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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             弟兄/姊妹平安！ 
     
    謹代表中華福音神學院溫哥華學區，在主裡問候您！ 
感謝讚美 神，因為祂不但一直眷顧您，也正在一步一地引領您，讓您明白祂的心意。當
您接到這份資料，乃是表示您正在考慮華神溫哥華學區所提供的神學訓練和裝備，資料
包括了以下的： 
 
招生簡章：簡章裡包括了各種重要的介紹，如華神的異象與目標、學科簡介、招收
對象、報考資格、修課方式、報名手續、各種費用、入學考試與面試、錄取通知。 

 
課程介紹：課程介紹裡包括了道學、聖經、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的各種必修、選修和
主修課程。 

 
報名表：這是一份英文報名表，裡面需要填寫的資料包括個人和家庭的背景，以及
學歷、經歷和所屬教會等等。 

 
得救與服事見證：兩頁的得救和服事見證，是要介紹您個人如何成為基督徒以及在
教會、機構或是宣教工場裡的服事經歷。 

 
推薦書：推薦書有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推薦者可挑其中一種填寫寄來。 

 
 如果您過去四年內曾經修過本院的延伸制神學課程，我們可以按照規定，為您換算

學分，讓您縮短修課的時間。萬一您還需要其他資料或有任何問題，我本人和溫哥華學
區裡的同工，都很樂意協助您，為您解答各樣的問題。請來電或來電郵給我們，我們會
儘快跟您聯繫。希望能很快地在華神溫哥華學區見到您。 

 
 

願 神賜福給您！ 
 

                 華神溫哥華學區主任 
                                                      黎永泉 牧師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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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福音神學院–溫哥華學區 

「福音」一直為華神所堅持，華神盼望培育出能夠真正體驗這個福音信息的人。 
超宗派背景的「神學院」–以信心尋求神的旨意與引導，完全依靠全球各地愛主的華人，

認同我們的異象與事工，以禱告、財力與人力來支持共同建立的神學院。 

我們的信仰 

第一條 我們相信新舊約聖經全是神的啟示，完全由聖靈感動作者寫成，原本毫無	

	 	 	 	 	 	 	 	 	 錯誤，是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準則。	

第二條 我們相信獨一真神是永存的聖父、聖子、聖靈，創造、統管並扶持萬有的	
	 	 	 	 	 	 	 	 	 主宰。	

第三條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獨生子，由聖靈感孕童女馬利亞所生，捨身流血	

	 	 	 	 	 	 	 	 	 為世人贖罪；祂從死裡復活升天，並照祂的應許將再降臨。	
第四條 我們相信聖靈是與聖父、聖子同質、同權、同存，祂在教會中運行、同工，	

	 	 	 	 	 	 	 	 	 引導信者進入真理。	
第五條 我們相信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成的，在亞當裡墮落成為罪人，需要神的救	
	 	 	 	 	 	 	 	 	 恩。	
第六條 我們相信悔改的罪人，接受耶穌始得重生，並因信仰耶穌基督得以稱義。	

第七條 我們相信凡稱義的人，能因聖靈成聖，活出聖潔的生活。	
第八條 我們相信信者身體復活得永生，不信之人復活受永刑。	
第九條 我們相信教會是一體，基督是元首，由聖靈重生者所組成，應在敬拜、交	
	 	 	 	 	 	 	 	 	 通及事奉上彼此相通。	

                                                                

異象與使命 

異象： 

為時代及教會培育神國的工人；進而使耶穌基督的福音在各處被傳揚，使普世的人信服

祂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使祂的名被高舉，衪的榮耀被彰顯。 

使命宣言： 

培育神國僕人；連結福音夥伴；回應時代議題。 

 

 



道學碩士科 教牧組 
Master of Divinity—Pastoral Ministry Track 

目 標 

以整全聖經的教導、神學概念的探究和實踐課程的演練，全⽅位地栽培蒙召全職傳道者，
使其具備正確闡釋聖道和牧養教會的能力。核⼼課程強化教牧情境的觀察與回應，為深
度事奉奠定良好之基礎。 

