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天國文化領袖高峰會
【赴會通知】
日期：2 月 12 日(二)～2 月 14 日(四)，2 月 12 日(二) 15:00 開始聚會。
地點：高雄靈糧堂，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 157 號
講員：比爾‧強生(Bill Johnson)、史蒂夫・貝克藍(Steve Backlund)、
周神助(Nathaniel Chow)、廖文華(Ian Liao)、周巽光(Ewen Chow)
敬拜團：約書亞樂團
身分 信念 啟動命定 轉化
相信在這次的特會中，神會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神所賦予我們的身分，使我們能活出神在永
恆中所創造的我們。並透過屬天的啟示，將我們裡面不屬神的信念，被神版本的真實所取代，如同戴
上一個天國的紅外線眼鏡，聽神所說、看神所做，以至於當我們活出來、宣告出來、釋放出來的時候，
使教會走入它的命定，帶出天國的影響力。
「Asia for JESUS 國度豐收協會」執行長 / 周巽光牧師

報到方式
報到時間：2 月 12 日（二）13:00-15:00
報到地點：高雄靈糧堂，1 樓戶外廣場。
入場時間：2 月 12 日（二）14:00，請配合現場招待同工引導排隊入場。
報到方式：攜帶「現場報到 QR Code」，以紙本印出或手機平板等出示皆可。
（請優先以紙本出示，辨識度較高喔！）
備註：若無法預備 QR Code，請現場填寫報到條，提供您的出生年月日，進行報到作業。

★

★
★

QR Code 取得方式：


方式一：進入網址找到「活動查詢」：http://www.asiaforjesus.net/cms/manage/



方式二：至您報名時填寫的信箱收件，信件標題：「Asia for JESUS 活動審核結果!!」。

鼓勵大家多採用 QR Code 進行報到，以加快您的報到完成速度。
報到時段結束後，若有任何報到相關事宜，請至『大會服務台』洽詢。

聚會流程
日期
時間

2/12（二）

10:00-10:30
10:30-12:00

日期

2/13（三）

2/14（四）

敬拜

敬拜

信息 2

信息 5

史蒂夫‧貝克藍牧師

比爾‧強生牧師

12:00-14:00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14:00-14:15

敬拜

敬拜

信息 3

信息 6

比爾‧強生牧師

周神助牧師

休息

休息

Break

Break

信息 4

信息 7

史蒂夫‧貝克藍牧師

廖文華牧師

時間
10:00-10:30

-

10:30-12:00

12:00-13:00
13:00-13:30
13:30-13:50

報到

14:15-15:30

13:50-15:00
15:00-15:30
15:30-17:00

敬拜
Worship
信息 1
周巽光牧師

15:30-15:50
15:50-17:00

17:00-19:00

晚餐休息

17:00-19:00

晚餐休息

晚餐休息

19:00-19:30

敬拜

19:00-19:30

敬拜

敬拜

晚會 2

晚會 3

比爾‧強生牧師

比爾‧強生牧師

19:30-21:30

晚會 1
史蒂夫‧貝克藍牧師

19:30-21:30

備註：1.聚會流程若有更動，請以現場公告為主。
2.晚會入場時間：18:15 正式入場，請配合現場招待人員引導排隊入場。

大會商品販售說明
1. 特會現場設有各式商品攤位及各種優惠方案，並有「信用卡」
、
「銀聯卡」
、
「現金」
、
「支付宝」及「Apple
Pay」等付款方式，歡迎各位牧者、學員前往參觀採購。


1F 異象工場文創攤：單件 9 折，兩件 8 折，三件(含)以上 75 折 (不含 Asimon 商品)



2、3F 異象工場商品攤：單件 85 折，三件(含)以上 75 折 (不含特價商品)

