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聚會報名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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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理系統(CMS) P. 2

手機應用程式 P. 20

請選擇使用平台

简体版本



中央管理系統(CMS)

(請選以上適合項目，按入查閱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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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 瀏覽器

生命之道學員報名 P.3 – P.10

非生命之道學員報名 P.11 – P.16

https://www.google.com/chrome/


生命之道學員

3

現時及曾經參與的學員
(包括實體課程及網上課程)



請進入中神生命之道網頁www.cgst.edu，在「生命之道課程」選上「中央管理系統」，
然後點擊「登入」或在「快速登入」點擊「生命之道」

4



步驟 1. 請輸入「帳戶」及
「密碼」登入自己的帳戶

如忘記了帳戶或密碼，按需要選
擇「忘記帳戶」或 「忘記密碼」，
並在新視窗提供相關資料，便可
重新取得帳戶或新密碼

請注意
如沒收到電郵，請查看你
的垃圾郵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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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登入版面後，請依照以下步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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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成功登入後，請按左
欄「聚會」

步驟 3. 在「聚會(列表)」版
面，按需要在左上方選擇
「區域」

請注意：
1. 報名網上課程，請選擇「網

上課程(廣東話)」或「網上
課程(普通話)」

2. 報名實體課程，請選擇課程
舉辦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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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選擇合適之課程聚會

請注意 : 
如課程聚會太多，可再按「場地」(綠色) 或
「名稱」(紅色)作篩選並選擇適合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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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在「聚會(唯讀)」版
面選擇「報名」後，進入
「報名資料(公開報名)」版面，
填妥表格上的資料，再按
「遞交」

請注意 :
1. 有「*」的資料是必須填寫
2. 「個人資料聲明」部份填妥

後，「遞交」按鈕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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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視窗彈出，即代表你的報名申請已成功遞交

請注意：
成功遞交並「不」代表被取錄，被取錄者最遲將會在截止日期後至開課前兩星
期內(網上課程除外)收到通知，並以學員身分登入此系統查閱。



查閱報讀狀態及進度

按左欄的「報名資料」進入「報名資料(列表)」版面可查閱報讀狀態
成功報名後，「報名資料」的「狀態」一欄會顯示「在審核中」
當獲取錄後，「報名資料」的「狀態」一欄會顯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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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命之道學員
從未參與生命之道的新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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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進入中神生命之道網頁www.cgst.edu，在「生命之道課程」選上「中央管理系統」，
然後點擊「登入」或在「快速登入」點擊「生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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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登入版面後，請依照以下步驟報名

步驟 1. 請在「非學員瀏覽」，
按請按此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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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先按需要在左上方
選擇「區域」

請注意：
1. 報名網上課程，請選擇「網

上課程(廣東話)」或「網上
課程(普通話)」

2. 報名實體課程，請選擇課程
舉辦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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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選擇合適之課程聚會

請注意 : 
如課程聚會太多，可再按「場地」(綠色) 或
「名稱」(紅色)作篩選並選擇適合之課程



步驟 4. 進入「報名資料(公開報
名)」版面，填妥表格上的資料，
再按「遞交」

請注意 :
1. 有「*」的資料是必須填寫
2. 「個人資料聲明」部份填妥

後，「遞交」按鈕才會顯示

當出現此版面，就代表已經成功
遞交報名申請。

請注意：
成功遞交並「不」代表被取錄，
被取錄者最遲將會在截止日期後
至開課前兩星期內(網上課程除外)
收到通知，並以學員身分登入此
系統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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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獲「取錄」，系統會分別發出
「帳戶」及「密碼」到你所登記
之電郵地址

「登入」後，學員需先立刻更改
密碼

請注意
如沒收到電郵，請查看你的垃圾郵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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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應用程式

(請選以上適合項目，按入查閱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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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瞄
QR code下載

生命之道學員報名 P.18 – P.24

非生命之道學員報名 P.25 – P.32



生命之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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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及曾經參與的學員
(包括實體課程及網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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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首次開啟Mobile App，
可先閱覽有關生命之道及
Mobile App的簡介(圖一)
再設定「定位」及「相機」
功能(圖二)

(圖一) (圖二)

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後



步驟 1. 請輸入「帳戶」及
「密碼」登入自己的帳戶

如忘記了帳戶或密碼，按需要選
擇「忘記帳戶」或 「忘記密碼」，
並在新視窗提供相關資料，便可
經電郵重新取得帳戶或新密碼

請注意
如沒收到電郵，請查看你
的垃圾郵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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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登入版面後，請依照以下步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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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成功登入後，請
按「聚會報名」 (圖一)

步驟 3. 在「聚會報名」
版面選擇課程聚會 ，
或可用「篩選」功能，
按需要篩選合適自己
的課程聚會 (圖二)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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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篩選」版面，可用「聚
會名稱」、「區域」、「報
名情況」及「報名狀態」作
篩選 (圖一)