對 象 

有全職呼召的感動，決意或預備獻⾝參與牧養事⼯者。 

修 業 

總學分 90 （必修 49 學分 / 選修 41 學分 ）。  

課程規劃 

學科制度 

本學科提供教牧學課程；學員最後一年需前往台灣校本部完成最後學分，學員可在 4 至

6 年內修完全部 90 學分，並加上實習三個學期，每學期六個月，獲頒發道學碩士學位。 

* 他院碩士科學生轉入或具四年制神學士學位且至少有二年全職事奉經驗者，可依個人

情形、最多抵免 15 學分（可能附帶補交學分費要求）。 

修讀方式 

*所有碩士科學分皆為台灣校本部 100%承認。 

*碩⼠課程先修 (需申請)：合乎報考資格之延伸部學員可按碩士科交付學分費，上課時

數、課程要求等均按碩士科要求完成。該等先修科目可作碩士科學分計算並保留兩年，

學員應於兩年內報考轉入本院碩士科，逾期無效。 

報考資格 
（⼀）受洗或堅信（振）禮三年以上 (以招⽣報名開始之⽇為基準)。 

（⼆）學歷： 

1、⼤學畢業 

2、三專畢業⼆年以上或⼆專、五專畢業三年以上者 
3、四年制神學學⼠畢業。 

(補⼤學學分規定：三專畢業者須於畢業前需加修 15 學分，⼆專、五專畢業者

需加修 30 學分) 

（三）報考道學碩⼠、聖經碩⼠，應清楚蒙召並有專職事奉的⼼志。 

（四） 已婚者，配偶應為基督徒且⽀持考⽣在華神接受裝備。 



入學考試 

一、筆試：聖經，心理問卷，英文 

二、口試：10 分鐘短講 

三、面談：達到入學考試合格要求，並經審查通過者，即寄發錄取通知。 

 

 

 

 

 

 

 

 

 

 

 

 

 

 

 

 

 

 

 

 

 

 

 

 

 

 

 

 

 

 



聖經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Religion 

目 標 

以聖經、神學和實踐課程栽培蒙召傳道者，使其在靈命、學識、事奉上，有完整的訓練
與裝備。 

對 象 

有全職呼召的感動，決意或預備獻⾝參與教會或福⾳機構之牧養⼯作者。 

修 業 

總學分 60 （必修 30 學分，選修 30 學分 ）。 

課程規劃 

修讀方式 

學員須在 4 至 6 年內修習並完成所有學分。再加上實習課二個學期，每學期六個月。獲

頒發聖經碩士學位。特殊情況下得申請延期一年。 

*所有碩士科學分皆為台灣校本部 100%承認。 

*碩⼠課程先修 (需申請)：合乎報考資格之延伸部學員可按碩士科交付學分費，上課時

數、課程要求等均按碩士科要求完成。該等先修科目可作碩士科學分計算並保留兩年，

學員應於兩年內報考轉入本院碩士科，逾期無效。 

報考資格 
（⼀）受洗或堅信（振）禮三年以上 (以招⽣報名開始之⽇為基準)。 

（⼆）學歷： 

1、⼤學畢業 

2、三專畢業⼆年以上或⼆專、五專畢業三年以上者 
3、四年制神學學⼠畢業。 

(補⼤學學分規定：三專畢業者須於畢業前需加修 15 學分，⼆專、五專畢業者

需加修 30 學分) 

（三）報考道學碩⼠、聖經碩⼠，應清楚蒙召並有專職事奉的⼼志。 

（四）已婚者，配偶應為基督徒且⽀持考⽣在華神接受裝備。 

入學考試 

一、筆試：聖經 英文 

二、口試：10 分鐘短講 

三、面談：達到入學考試合格要求，並經審查通過者，即寄發錄取通知。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目 標 

培育信徒領袖使其能具聖經與神學裝備，擔負教會造就課程師資、講台事奉、核⼼牧養
同⼯之責；並提供參與宣教、教育或牧養事⼯同⼯，在其事奉的領域上理論與實務並進。 

對 象 

信徒領袖及已參與教會之宣教、教育或牧養事⼯者。 

修 業 

總學分 60 （必修 26 學分，選修 34 學分 ）。 

課程規劃 

學科制度 

一、本學科可以按個人呼召走向、教育、宣教、輔導、教牧四個方向，學員可選擇其中

一項（其中教牧主修是專為甘願預先裝備自己，積極等候確認呼召的信徒，是進入道學

碩士前的適當台階）學員在 6 年內修完 60 學分，獲頒發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特殊情

