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浸信教会(儿童)会籍申请表格

入会方式：浸礼 / 转会 / 自荐

截止日期：浸礼日期的五个星期前（须由组长和家长填妥与签名）
英文姓名(出生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姓氏底下划线)


洋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浸礼证书将印上同出生证一样的姓名。这也包括这里
所暑上的洋名和／或中文姓名。请注明洋名是否要放
在你的英文姓名前面或后面。

请务必

出生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贴上护照
近照一张

国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区: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会方式: (请在打勾)

 浸礼

 转会

 自荐

浸礼聚会: *请在以下格子打勾，注明你选择的 3 场浸礼聚会，1 是首选的，3 是第三选择。
TC 福建聚会
TC 英语聚会

星期六下午
星期六晚上

3.00
7.30

TC 英语聚会 星期日早上 9.00
TC 华语聚会 星期日上午 11.30

有意入会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月/年)
浸礼聚会可能更改。

在接受浸礼前，您的孩子必须先完成以下:
1. 我的孩子已经在 _________________ (日期)参加了儿童经历神营会课程。
2.

我的孩子已经在 _________________ (日期)接受面谈。

儿童面谈(由团队牧师或其 LN144 组长主持。请参阅背项的指引说明以知详情。)
办公专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持面谈者姓名及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持面谈者的团队牧师

建议以上儿童接受浸礼入会
(请圈其一)：是 /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的组长姓名/联络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的团队牧师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的组长签名/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的团队牧师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代儿童牧师姓名及签名
注意:父母亲其中一位必须是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和教会小组的成员

个人得救见证
如果你的 G 代儿童组长问你,你是怎样认识主耶稣以及你为什么要受洗,你会怎样回答呢?
我在_______岁时做了一个决定,要跟随耶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那时候起,我明白了许多耶稣教导我要做的事,并且知道如果要跟随耶稣,我就必须接受浸礼．
我要接受浸礼,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在我做出这人生的重要决定时,希望你也可以为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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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受洗的原则与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则
１．

属灵生命并不止于浸礼。

２．

受洗是孩子和家人共同在属灵生命旅程中的一个经历。这是孩子属灵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的父母及家人，以
及属灵的家庭应当和他一起庆祝。

３．

儿童非常需要属灵的庇护，而父母亲则有义务为孩子提供必要的属灵庇护。如果父母亲是教会小组的成员,孩子自然也和他
们同享有属灵的遮盖。

４．

当儿童渐长，步入青少年期时，他便可以加入青少年事工，并在所属的团队中接受所需的属灵遮盖与牧养。

规定
要接受浸礼的儿童必须符合下述规定:
１．

孩子必须先参加儿童经历神营会。

２．

孩子必须是 G 代儿童事工的小组成员。

３．

其中一位父母必须是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和教会小组的成员。

４．

孩子必须信主，且与主耶稣建立了稳定的个人关系。

５．

年龄介于 7 至 9 岁的孩子，其中一位父母必须陪同孩子一起参加儿童经历神营会里的浸礼课程(大能营会 Power Camp)。

申请过程
１．

准备受洗的孩子必须填写“坚信浸信教会儿童会籍申请表格（入会方式：通过浸礼/转会/自荐）”。此表格可到触爱中心
的咨询服务台或新达城索取。

２．

申请者出生证影印本。

３．

团队牧师(LN12)或其 G12 组长(LN144)将负责为所有要受洗的孩子举行面谈，以确定有关决定是出自个人意愿而非受强制的。

４．

团队牧师(LN12)或其 G12 组长(LN144)将个别与要受洗的孩子进行面谈．面谈时父母(或其中一人)必须出席。面谈的目的是
要评估有关孩子的信心与信仰观念、他个人想要受洗的意愿与程度,以及父母亲所给予的支持。

５．

面谈过后，团队牧师将根据评估而决定是否让儿童受洗。获得批准者将被安排在最早的浸礼聚会日期中受洗。

６．

团队牧师将在“坚信浸信教会儿童会籍申请表格（入会方式：通过浸礼/转会/自荐）”上签名，并查阅孩子的个人见证。
表格中的所有项目必须全部填妥，并且由父母签名同意，孩子(未 21 岁者)才能获许参加浸礼。

