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可以勇敢特會 

【赴會通知】 

 

親愛的家人， 

    歡迎妳報名參加今年的「可以勇敢特會」，無論妳是第一次參加，或是過去曾參加過

姐妹特會，我們深知道在這個追尋自由進入命定的過程當中，妳並不是一個人在奮鬥努力，

我們和妳是走在一起的。 

    在今年的特會中我們再次邀請到 Kris Vallotton(克里斯˙韋羅頓)牧師來擔任講員，

也邀請到璽恩、蕭雅文、陳麗吉三位講員來一齊分享信息。我們另規劃有分組 workshop，

包括先知性繪畫、健康飲食與運動、美妝及及整體形象管理等主題，期待透過這些課程幫

助我們每位姐妹活出亮麗璀璨的生命。我們也預備了合堂座談，邀請不同領域的女性與講

員一同暢談領導、溝通與創業的經驗，冀望能鼓勵每位姐妹在職場等各領域發揮影響力。

大會期待透過本次的聚會，陪伴姐妹們回歸受造原貌，站上該站的位置、去到該去的地方，

無懼直行，完成神創造時命定要成為的自己。 

    邀請妳能夠預備心，懷抱著期待與輕鬆的心情，讓我們一起踏上這個認識自我發揮影

響力的旅程。 

 

 

 特會資訊  

日期：1/17(五)-1/18(六) 

地點：台北靈糧山莊，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 84 號。 

講員：克里斯‧韋羅頓 Kris Vallotton、璽恩、蕭雅文、陳麗吉 

  



 

 

 聚會流程  

日期 

時間 
1/17（五） 

日期 

時間 
1/18（六） 

12:00-13:00 學員報到 09:30-10:00 學員入場 

13:00-14:45 
信息 1 

Kris Vallotton牧師 
10:00-11:30 

信息 3 

Kris Vallotton牧師 

14:45-15:15 休息 11:30-12:30 午餐休息(*註) 

15:15-16:15 
信息 2 

璽恩、雅文姊，麗吉 
12:30-13:40 

信息 4 

璽恩、雅文姊，麗吉 

16:15-16:45 休息 13:40-14:00 休息 

16:45-17:45 分組信息 14:00-15:00 

合堂座談 

主持人:麗吉或璽恩 

來賓:蕭雅文+許力今師母 

17:45-19:30 晚餐休息   

19:30-21:30 
晚會 

Kris Vallotton牧師 
  

*備註：大會於 1/18(六)午餐提供每位學員一份輕食，請依大會指示憑名牌領取。 

 

 分組信息  

課程名稱 
先知性藝術的大能-

遇見天父認識自己 
原來我是完美的 走出你的風采 慶祝妳是妳 

講員姓名 柯妤臻(小妤) 賴姝珍 Elin 孫悅 Ashley Sun Jessica Lin 

課程內容 

透過先知性藝術認識

天父起初創造的自

己，突破框架，從脆弱

中再次剛強。 

從不同的角度來學習

彩妝，打破舊有的思

維，並且理解彩妝不

是改變原來的自己，

而是從新認識自己，

透過課程中所學習

的，突顯上帝創造的

美感。 

透過走路以及站姿

的調整，除了幫助學

員矯正體態與姿勢，

更正確認識神所造

的自己，有效提升自

信與魅力，及改變他

人看待自己的方式。 

從吃好，愛上照顧自

己的身心靈，如何透

過飲食與運動和身體

和好，和食物和好，勇

敢找到屬於自己最獨

特的健康美。 

學員攜帶

物品 

1. 簡單的繪畫工

具，色鉛筆或蠟

筆之類的 

2. 帶墊板 

3. 帶手機 

無 

1. 穿著緊身衣 

2. 帶高跟鞋 
無 



 

 

 報到方式  

報到時間：1/17（五）12:00-12:50 

報到地點：靈糧山莊 大道  

 報到方式（一）：攜帶「現場報到 QR Code」，以紙本印出或手機平板等出示皆可。 

QR Code 取得方式： 

方式一：進入網址：http://www.asiaforjesus.net/cms/manage，至「活動查詢」查看。 

方式二：至您報名時填寫的信箱收件，「Asia for JESUS 活動報名結果通知函」。 

 報到方式（二）：現場填寫報到條，提供您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手機，進行報到作業。 

 ※若您已領取名牌者，請直接排隊入場，無須再做報到。 

報到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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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會期間請各位學員需全程配戴名牌，並妥善保管好您的入場憑證(名牌)，如有遺失請至服務台進行補發，並

將酌收工本費 50 元。 
 

 聚會注意事項  

● 除大會保留席外，其他座位未註明排數、座號，請出席者屆時按排隊先後次序，依現場招待人員指示入場。 

● 親子室開放須知： 

 白天：未開放親子室，如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帶您的孩子一同前往服務台旁的電視轉播區聚會。 