況下得申請延期一年。 

修讀方式 

*所有碩士科學分皆為台灣校本部 100%承認。 

*碩⼠課程先修 (需申請)：合乎報考資格之延伸部學員可按碩士科交付學分費，上課時

數、課程要求等均按碩士科要求完成。該等先修科目可作碩士科學分計算並保留兩年，

學員應於兩年內報考轉入本院碩士科，逾期無效。 

報考資格 
（⼀）受洗或堅信（振）禮三年以上 (以招⽣報名開始之⽇為基準)。 

（⼆）學歷： 

1、⼤學畢業 

2、三專畢業⼆年以上或⼆專、五專畢業三年以上者 
3、四年制神學學⼠畢業。 

(補⼤學學分規定：三專畢業者須於畢業前需加修 15 學分，⼆專、五專畢業者

需加修 30 學分) 

（三）報考道學碩⼠、聖經碩⼠，應清楚蒙召並有專職事奉的⼼志。 

（四）已婚者，配偶應為基督徒且⽀持考⽣在華神接受裝備。 

 



入學考試 

一、筆試：聖經，英文 

二、口試：10 分鐘短講 

三、面談：達到入學考試合格要求，並經審查通過者，即寄發錄取通知。 

 

 

 

                              報名手續 
 

一、 索取學科資料報名表乙份。 

二、 按照報名資料內要求填寫, 並附上證明文件副本及照片三張，撰寫個人見證乙   

 份，提供兩位所屬教會之教牧長執作推薦人，並填寫報名資料內的推薦信（推 

 薦書必須由推薦人填寫、簽名後直接寄達溫哥華學區主任收）。 

三、 所有資料經過審查妥當後，即通知申請人參加有關考試。 

四、 考生被錄取後，必須在限期內註冊並繳交註冊費用，以便辦理學籍事宜。 

五、 費用（加元計收）： 

1． 報名費：80 元 

2． 學分費：按最新公佈 

3． 註冊費：100 元（錄取後交付） 

4． 保留學籍：30 元（每學季計算，超過一個學季須要面談，最長不得超過四 

個學季）其他雜費、講義費、課本書籍等，將按照各科課程需要。 

 

 
 
 
 
 
 
 
 
 
 
 
 

 



道學碩士組-教牧科  

( 總學分 90，必修/選修：49/41)  

 

核心必修課程 

類別  學分  課程名稱 

舊約 

OT 
8 

1. 摩西五經 2 
2. 舊約歷史書 2 
3. 詩歌智慧書 2  
4. 大小先知書 2  

新約 

NT 
9 

1. 馬太福音到使徒行傳 2 
2. 保羅書信 2  

3. 一般書信 2 

4. 基礎希臘文 3 

神學 

TP 

  

8 

1. 系統神學—方法、啟示、神論、人論 2 
2. 系統神學—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 2 
3. 系統神學—聖靈論、末世論 2 
4. 基督教倫理學 2 

歷史 

CH 
8 

1. 教會歷史一：初代教會 2 
2. 教會歷史二：中世紀到宗教改革 2 
3. 教會歷史三：近代史 
4. 中國教會史 

實踐 

PT 
12 

1. 教牧關顧與輔導 2 
2. 講道學 2 
3. 敬拜禮儀學 2 
4. 多元佈道策略與實務 2 
5. 教牧學 2 
6. 教會領導與管理 2 

靈命塑造 4 
1. 領袖的塑造與成長 2 
2. 屬靈傳承的理念與實踐 2 

 



實習 0 

1. 教會實習(一)時期 六個月 2. 教會實習(二)時期 六個月  

3. 教會實習(三)時期 六個月  

選修課程 
41  

  

1. 福音神學   
2. 靈修神學   
3. 聖經宣教神學  
4. 詮釋學原理   
5. 教學原理與方法   
6. 中國近代教會發展史  
7. 基督教與東西方人文
藝術   

8.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9. 門徒召命與事奉生活  
10. 建立教會主日學  
11. 希臘文進階 