７．

填妥的会籍申请表格在附上签名和照片后，必须在正式受洗/转会日期的五个星期前呈交至教会办公室。

８．

申请者若没有在指定期限内交上所有文件资料，将不能如期接受浸礼。

９．

只有指定的浸礼负责人可以主持浸礼。儿童的其中一位基督徒家长可以选择陪同孩子一起进入浸礼池。

１０． 接受浸礼/转会的孩子的名字，将被刊登在教会主日周刊的浸礼/转会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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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LIST FOR MEMBERSHIP APPLICATION

教会会籍申请者文件清单

Name of Applicant 申请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Submission 递交日期: ________________

Before submission, kindly go through the list of items below and tick () accordingly.
递交前，请审阅以下项目及在相关的部分打勾().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请者签名
A photocopy of applicant’s Birth Certificate 申请者出生证影印本
Cell Leader’s name, NRIC No., Contact No. and signature 组长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络号码及签名
Team pastor’s name and signature 团队牧师姓名及签名
Parent‘s name and signature (if below 21 years old) 父母姓名及签名(未满 21 岁者)
1 recent passport-sized photograph 护照的近照一张
Attach Salvation Testimony 附上个人得救见证
Indicate Joining By (Baptism or Transfer or Statement) 注明入会方式 (浸礼或转会或自荐)
Indicate numerically order of preference for Baptism/ Transfer Service 以号码顺序注明你选择的浸礼/转会聚会地点
Note:
your most preferred service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capacity of baptism candidates, we would have to
(TC 或If TCT)
move move
you you to your 2nd or even 3rd preferred service.
注意：如果你首选的聚会达到浸礼人数限额，我们将会把你转到你所做第二选择或第三选择的浸礼聚会
Letter of Transfer (if applicable) 转会信（如适用）
Submit before closing date of intended date of Baptism Service 浸礼报名截止日期前递交
CHILD Membership Form (for applicant below 12 years old ONLY) 十二岁以下申请者须用儿童表格

Important Notes: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pplication form / all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have been duly completed / furnished.
INCOMPLETE/ LATE SUBMISSION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PROCESSED.
Confirmation Letter will be sent to the applicant by weekend of the Closing Date.
注意事项:
请确保已填写表格中所有部分及附上所需的文件。
不完整/延迟递交的表格将不予处理。
确认信将在报名截止日期的周末邮寄给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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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面谈指引(供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谈指引
目的:评估有关儿童的信心与信仰观念，个人想要受洗的心愿与程度，以及父母亲所给予的支持。
以下问题能帮助孩子放轻松，并让主持面谈者得知孩子对于浸礼的圣经理解，这是在儿童经历神营会所教导的。我们并不是要求神学
式的标准答案，而是一个童真般的信心，明白浸礼是对神的一种顺服且不是救恩的先决条件。
给孩子的问题:
孩子的信仰观念
1. 你怎么会想到要浸礼呢？是不是在儿童经历神营会所学的教导？还是你的父母鼓励你来浸礼？
2. 你记得关于浸礼的什么教导?
3. 根据你对浸礼的理解，如果你不浸礼，耶稣还是不是你的朋友和救主？
4. 你看过真正的浸礼吗？那时是谁接受浸礼呢？
5. 浸礼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6. 你曾经亲自邀请耶稣做你的朋友和救主吗？那是在什么时候？现在耶稣在你的生命里吗？
7. 你有没有常常与耶稣独处？你多常和祂说话？有哪些坏习惯是耶稣在帮助你改变的？
8. 你对领受圣餐知道多少呢？(非强制的。在 G 代儿童领受圣餐的孩子年龄介于 10 至 12 岁)
孩子的心愿
9. 你为什么要受洗？
10.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受洗？
父母亲的支持
11. 你的父母对你想要受洗有什么想法？
给父母的问题:
1.

你的孩子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向你提起要受洗的事？

2.

你的孩子是否看过一个真正的浸礼过程？

3.

你同意让你的孩子受洗吗?为什么？

4.

你的孩子是否做过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那是在什么时候？

5.

你会怎样形容你孩子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

6.

有没有任何原因使你觉得你的孩子目前还不适于受洗？

7.

你本身是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吗？

8.

我们鼓励其中一位父母陪同孩子到浸礼池。请问是哪一位陪同孩子进入浸礼池呢？

(面谈过后，请向家长解释你是否推荐孩子受洗，并为孩子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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