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會員登記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CBMC Hong Kong Ltd
Connecting Business and Marketplace to Christ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會員類別

出生 年 月 日 性別 分會 入會日期

職業 任職機構 職位

公司電話 手機 電郵地址

住址 工作地區

最高學歷 年份

配偶姓名 年齡 所屬教會 信主年份: /非信徒

父親 年齡 母親 年齡

兒子 名 女兒 名 年齡

信主日期 年 月 日 受洗日期 年 月 日

受洗教會 現時教會

教會事奉經歷 期間: 年 月 崗位:

期間: 年 月 崗位:

期間: 年 月 崗位:

已知事奉恩賜: 曾接受之教會裝備:

曾接受之神學訓練:

加入分會日期: 年 月 日 受洗日期 年 月 日

己完成課程 從神看CBMC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企業嬴家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生命嬴家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生命影響生命提摩太門訓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華語前景學校: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領袖教練培訓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職場大使生命栽培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曾栽培的提摩太: 姓名: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CBMC 事奉經歷 期間: 年 月 至        年 崗位:

期間: 年 月 至        年 崗位:

期間: 年 月 至        年 崗位:
CBMC 國際會議/訪問 期間: 年 月 至        年 崗位:

期間: 年 月 至        年 崗位:

(   ) 我已閱讀及同意 CBMC 的願境、使命、信仰守規、行事原則、核心價值、核心信念、職場大使特質。

我同意恆常參加會午間職場查經會員聚會，並遵守CBMC 會員約章。

我明白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受個人私隱法例保障及約束, 並只作CBMC 香港及國際作會員活動推廣活動

簽署 姓名 推薦人 日期

面談人 日期 理事會通過日期

面談備註

信主/ 未信 信主/ 未信

個人資料

教會資料

家庭狀況

年齡

日期

CBMC 經歷



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會員須知

CBMC 全球使命

CBMC 香港使命
以禱告為核心, 在工商職場中傳福音為本業, 活出基督職場大使身量為使命, 

訓練門徒, 倍增職場門訓者, 見證榮耀基督, 影響世界

CBMC 信仰

1) 以聖經真理為基礎 Subscribe to Biblical Truth as our basis of Operations

2) 建立個人与神關係 Buil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3) 以工商職場為事奉 Workplace is our Ministry

4) 恢復健康的夫妻關係 Restore Healthy Family through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5) 以團隊及共同體為工作 Work as One Body One Team

6) 承傳世代使命 Pass the Vision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7) 與教會配搭實踐大使命 Co-collaborate with Churches to Fulfil the Great Mission of Christ

CBMC 會員類別

會員: 已洗禮加入教會之工商界專業人士, 企業東主, 企業行政人員, 自顧人士 

CBMC 每年會費
會員會費年繳每年 HKD600元

    永久會員會費 HKD6000元

基督職場大使生命素質

1) 與主每日親密的同行 Walk Daily in Intimacy with Jesus Christ

2) 活在信徒督責的關係 Live in accountable relationship with Believers

3) 與人分享基督的信心 Share Faith in Christ in my sphere of Influence

4) 助人靈命成長的門訓 Help Others Grow Spiritually through Life-on-Life Discipleship

5) 落實生命的優先次序 Live an integrated life with Proper Life Priorities

6) 活出對人慷慨的生命 Live a life of Generosity

7) 貫徹聖經真理的實踐 Apply biblical principles in all areas of my life

8) 持守忠誠卓越的標準 Maintain a Standard of Excellence with Integrity

9) 真心衷心地關心別人 Genuinely Caring for People

10) 活出上帝對己的召命 Live out God’s Call on my Life

以耶穌基督的福音, 轉化全球工商職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