12. 自我形象與情  
   緒管理  

13. 家庭事工  
14. 聖經與輔導學  
15. 哀傷輔導  
16. 家庭輔導  
17. 創傷與危機輔 

   導  
18. 婚前輔導  
19. 教會增長   
20. 開拓與植堂   
21. 衝突管理  

22. 教會的牧養、  
  門徒訓練事工 

23. 宣教學概論  
24. 基督教宣教史  
25. 普世宣教與世  

   界觀  
26. 當代中國事工 

   議題  
27. 舊約單卷  
28. 新約單卷  
29. 北美華人教會 

   議題  

 

 

 

 

 

 

 

 

 

 

 

 

 



聖經碩士科 

（總學分 60 學分，必修 30 學分，選修 30 學分） 

 核心必修課程 

 類別  學分  課程名稱 

必修 

舊約 

OT 
8 

1. 摩西五經 2 
2. 舊約歷史書 2 
3. 詩歌智慧書 2  
4. 大小先知書 2  

新約 

NT 
6 

1. 馬太福音到使徒行傳 2 
2. 保羅書信 2  

3. 一般書信 2 

神學 

TP 

  

8 

1. 系統神學—方法、啟示、神論、人論 2 
2. 系統神學—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 2 
3. 系統神學—聖靈論、末世論 2 
4. 基督教倫理學 2 

歷史 

CH 
8 

1. 教會歷史一：初代教會 2 
2. 教會歷史二：中世紀到宗教改革 2 
3. 教會歷史三：近代史 
4. 中國教會史 



選修  30 

1. 教牧關顧與輔導  
2. 講道學敬拜禮儀學 
3. 多元佈道策略與實務  
4. 教牧學  
5. 教會領導與管理  
6. 福音神學  
7. 靈修神學  
8. 聖經宣教神學  
9. 詮釋學原理  
10. 教學原理與方法  
11. 中國近代教會發展史  
12. 基督教與東西方人文藝術  
13.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14. 門徒召命與事奉生活   
15. 建立教會主日學  
16. 領袖的塑造與成長  
17. 屬靈傳承的理念與實踐  
18. 自我形象與情緒 管理  
19. 家庭事工  
20. 聖經與輔導學  
21. 哀傷輔導  
22. 家庭輔導  
23. 創傷與危機輔導  
24. 婚前輔導  
25. 教會增長   
26. 開拓與植堂  
27. 衝突管理  
28. 教會的牧養、門徒訓練事工 
29. 宣教學概論  
30. 基督教宣教史  
31. 普世宣教與世界觀  
32. 當代中國事工議題  
33. 舊約單卷  
34. 新約單卷  
35. 北美華人教會議題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總學分 60，必修 26/選修 34） 

 核心必修課程 

 類別  學分  課程名稱 

必修 

舊約 
OT 

8 

1. 摩西五經 2 
2. 舊約歷史書 2 
3. 詩歌智慧書 2  
4. 大小先知書 2  

新約 
NT 

6 
1. 馬太福音到使徒行傳 2 
2. 保羅書信 2  

3. 一般書信 2 

神學 
TP 

  
8 

1. 系統神學—方法、啟示、神論、人論 2 
2. 系統神學—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 2 
3. 系統神學—聖靈論、末世論 2 
4. 基督教倫理學 2 

歷史 
CH 

4 1. 教會歷史一：初代教會 2 
2. 教會歷史二：中世紀到宗教改革 2 

在聖經與神學必修學分之外，依事奉需要，建議選修課程如下: 
教育事工  
‧基督教教育概論 ‧聖經教學法 ‧塑造生命教學 ‧課程發展與設計 ‧教學過程 ‧全人發
展與課程設計 ‧福音與戲劇 ‧媒體呈現  
 
兒童事工  
‧兒童教育 ‧創意聖經教學‧說故事技巧‧特殊兒童與父母牧養‧情境佈置與手工設計  
 
⻘少年事工  
青少年牧養理念與輔導‧青少年動態反思與教導‧青少年父母事工 
 
宣教事工  
‧差傳概論 ‧比較宗教學入門‧宣教生活面面觀 ‧宣教神學 ‧宣教歷史 ‧宣教士關懷‧社
區工作與教會發展‧民間信仰與本土宣教‧認識伊斯蘭教  
 
牧養事工  
‧聖經與輔導 ‧教牧諮商倫理 ‧教牧關懷與輔導 ‧輔導原理與助人技巧 ‧從人格理論談
牧養 ‧認識原生家庭  



   (For Office Use Only) 
Date Record ______/______/_____  

Fee________ Diploma __________ 

Photo_________ Witness_________ 

Recommendation Letter A___ B___ 

Tests: Bible _______English______ 

Chinese ________ Psychol. _______ 

Interview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cepted or not: ________________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Vancouver) 
Cesvancouver@gmail.com (604)866-8669 
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1. Date of Application: ____/____/____ □ Full time □ Part time 

