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学申请 

申请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学硕士/博士申请者，请填写你要修读的领域（旧约、新约、神学、教会历史、教牧神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勾(√) 你寄于学院的辅助文件： 

√ 项目 办公室用 

 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申请者：身份证副本 

国际申请者：护照第一和第二页副本，以及身份证副本。 

 

 一张近期（最近 3个月）护照型照片。  

 一份近期由合格医生完成的体检报告 MEDICAL EXAMINATION :用学院表格  

 受洗证书之证实副本 

*若无法提供受洗证书副本，请要求你现任的牧者写信证实你曾受洗 

 

 高中、专科的成绩单与文凭的证实副本*或公证书  

 道学硕士、神学研究硕士、研究课程申请者：(1)请向大学或神学院要求

把成绩单直接寄予三一神学院(注册处)；以及(2)文凭的证实副本*或公证

书  

 

 非华文教育申请者须要考“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并获得中等证书(270 分及

以上) (参阅网站 www.hanban.org 有关国外考点通讯录）。机构直接把成

绩发给三一神学院注册处。 

神学硕士/博士申请者：请机构直接把英语成绩发给三一神学院注册处。 

 

 请说明选择进入三一神学院的理由，以及完成课程后对教会圣工的期望与

心愿（约 400字） 

 

 基本课程申请者：(1)自撰的个人得救见证（约 800 字）；(2)蒙召进入事

奉的见证（约 800 字）。 

 

 神学硕士/博士申请者：呈交一份你报读领域的学术研究专文报告(六千至

八千字) 

 

 神学博士申请者：呈交一份暂定研究提案（一千至两千字）  

 道学学士/硕士申请者：须教会或宗派教会圣职甄选委员会的推荐书支持

申请者修读神学课程。 

神学研究硕士/神学研读文凭申请者：须教会的牧者/传道的推荐或认可信

支持申请者修读神学课程。 

研究课程申请者：须教会或宗派教会圣职甄选委员会的推荐书支持申请

者；若是神学院的储备讲师，须委派神学院院长的推荐书。 

 

 三一神学院入学经费资源表格  

 恕不退还的报名费：30新元 (或 26美元) [包含消费税]。 

国际申请者请通过汇票以新币付申请费，本地申请者可用支票支付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或通过银行或自动提款机将款项转到三一神

学院于星展银行 DBS的往来帐号 033-017261-3（请把单据与辅助文件

一同邮寄至注册处）。迟报名费：60 新元 (或 52美元) [包含消费税] 

 

证实副本*: 证实副本是指要求公认且可信之机构或教会蓋印章，以及有授权人之签名。 

三一神学院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电话: 65-6767 6677 电邮：registrar@ttc.edu.sg 

辅助文件 

严格保密 

http://www.hanban.org/


 

两份学院的评估表格（7 至 10 页）由申请者的评估人填写后直接寄予注册处（邮寄或电邮至 

registrar@ttc.edu.sg )： 

1) 认识申请者至少三年的母会牧师 
 

牧师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基本课程申请者：认识申请者至少三年的基督徒（除了家属与亲戚） 
 

研究课程申请者：完成神学学位的神学院院长或讲师 

 

推荐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神学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证我在入学申请表格填写的资料以及所提供的文件资料都

属真实和正确。 

 

 

申请者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评估表格、大学/神学院的成绩单，请将此申请表格前页，连同辅助文件以及报名费寄于： 

   注册处 The Registrar’s Offic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备注： 

1. 学院新学年于七月开始。 

2. 国际生须提前一周抵达办理学生签证。 

3. 基本课程：转移学分的要求将在被入取所报读的课程后，注册处将于迎新注册时段处理。 

学院将不会自动转移任何学分。 

 

