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1：個人提名表格 

 

1 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委員候選人 

個人提名表格 

第一部分：提名 

甲、候選人資料（由候選人填寫）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 

          （年／月／日）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所屬教會資料（由教會負責人填寫） 

所屬教會核實：茲證明以上人士為已受洗禮或軍旗禮加入本教會的會友。 

堂會名稱： 堂會蓋章： 

堂會牧師／負責人姓名： 

堂會牧師／負責人簽署： 

 

日期： 

本欄由本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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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丙、提名人資料（提名表格刊於下一頁，必須由二十位年滿 18 歲已接受洗禮或加入教會的基

督徒簽署提名方可，簽署提名人士亦須提供相關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核實其基督徒身

分。） 

第二部分：候選人同意提名、資格聲明及授權透露有關候選人的資料（由候選人填寫） 

1. 本人作為上文第一部分甲所述的獲提名人，謹此聲明，本人願意獲提名為「選舉委員會基

督教界別委員」候選人，並同意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具有是次選舉事宜之最後決定權。 

2. 本人證實上文第一部分甲所列有關本人之資料乃屬真實正確。 

3. 謹此聲明，本人有資格被提名為「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委員」候選人，本人已登記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區選區的選民及已接受洗禮或已加入教會。 

 

 

 

候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選人 必須親身遞交個人提名表格 往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九樓「選舉委員會基督

教界別選舉」秘書處。報名者可於以下網頁預約時間，已預約者可以獲優先處理： 

 

https://goo.gl/LmTDTS 或 

https://goo.gl/LmTD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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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資料 

1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2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3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4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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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資料 

5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6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7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8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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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資料 

9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0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1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2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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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資料 

13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4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5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6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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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資料 

17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8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19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20 A.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ＸＸ（X）  D. 提供之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選擇）： 

           1. 洗禮證明書 或 2. 會友證明書 或 3. 基督徒身份證明書 *  



D1：個人提名表格 

 

8  

* 若提供「洗禮證明書」或「會友證明書」作基督徒身份證明文件，請提交副本乙份，以茲存

檔。若需要「基督徒身份證明書」（表格 D1(S)），可到本會網頁 hkcc.org.hk 下載及自行影印。，

可於本會網頁下載。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為是次活動之用，基督教選委產生後將會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