如用「區域」作篩選的請注
意 (圖二)
1. 報名網上課程，請選擇

「網上課程(廣東話)」或
「網上課程(普通話)」

2. 報名實體課程，請選擇課
程舉辦的「區域」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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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選擇課程聚會後，
在「聚會資料」版面按
參加(圖一)

(圖一) (圖二)

步驟 5. 在「參加聚會」
版面填上資料(圖二)

請注意 :
1. (*)的是必須填寫的
2. 「私人政策聲明」是必

須選擇才可按「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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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出現此版面，就代表已經成功遞
交報名申請。

請注意：
成功遞交並「不」代表被取錄，被
取錄者最遲將會在截止日期後至開
課前兩星期內(網上課程除外)收到
通知，並以學員身分登入此系統查
閱。



非生命之道學員
從未參與生命之道的新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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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當首次開啟Mobile App，
可先閱覽有關生命之道及
Mobile App的簡介(圖一)
再設定「定位」及「相機」
功能(圖二)

(圖一) (圖二)

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後



步驟 1. 請按「非學員
瀏覽」進入主頁(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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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登入版面後，請依照以下步驟報名

(圖一) (圖二)

步驟 2. 在主頁按「聚
會報名」(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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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在「聚會報名」
版面選擇課程聚會 ，
或可用「篩選」功能，
按需要篩選合適自己
的課程聚會 (圖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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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篩選」版面，可用「聚
會名稱」、「區域」、「報
名情況」及「報名狀態」作
篩選 (圖一)

如用「區域」作篩選的請注
意 (圖二)
1. 報名網上課程，請選擇

「網上課程(廣東話)」或
「網上課程(普通話)」

2. 報名實體課程，請選擇課
程舉辦的「區域」

(圖一) (圖二)



步驟 4. 請細閱「報名
須知」後按右上角的
「關閉」(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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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步驟 5. 在「首次報名」
版面輸入資料(圖二)

請注意 :
1. (*)的是必須填寫的
2. 如系統顯示你的電郵及電

話已被登記，你可能已是
「學員」，請用學員方法
登入系統



步驟 6. 請繼續在「首
次報名」版面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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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
1. (*)的是必須填寫的
2. 「所屬教會」一項，如

你所輸入的教會名稱並
未在系統的教會資料庫
出現，請按「完成」，
系統也會接納的。(圖一)

3. 「私人政策聲明」是必
須選擇才可按「提交」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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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交」後出現此版面，就代表
已經成功遞交報名申請。

請注意：
成功遞交並「不」代表被取錄，被
取錄者最遲將會在截止日期後至開
課前兩星期內(網上課程除外)收到
帳戶及密碼通知，並以學員身分登
入此系統查閱。



课程、聚会报名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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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理系统(CMS) P. 34

手机应用程式 P. 49

请选择使用平台

繁體版本



中央管理系统(CMS)

(请选以上适合项目，按入查阅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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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生命之道学员报名 P.35 – P.42

非生命之道学员报名 P.43 – P.48

https://www.google.com/chrome/


生命之道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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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及曾经参与的学员
(包括实体课程及网上课程)



请进入中神生命之道网页www.cgst.edu，在「生命之道课程」选上「中央管理系统」，
然后点击「登入」或在「快速登入」点击「生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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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请输入「帐户」及
「密码」登入自己的帐户

如忘记了帐户或密码，按需要选
择「忘记帐户」或「忘记密码」，
并在新视窗提供相关资料，便可
重新取得帐户或新密码

请注意

如没收到电邮，请查看你
的垃圾邮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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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登入版面后，请依照以下步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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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成功登入后，请按左
栏「聚会」

步骤 3. 在「聚会(列表)」版
面，按需要在左上方选择
「区域」

请注意：
1. 报名网上课程，请选择「网
上课程(广东话)」或「网上
课程(普通话)」

2. 报名实体课程，请选择课程
举办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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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合适之课程聚会

请注意 : 
如课程聚会太多，可再按「场地」(绿色)或
「名称」(红色)作筛选并选择适合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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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聚会(唯读)」版
面选择「报名」后，进入
「报名资料(公开报名)」版面，
填妥表格上的资料，再按
「递交」

请注意 :
1. 有「*」的资料是必须填写
2. 「个人资料声明」部份填妥
后，「递交」按钮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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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视窗弹出，即代表你的报名申请已成功递交

请注意：
成功递交并「不」代表被取录，被取录者最迟将会在截止日期后至开课前两星
期内(网上课程除外)收到通知，并以学员身分登入此系统查阅。



查阅报读状态及进度

按左栏的「报名资料」进入「报名资料(列表)」版面可查阅报读状态
成功报名后，「报名资料」的「状态」一栏会显示「在审核中」
当获取录后，「报名资料」的「状态」一栏会显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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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命之道学员