网上申请表格以及辅助文件必须于欲报读年份的 1月 31 曰交至学院；居住在新加坡的申请者若报

读基本课程必须于 2月 28 日完成申请。 

注册处将安排海外申请者于 2月/3月通过网络媒介接受面试，并于 4月份安排居住在新加坡的

申请者到学院来面试。 

申请者将于 4月底接获电邮通知结果。 

若有需要，申请者可电邮 registrar@ttc.edu.sg 咨询。 

注册处收到网上申请表格以及所有的辅助文件，包括证实副本或公证书后才会受理申请。  

 

机密规则：申请者所提供的资料将绝对保密，只作为入学申请和学院记录之用。 

  

mailto:registrar@ttc.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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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Strictly Confidential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CONFIDENTIALITY POLICY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applicant will be confidential and us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and College’s records. 

Name                                                                                                                              (underline surname or family name)  

Date of Birth(dd/mm/yy)                                               Height ___                      m    Weight                        kg 

Address   _________                                             

1. Medical History (mental/psychological problem, serious illness & infections, operations, hospitalisations):  

                    

                    

2. General Examination: 

Eyes                                                                  ENT                                                                                             

Skin                         Lymph nodes       

Breasts (female students)                     

Cardio-respiratory system:  BP   Pulse rate       

Heart            Lungs        

Peripheral pulses                 

Abdomen                  

Nervous system                

3. Investigations: 

CXR report:                  

Urine Labstix: Glucose     Protein   Blood     Others   

UFEME (when indicated)             

Blood Hemoglobin                

Hbs Antigen           Hb Antibodies    _______   

VDRL & HIV (when indicated)            

4. General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certify that             has been examined by me and has no 

significant physical or mental illness that will adversely affect his/her studies. 

Name of Examining Doctor (IN BLOCK LET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inic’s Stamp &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                   Telephon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DICAL EXAMINATION  



 

三一神学院经济资源 

 

申请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务资助声明 

报读本学院课程的海外申请人必须呈交正式文件，证明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负担 

修读课程期间的所有开支，包括学费、零用钱、医药费和生活费等。 

 

申请人若并非自己承担求学费用，而是由家人、机构或学校资助，必须呈交资 

助者承诺资助的信件以及所有相关的正式文件。信件必须具有资助者的签名。 

 

新近录取的国际学生得预付一年费用。学生若退学，应于开学前或新学期开始 

时的 14 天内以书面通知学院，学院会退还学生预付的款项。 

 

 

 

你是否曾经负债破产？是/否 

 若是，请说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者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务资助声明 

 

申请者姓名:          

报读课程:                 修读时期:         
 

   自己负责，国际生须附上银行结单以示有足够款项支付所有学习费用。 

我是自费生。我声明我由足够的经济资源支持我完成在三一神学院的课程。我明白若学院在任何

时候发现我有财务状况，学院有权利要求我终止学业或延后学业。请把学院发票寄给本人。 

   我知道学院会寄发票给我。 
 

谨此确定 (资助者或资助的家人姓名)                                                                                       将会资助上述

学生在三一神学院修完整个研读课程的经费。  

此部分由资助者填写:（*删去不适用者） 

本人，*资助者 / 代表资助机构，承诺在经费上资助上述学生。 

本人/我们了解，必须为所资助的学生把还未付清学院的欠款支付给学院。 
 

资助金包括以下各项费用（ 请打勾  ）: 

  学费 * 整个研读课程 /______年 / ______个学期为限 

杂费 * 整个研读课程 /______年 / ______个学期为限 

  住宿和生活费 

  - 学生  

  - 学生和家人 

  建议津贴  

  - 书籍津贴  

  - 零用钱  

  - 其他津贴（请注明种类） 

  国际学生费用 

  - 学生证和签证相关费用  

  - 移民厅按柜金 (取消学生证并返回原居地时可退还) 

  - 其他费用 : (请注明种类) 

赞助者/授权人签名：  

赞助者/授权人姓名：  

赞助者/授权人职位：  

授权人为和代表机构：  日期：  

 

 

（请用机构印章盖章） 

 

注册处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申请者姓名:          报读课程:_________________ 修读时期:__________         

