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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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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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可撕下)．．．．．．．．．． ．．．．．．．．．．．．．．．．． 

課程內容 

3/06 

3/13 

3/27 

4/17 

5/01 

5/08 

5/22 

5/29 

6/05 

6/12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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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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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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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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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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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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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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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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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可撕下)．．．．．．．．．． ．．．．．．．．．．．．．．．．．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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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4/17 

5/01 

5/08 

5/22 

5/29 

6/05 

6/12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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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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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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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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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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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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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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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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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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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可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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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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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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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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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可撕下)．．．．．．．．．． ．．．．．．．．．．．．．．．．． 

課程內容 

3/06 

3/13 

3/27 

4/17 

5/01 

5/08 

5/22 

5/29 

6/05 

6/12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公司：          職稱： 身高  

手機  電話 (家)             (公司) 

聯絡住址  

學    歷 高中 大學 碩士以上 E-mail  

信仰 基督教/教會名稱                 天主教民間信仰佛教其他： 

婚姻狀況 單身(從未結過婚) 單身(離過婚) 單身(喪偶) 

推 薦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必填) 

 

(可撕下)．．．．．．．． ．．．．．．．．．．．．．．．．．．．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注意事項： 

1.報名真愛之旅課程，若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者，一律不予受理： 

A.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  

B. 附件（身分證）不齊全者（即報名手續未完成者），退件酌扣行政費ＮＴ２００元 

2.退費申請：於開課一星期前（即 2 月 28 日止）可退 80％之費用，之後恕不受理退費。 

主辦單位保留參加審核權。 

3.核准學員將於開課一週前收到上課通知，未獲核准報名者，亦將於開課一週前接獲通知，說明未核

准原因後退費（屆時未收到者，請來電洽詢：(03) 456-1011 #507 張姊妹 0906789643） 

4.報名方式：①填寫紙本報名表至教會櫃台報名繳費 

②於中壢靈糧堂官網下載填寫報名表，並匯款完成 e-mail 至 blccjl@gmail.com 信箱。 

〔匯款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銀行代碼 011] 帳號 26102000019375〕(請註明個人姓名、匯款日

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主旨寫上報名真愛之旅)  

 

(可撕下)．．．．．．．．．． ．．．．．．．．．．．．．．．．． 

課程內容 

3/06 

3/13 

3/27 

4/17 

5/01 

5/08 

5/22 

5/29 

6/05 

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