从未参与生命之道的新报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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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入中神生命之道网页www.cgst.edu，在「生命之道课程」选上「中央管理系统」，
然后点击「登入」或在「快速登入」点击「生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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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登入版面后，请依照以下步骤报名

步骤 1. 请在「非学员浏览」，
按请按此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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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先按需要在左上方
选择「区域」

请注意：
1. 报名网上课程，请选择「网
上课程(广东话)」或「网上
课程(普通话)」

2. 报名实体课程，请选择课程
举办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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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合适之课程聚会

请注意 : 
如课程聚会太多，可再按「场地」(绿色)或
「名称」(红色)作筛选并选择适合之课程



步骤 4. 进入「报名资料(公开报
名)」版面，填妥表格上的资料，
再按「递交」

请注意 :
1. 有「*」的资料是必须填写
2. 「个人资料声明」部份填妥
后，「递交」按钮才会显示

当出现此版面，就代表已经成功
递交报名申请。

请注意：
成功递交并「不」代表被取录，
被取录者最迟将会在截止日期后
至开课前两星期内(网上课程除外)
收到通知，并以学员身分登入此
系统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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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取录」，系统会分别发出
「帐户」及「密码」到你所登记
之电邮地址

「登入」后，学员需先立刻更改
密码

请注意

如没收到电邮，请查看你的垃圾邮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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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应用程式

(请选以上适合项目，按入查阅相关内容)

49

请扫瞄
QR code下载

生命之道学员报名 P.50 – P.56

非生命之道学员报名 P.57 – P.64



生命之道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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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及曾经参与的学员
(包括实体课程及网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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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首次开启Mobile App，可
先阅览有关生命之道及
Mobile App的简介(图一)
再设定「定位」及「相机」
功能(图二)

(图一) (图二)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后



步骤 1. 请输入「帐户」及
「密码」登入自己的帐户

如忘记了帐户或密码，按需要选
择「忘记帐户」或「忘记密码」，
并在新视窗提供相关资料，便可
经电邮重新取得帐户或新密码

请注意

如没收到电邮，请查看你
的垃圾邮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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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登入版面后，请依照以下步骤报名



53

步骤 2. 成功登入后，请
按「聚会报名」 (图一)

步骤 3. 在「聚会报名」
版面选择课程聚会，
或可用「筛选」功能，
按需要筛选合适自己
的课程聚会 (图二)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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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筛选」版面，可用「聚
会名称」、「区域」、「报
名情况」及「报名状态」作
筛选 (图一)

如用「区域」作筛选的请注
意 (图二)
1. 报名网上课程，请选择
「网上课程(广东话)」或
「网上课程(普通话)」

2. 报名实体课程，请选择课
程举办的「区域」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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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课程聚会后，
在「聚会资料」版面按
参加(图一)

(图一) (图二)

步骤 5. 在「参加聚会」
版面填上资料(图二)

请注意 :
1. (*)的是必须填写的
2. 「私人政策声明」是必
须选择才可按「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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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此版面，就代表已经成功递
交报名申请。

请注意：
成功递交并「不」代表被取录，被
取录者最迟将会在截止日期后至开
课前两星期内(网上课程除外)收到
通知，并以学员身分登入此系统查
阅。



非生命之道学员

从未参与生命之道的新报读者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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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首次开启Mobile App，可
先阅览有关生命之道及
Mobile App的简介(图一)
再设定「定位」及「相机」
功能(图二)

(图一) (图二)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后



步骤 1. 请按「非学员
浏览」进入主页(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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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登入版面后，请依照以下步骤报名

(图一) (图二)

步骤 2. 在主页按「聚
会报名」(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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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聚会报名」
版面选择课程聚会，
或可用「筛选」功能，
按需要筛选合适自己
的课程聚会 (图一)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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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筛选」版面，可用「聚
会名称」、「区域」、「报
名情况」及「报名状态」作
筛选 (图一)

如用「区域」作筛选的请注
意 (图二)
1. 报名网上课程，请选择
「网上课程(广东话)」或
「网上课程(普通话)」

2. 报名实体课程，请选择课
程举办的「区域」

(图一) (图二)



步骤 4. 请细阅「报名
须知」后按右上角的
「关闭」(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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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步骤 5. 在「首次报名」
版面输入资料(图二)

请注意 :
1. (*)的是必须填写的
2. 如系统显示你的电邮及电
话已被登记，你可能已是
「学员」，请用学员方法
登入系统



步骤 6. 请继续在「首
次报名」版面输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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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
1. (*)的是必须填写的
2. 「所属教会」一项，如
你所输入的教会名称并
未在系统的教会资料库
出现，请按「完成」，
系统也会接纳的。(图一)

3. 「私人政策声明」是必
须选择才可按「提交」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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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交」后出现此版面，就代表
已经成功递交报名申请。

请注意：
成功递交并「不」代表被取录，被
取录者最迟将会在截止日期后至开
课前两星期内(网上课程除外)收到
帐户及密码通知，并以学员身分登
入此系统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