2. 大會提供特會講員新書試讀，邀請學員於特會前搶先領受祝福，若有需要，可至特會現場販賣攤位
購買。
【當天堂介入(上)】Bill Johnson 比爾‧強生牧師 新書試讀
【當天堂介入(下)】Bill Johnson 比爾‧強生牧師 新書試讀
【嘲笑謊言成人版】Steve Backlund 史蒂夫 貝克藍及
Phil Drysdale 菲爾 德賴斯代爾、Chuck Maher 查克 梅爾、
Kim McGan 金 麥卡恩、Jared Neusch 杰瑞德 諾伊施 著

新書試讀

聚會注意事項
1. 大會僅於二樓平面層座位區前方設置『大會相關保留席』
。其他座位區未進行分區，請學員排隊並依
現場招待同工指示進場分區入座。
2. 本次特會會場座位有限，若學員有未報名之孩童隨行，孩童請勿進入會場就坐。大會另於 3 樓設置
有親子轉播室，歡迎學員與孩童前往親子轉播室聚會。大會並無照顧孩童之服務，請學員自行照顧
孩童。
3. 大會提供大型行李寄放服務，若有需要者請洽詢現場招待同工。行李寄放區僅供放置大型行李使用，
個人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大會不承擔保管及遺失賠償等責任。
4. 特會期間，請學員全程將名牌佩戴於顯眼處，以利招待同工識別。如有遺失需補發者，大會將酌收
工本費 50 元。
5. 特會期間，會場內座位區內禁止飲食，僅可攜帶白開水入場使用。
6. 2 月 12-14 日三天下午信息結束之後，會場將進行清場，所有學員均需外出用餐並重新排隊入場。
7. 請學員隨身攜帶健保卡及金錢，以便身體不適時就醫使用，大會不提供成藥，若有個人須長期服用
藥品，請自行攜帶。

申請報名費收據
1.

報名系統內已有各位報名者的電子收據資訊，若需開立紙本收據之學員請於大會期間至財務組(服務
台)申請。

2. 大會開放收據申請時間：(若有變動請以特會期間大會公告為準)
02/12(二) 18:00-19:00、02/13(三) 13:00-14:00、18:00-19:00
02/14(四) 13:00-14:00
3. 特會後申請開立收據的截止日期為 108 年 3 月 6 日(三)，請欲申請收據者，於上班時間電洽大會財
務部 02-2708- 5007 # 117。

用餐說明
1. 大會代訂餐：大會提供代訂 2 月 12 日晚餐、2 月 13-14 日午、晚餐（便當）服務。
一份餐券售價 80 元，購買時請自備零錢。餐券售出後恕不退費，餐券遺失恕無法補發。為節省時間，
若有多人同行，請收集費用並委由一人購買。
販售時間
2 月 12 日(二)

販售地點
13：00-15：00

服務台旁

2 月 13 日(三)、14 日(四) 09：00-10：00

服務台旁

2. 自行外出用餐：距離會場約 10-15 分鐘路程的地點，包括：
「台灣高鐵左營站」
、
「華夏路」
、
「重信路」
及「文川路」周邊均有各式大小餐廳可供學員用餐。相關位置可參考以下連結(點選以下連結，即可下載)：
大會周邊飲食示意圖
3. 為維護會場清潔並減少垃圾量，自行外出學員請用餐後再回會場參加聚會、亦請學員勿自行訂購外食
進入會場使用。
4. 會場有冷熱水飲水機，歡迎自備水杯使用。

交通資訊
【台灣高鐵】
1. 可搭乘 台灣高鐵至 〈左營站〉，出站後可搭乘計程車，約 5 分鐘可抵達【高雄靈糧堂】。
2. 抵達〈台灣高鐵左營站〉後可至〈高雄捷運 R16 左營（高鐵）站〉搭乘捷運，在 〈R15 生態園區
站〉下車後由 2 號出口出站並步行約 10-15 分鐘可抵達【高雄靈糧堂】。
【高雄捷運】
可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R15 生態園區站〉
，下車後經由 2 號出口出站並步行約 10-15 分鐘可抵
達【高雄靈糧堂（南島國際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