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编号：
注册编号：3372/83（
3372/83（雪兰莪）
雪兰莪）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
）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NECF Malaysia）

普通会员申请表格
APPLICATION FOR ORDINARY MEMBERSHIP

本会的目标如下：
本会的目标如下：
a

促进教会灵命复兴。
促进教会灵命复兴。

b

成为保护基督教信仰及传播的媒介。
成为保护基督教信仰及传播的媒介。

c

成为福音派教会供团契及有效合作的媒介，
成为福音派教会供团契及有效合作的媒介，特别在布道、
特别在布道、圣经教导及社会关怀上。
圣经教导及社会关怀上。

d

提供咨询及成为基督教团体及其他宗教团体合作的媒介

我们愿真诚的接受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的信仰宣言及目标，
我们愿真诚的接受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的信仰宣言及目标，因此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因此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子－申请为会
员。我们明白身为一个普通会员的职责
我们明白身为一个普通会员的职责，
职责，我们乐意协助及为着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所有的事工代祷。
我们乐意协助及为着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所有的事工代祷。

教会名称/
教会名称/注册基督教机构或团体：
注册基督教机构或团体：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
Name of Church/Registered Christian Organisation or Instit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宗派
____宗派：
宗派：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omination

教会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Address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Mailing Address

电话：
电话：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
_____传真：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电邮：
电邮：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Tel

Fax

E-mail

社团/
若有)：_____
社团/ 公司注册编号及日期
公司注册编号及日期 (若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Date & Registration No. (if any)

会友人数：
会友人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日期：
成立日期：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Size of Congregation

语言:
语言: (
Language

)英语
)英语
English

Date of commencement

(

)华语
)华语

Chinese

(

)马来语
)马来语 (
BM

)淡米尔文
)淡米尔文 (
Tamil

)其他
)其他

Others (Tick accordingly)

牧师/
牧师/传道/
传道/长老/
长老/总干事姓名：
总干事姓名：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
Name of Pastor/Elder/Chairman/President

电话：
电话：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手提：
手提：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 传真：
传真：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Tel

H/Phone

Fax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_ 电邮：
电邮：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I.C. No

E-mail

正式代表 (主要联络人一
主要联络人一)：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牧师/
牧师/博士/
博士/传道/
传道/先生/
先生/女士/
女士/小姐)
小姐)
主要联络人一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
Name of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Rev/Dr/Pr/Mr/Mrs/Miss)

(如与上者不同，
与上者不同，请填写此格
填写此格)
此格) (If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教会担任职务
教会担任职务：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
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
Position in church

I.C. No

地址：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电话：
电话：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手提
____手提：
手提：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传真
_____传真：
传真：_____
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电邮：
电邮：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
Tel

H/Phone

Fax

E-mail

副正式代表 (主要联络人二
主要联络人二)：
主要联络人二 ：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
_____(
__(牧师/
牧师/博士/
博士/传道/
传道/先生/
先生/女士/
女士/小姐)
小姐)
Name of Alternate Representative

(Rev/Pr/Pr/Mr/Mrs/Miss)

教会担任职务
教会担任职务：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身份证号码
____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Position in church

I.C. No

地址：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Address

电话：
电话：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____手提
__手提：
手提：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传真
_____传真：
传真：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电邮
_________电邮：
电邮：____
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
Tel

H/Phone

Fax

E-mail

信仰宣言
本会的信仰宣言如下：
本会的信仰宣言如下：
a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完全可靠，
完全可靠，绝无谬误，
绝无谬误，在操行及信仰的事件上拥有无上的权威。
在操行及信仰的事件上拥有无上的权威。

b

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圣父、
圣父、圣子和圣灵。
圣子和圣灵。

c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为贞女所生、
为贞女所生、在肉身中从不犯罪、
在肉身中从不犯罪、施行神迹
施行神迹、为世人
赎罪而死，
赎罪而死，身体复活、
身体复活、升天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升天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将来必在荣耀及权柄中再临。
将来必在荣耀及权柄中再临。

d

罪人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
罪人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藉着圣灵得以重生。
藉着圣灵得以重生。这是因着信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这是因着信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e

圣灵居住在信徒当中，
圣灵居住在信徒当中，使信徒能活出圣洁的生活，
使信徒能活出圣洁的生活，以见证及服事主耶稣基督。
以见证及服事主耶稣基督。

f

圣徒合而为一成为教会－
圣徒合而为一成为教会－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g

得救与迷失的将一起复活，
得救与迷失的将一起复活，得救的将获得永生，
得救的将获得永生，而迷失的将致灭亡。
而迷失的将致灭亡。

附上马币_____
附上马币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为
__为会员费及特别奉献马币
会员费及特别奉献马币_
及特别奉献马币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于马来西亚福音联谊
__________于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
于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

日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式代表/
正式代表/代签者）
代签者）

教会或机构印章：
教会或机构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费：
会员费：RM250.00. 请用支票/
请用支票/汇票。
汇票。汇票或支票上请注明付给 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

注：请参考普通会员申请指引
请参考普通会员申请指引

只限办公室使用：
只限办公室使用：
核对及收据发出日期：
核对及收据发出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收据号码：
收据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提议：
提议：_____________ 附议：
附议：________________ 批准日期：
批准日期：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 (NECF Malaysia)
32, Jalan SS2/103,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电话：
－7727 8227 传真：
－7729 1139
电话：03－
传真：03－
电邮：
电邮：chinese@necf.org.my 网址：
网址：www.necf.org.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