而為一；同位，同權，同榮，永

世無疆。 

 

3. 信耶穌基督兼有真神、人二性，因聖靈感

孕，藉童貞女馬利亞而生，死於十架，義

者代替不義，為世人的贖罪祭，使凡信者

皆因其所流之寶血而稱義，死後第三日，

按照舊約所言由死復生，升天，在神右邊

為信徒的大祭司，將來必重臨世上，設立

國度，親自為王。  

 

4. 信聖靈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受耶穌基督的

差遣而居於信徒心中為保惠師，領導信徒

進入真理，使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5. 信人原是按照神之形像被造，後因悖逆而

墮落，身靈皆須經受死亡之痛苦。一切人

類皆有罪性，與神的生命隔絕，只有藉主

耶穌代贖之功，方能得救。  

 

6. 信神已藉耶穌基督為一切人類成就救贖之

工，凡接受者皆由聖靈重生，成為神的兒

女。 

 

 

7. 信義人與惡人之身體皆將復活，義人復活

進入永福，惡人復活受審判，進入永刑。 

 

8. 信教會是由一切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所組

成，已被十架寶血所潔淨，並由聖靈重

生。教會負有主所託付的使命，廣傳福音

直至地極，並在真道上建立信徒，在社會

中顯彰神的慈愛及公義。 

 

9. 信聖靈充滿，乃神對一切信徒的旨意，使

信徒藉此成為聖潔，與罪惡及世俗分別為

聖，完全順服神旨，過奉獻及服事的生

活；此種生活乃重生以後的表現。 

 

10. 信耶穌基督的救贖，及其對心靈與肉體疾

病的醫治。（雅 5 : 14 ）  

 

11. 信耶穌基督必快再來，並且祂要在二千年

前親自顯現降臨。（這重要的真理是信徒

有福的盼望，鼓勵信徒過聖潔的生活及忠

心事奉。） 

 

 

 

(二) 以基督為中心的四重福音 

 

 基督是拯救之主 

 基督是我們成聖之主 

 基督是醫治之主 

 基督是再來之主 

 

(三) 宣道會徽號對信徒的意義 

 

十字架: 象徵基督的死作成每個信

徒的救恩。 

 

 

 

洗濯盤 : 象徵神使我們成聖的恩

典，使我們每日從罪中得潔淨。 

 

 

 

 

油瓶: 象 徵 聖 靈 和 醫 治 

 

 

 

冠冕: 象徵主的再來，和那些分享

基督榮耀的信徒所獲得的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