 本人是自费生。请把学院发票寄给本人。 

**此部分由资助者/资助的家人填写： 

    资助金会直接交给学生。由学生自行负责缴交学院的费用。 
 

    资助者会直接支付学院以下所示费用。若属合宜，其他资助金会直接交予学生。 

       请将学院账单寄至下列地址： 
 

 致：     

 地址:    

    

    

    

 必要时，请联络： 

 联络人姓名 ：  

 电邮 ：  

 

请寄以下所示各项费用的账单 :（请打勾  ） 
 

 
 学费 

杂费 
     住宿和生活费（学院住宿）: 

  学生 

     学院住宿费与膳食 

     假期内膳食费 : 每周 S$70 (按学院准则) 

  学生和家人 

     学院住宿费 

     家庭费用（膳食及水电气设施） - 按学院准则 

  
  夫妇 

   每月$600 

   夫妇及一个孩子        

   每月 S$725 

   夫妇及两个孩子 

  每月 S$850 

   夫妇及三个孩子 

  每月 S$975 

     学生子女的教育津贴（每月 S$ _______– 请注明数额） 
   
 建议津贴 (按学院准则) 

    书籍津贴（每学期） 

    S$500–神学硕士/博士    S$400–神学研究硕士/道学学士/硕士   S$400–教牧硕士 

     零用钱 : 每月 S$_______– 请注明数额(住宿生- S$350; 非住宿生 - $500 至 S$700) 
   
 国际学生费用 

     学生证和签证相关费用  

     移民厅按柜金 (取消学生证并返回原居地时可退还) 

     其他津贴（请注明种类和数额） 

 

开账指示 



 

请将此表寄回：注册处 The Registrar’s Office       机密文件 

     三一神学院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推荐者所提供的资料将保密并只于申请入学使用和作学院记录之用。 

申请者姓名:                                   课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者姓名:           职分或名衔:   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你与申请者认识了多久？是什么关系？ 

 
_______         ____      _____ 

• 评估申请者在应付课业的华文能力 

 

 聆听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阅读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语言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书写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 评估申请者在应付课业的英文能力 

 聆听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阅读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语言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书写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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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表格 —— 研究课程 



 

请推荐者慎重叙述申请者以下几方面的状况：性格和个性、情绪、健康、事奉、委身、智能、勤

奋、治学态度和能力。 申请者是否有条件进行研究（请列出明显的强处和弱点）。 

 

 
 
 
 
 
 
 
 
 
 
 
 
 
 
 
 
 
 
 
 
 
 
 
 
 
 
 
 
 
 
 
 
 

• 你对申请者的推荐是 

 

    极力推荐 

    推荐 

    不确定 

    不推荐 

 

 

推荐者签名:            日期:      

  

2 页之 2 



 

请将此表寄回：注册处 The Registrar’s Office       机密文件 

     三一神学院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推荐者所提供的资料将保密并只于申请入学使用和作学院记录之用。 

申请者姓名:                                   课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者姓名:           职分或名衔:   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你与申请者认识了多久？是什么关系？ 

 
_______         ____      _____ 

• 评估申请者在应付课业的华文能力 

 

 聆听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阅读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语言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书写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 评估申请者在应付课业的英文能力 

 聆听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阅读理解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语言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书写表达能力  不足够  满意  很好 

 

 

 

2 页之 1 

评估表格 —— 研究课程 



 

请推荐者慎重叙述申请者以下几方面的状况：性格和个性、情绪、健康、事奉、委身、智能、勤

奋、治学态度和能力。 申请者是否有条件进行研究（请列出明显的强处和弱点）。 

 

 
 
 
 
 
 
 
 
 
 
 
 
 
 
 
 
 
 
 
 
 
 
 
 
 
 
 
 
 
 
 
 
 

• 你对申请者的推荐是 

 

    极力推荐 

    推荐 

    不确定 

    不推荐 

 

 

推荐者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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