2.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applicable: 

 □ Master of Divinity 

□ Master of Art in Religion 
□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 Major: 

□Education □Mission □Counseling □Pastoral □General 
  Date of Intend Entra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Name: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st            First            MI       
  (Chine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Social Insurance No.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5. Birth date: _____________ Birthplace: ____________ Sex: _________ 

6. 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Tel: (    ) 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Home               Office              Cell          E-Mail 

8. Citizenship/Resident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Marriage Status: □ Single    □ Married     □ Separated     □ Divorced     □ Widow 

  Spous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Birth date: ____________Birthplace:________________ 

  Have your spouse been baptized? __________When? _____________ Where? ________________ 

  Did you obtain supporting form your spouse for attending Theology Training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Childre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 Birth date: _____________Birthplace: _________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 Birth date: _____________Birthplace: _________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 Birth date: _____________Birthplace: ________________ 

 
 
 
       Photo 



          Name: __________________ Birth date: _____________Birthplace: ________________ 

1. Languages rea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guages Spok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Education Background: Please list the four most recent schools attended after high school, 

including College, University, Bible Institute, and Seminary. 

Name of School Location Date Entered Date Left Major Degree Date Rec’d 

       

       

       

       

          Official Transcripts from each College or Seminary listed above is required. 

13. Service in Church 

Ministry Position Began mo / yr Left  mo / yr Reference Name and Phone Number 

     

     

14. Work Experience: Please list the two most recent jobs you have held. 

Organization Position Began mo / yr Left mo / yr Reference Name and Phone Number 

     

     

 



15. Give date and place of your conver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Have you been baptized? ___________When? _____________ Where? 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Church Membersh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omin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Pasto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Ho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Offi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Have you been licensed for the ministry? ( Yes  /  No  ) 

   (If Y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 By what chur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Have you been ordained? ( Yes  /  No  ) 

   (If Y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 By what chur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Persons writing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or you: 

a.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Ho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Off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Ho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Off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ll out this form completely, and send it to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Canada) with three recent  
  photos, your personal testimony, and the application fee (C$80.00) 
﹡Temperament / Personality analysis fee (C$40.00) 
* Please have schools send official transcripts to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中華福音神學院溫哥華學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Vancouver) 

             cesvancouver@gmail.com  (604) 866-8669 
               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可包括個人得救、異象、呼召、服事見證等，及您選擇本校的理由和就讀目的。(請書寫工整，以利校刊選登) 

 

 

 

 

 

 

 

 

 

 

 

 

 

 

 

 

 

 

 

 

得救與服事見證 



 

                   

 

 

 

 

 

 

 

 

 

 

 

 

 

 

 

 

 

 

 

 

 

 

 



 中華福音神學院溫哥華學區   教會牧長推薦函 
報名編號：                【由本院填寫】    考生送交推薦函日期：     年    月     日      

報 考 者 

姓 名 
 

報
考
科
別 

 

□道學碩士科   □聖經碩士科（□全修）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全修） 
性 別 □男    □女 

                                    牧長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推 薦 人 姓 名  性別：□男 □女 
與報考者 

關係 
 

認識報考 

者年數 
 

聯 絡 電 話 （Ｏ）            （手機） Ｅ-mail  

教會或機構名稱  職稱  

對報考者熟識度 □非常熟 □熟 □不很熟 □不熟  說明：                                         

n 填寫說明 

一． 本資料乃機密文件(請勿交給報考者)，請填妥後密封，直接寄：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二．本推薦函係申請入學考試重要之審核文件，故請您務必於下列期限前，將本表寄出： 

截止收件時間：20   年  月  日。 

n ⼀般評估(請打「ü」)： 
一、  

項⺫ 優 良 可 劣 不詳 具體說明、描述或舉例(請擇要記錄) 
學習能⼒       
學習態度       
品⾏操守       
情緒管理       
健康狀況       
家庭⽣活       
婚姻⽣活       
兩性關係       
⼈際關係       
團契⽣活       
事奉態度       
同⼯配搭       

靈修 禱告⽣活       
基要真理       
委⾝⼼志       

 

 



二、 就您所了解的，報考者的人格特質有哪些？請打「ü」：(可複選) 

□合作的 □熱情的 □溫暖的 □有節制的 □親和力佳的 □缺乏彈性的 

□耐心的 □誠實的 □悲觀的 □易溝通的 □有領導力的 □忠心可靠的 

□開放的 □正直的 □有秩序的 □善分析的 □具說服力的 □不太受歡迎的 

□理性的 □助人的 □有恆心的 □理想化的 □缺乏條理的 □難面對壓力的 

□慷慨的 □坦誠的 □有主見的 □有效率的 □支配心強的 □難承擔重責的 

□保守的 □拘謹的 □重利慾的 □善表達的 □不易同工的 □行事有效率的 

□順服的 □固執的 □太主觀的 □好爭辯的 □自我反省的 □不太負責任的 

□簡樸的 □自信的 □情緒化的 □善交際的 □愛傳福音的 □不太謙卑受教的 

□仁慈的 □謹慎的 □富創意的 □重物質的 □不善社交的 □能站在別人立場的 

    

三、 請描述報考者在教會或機構中的事奉情形： 

                                                                   

                                                                   

四、 就您的觀察，報考者的恩賜有哪些？請說明： 

                                                                   

                                                                   

五、 報考者有哪些優點或重要表現值得您一提，請說明： 

                                                                   

                                                                   

六、 報考者如有某些缺點或弱點值得您一提，請說明： 

                                                                   

                                                                   

n 綜合評估與建議： 
一、 您願意推薦報考者來就讀本校嗎？ 

□極力推薦  □推薦  □勉強推薦  □不予推薦 

若報考者順利進入本校，您建議考生應該加強何種訓練？ 

                                                                   

二、 若您為牧長或機構負責人，報考者順利進入本校後，貴會(機構)將會：(可複選) 

□該生已經是本會全職傳道同工 □申請該生成為實習神學生 

□該生畢業後接納他/她為團隊事奉的成員 □願意成為該生日後屬靈的導師 

□支持該生的教育經費 □目前並無任何規劃想法 

三、 其它意見與說明： 

 

                           推薦者親筆簽名：                      



  中華福音神學院溫哥華學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Vancouver) 

                                cesvancouver@gmail.com  (604) 866-8669 
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NAME :(中)                            (英) 

                                                 Last             First          M.I 

Apply for Master of Divinity 
Apply for Master of Art in Religion 
Apply for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Major:    Christian Ed     Mission    Counseling    Pastoral    

                                              In General 

I  Agree to waive reviewing th is form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ad Carefully 
1. Candidate has to fill in the above blanks before submitting to Reference(Pastor/Elder/Deacon). Please mail 

directly to the School. 

2. This Recommendation has to be sent to the School promptly for reference. It is crucial for admission. 

3. Reference should be sincerely honest. Please put check marks in appropriate boxes. For those unknown, leave  
   blank. 

APPLICANT’S CONDITIONS 
                            Weak  Fair    Good  Outstanding           Remarks 
Personal: Leadership Skills      
           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      
           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 Skills      
           Maturity      
Family:  Marital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to serve      
        Family Witnesses      
Spiritual:  Daily Devotion      
          Biblical Knowledge      
         Spiritual Maturity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Ability      
          Research Work      
          Application      
Ministry: Committed      

RECOMMENDATION 



        Gifted      
        Team Spirit      
       Monetary Offering      
       Submissive to Authority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nt and Suggestions 

If the Applicant is admitted, what areas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further training is necessary for the Applicant to serve effectively in the Chur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do you consider to be the Applicant’s most outstanding gifts and trai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mark your recommendation： 

________ Recommend with enthusiasm for admission. 

________ Recommend for admission. 

________ Recommend with reservation. 

________ Do not recommend admission. 

Other Opinion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fere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lica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the Applica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r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i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