 晚會：將開放親子室，僅供帶領 2.5 歲以下幼兒之弟兄姐妹聚會。也為了整潔、安全考量及尊重他人的

權益，請您與您的孩子都要穿著襪子。 

● 學員若有攜帶大型行李，大會將提供場地放置，請詢問現場招待同工，但由於同工人力有限，請見諒大會無

法承擔保管及遺失賠償等責任，個人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感謝您的配合及體諒。 

● 因聚會人數眾多，為使聚會中空氣循環順暢，會場冷氣通常會較冷，請弟兄姊妹自行攜帶保暖衣物。 

● 會場備有飲水機，歡迎自備環保杯或容器飲用。 

● 進出會場請配合將名牌佩戴於顯眼處，並配合現場招待人員做檢查。 
 

 申請報名費收據  

● 報名系統內已有各位學員的電子收據資料，可登入報名系統查詢。 

● 若額外需列印紙本收據之學員，請於大會開放收據申請時間至大會財務組(服務台)申請。 

● 欲索取紙本收據之學員，請於開放收據申請時間至服務台申請： 

1. 1/17(五)18:30~19:30  2. 1/18(六)12:00~12:30 (若有變動請以特會期間大會公告為準) 

● 特會後申請開立紙本收據的截止日期為 109 年 2 月 7 日(五)，請欲申請收據者，於上班時間電洽大會財務

部 ( 02-2708-5007#117)。 

http://www.asiaforjesus.net/cms/manage/index.php?


 

 

 

 用餐說明  

 餐券販售： 

 預購地點︰台北靈糧山莊-靈糧大道 貼有『餐卷販售處』。 

 餐卷價格：每份 80 元。購買餐券時請自備零錢。為節省餐卷購買及領餐時間，歡迎團體訂餐

及領餐。餐券售出後恕不退費，購買前請務必考慮清楚，並妥善保管餐券，遺失恕無法補

發。 

 預購時間：《1/17 12:00-13:00》開放預購 1/17(五)晚餐。 

 自行外出用餐：靈糧山莊附近的商家，大部分位於興隆路三段靠近“萬芳醫院”捷運站處，步行

約 10-15 分鐘。 

 

【異象工場】商品優惠方案  

 商品全面，單件 85 折、3 件(含)以上 75 折 (不含特價商品及非本版商品) 

 150 元加價購：父的筵席 CD+DVD (約書亞樂團 20 週年紀念專輯)、2016 先知學校特會 DVD 

 Empower 燈芯絨布包（黃、灰、紅）：任選兩件 69 折 

 零碼特價：AFJ 復刻 T 恤、Awakening 長版 T 299 元／HOPE 外套 699 元 

 特會期間，上 Asia TV 預購「2020 可以勇敢」特會信息，預購 6 堂信息(晚會免費觀看)，至「異

象工場」攤位出示「結帳完成畫面」，即隨機贈送「1 張外文專輯」或「1 套歷年特會信息」 

 付款方式：現金、刷卡(VISA/MasterCard/JCB/銀聯)、LINE Pay、支付寶、微信 

 

【ASIA TV】信息預購  

 簡易購買指南：PDF 檔 / JPG 檔  

 詳細操作影片：https://youtu.be/P3cL0AhyAwI (信息預購需使用報名系統的會員帳號密碼(也就

是您報名時所使用的)，才能購買；若忘記可以來電洽詢，或事先上網註冊成為會員，並請記住帳號

密碼) 

 

【Kris Vallotton 牧師】最新著作  

 天國理財家 試讀 

 

【特會主題】推廌書籍  

 天生美力的妳 (Kris Vallotton 牧師 著) 試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wrSkRKIIKdYOKz-_mCUFCEXUmoBeg22/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AQUppbM64m-aw8Nhc2rUE7l8MstW9Qm/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P3cL0AhyAwI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KcLILwhCOLe8P9h0OuoJ2POsdXCwzrc/view?usp=sharing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yhAGdfIQCeTCWDI6jGFskYDYzwUv55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RNGzfBOW63KdoCEsOIDBLzh7b5Y5wDg/view?usp=sharing


 

 

 交通資訊  

【搭乘捷運】 

1. 可搭乘捷運文湖線至「辛亥站」下車，再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台北靈糧山莊。「台北大眾捷運資訊」 

【搭乘公車】： 

1. 可搭乘 237、294、295、298、611、673、棕 12、棕 22、綠 11，於「辛亥國小」下車，再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台北靈糧山莊。「台北市公車資訊」 

2. 可搭乘綠 11，於「靈糧山莊」下車，再步行約 1 分鐘即可抵達台北靈糧山莊。「綠 11 公車資訊」 

【自行開車】 

1. 位於辛亥路四段與萬美街二段路口之辛亥國小，設有收費停車場，有需要的學員可配合停車場規定使用。 

2. 靈糧山莊 B4 樓地下停車場，配合特會有開放學員停車，數量有限停滿為止。（B3 樓為靈糧山莊住戶及教

會私人專屬停車場，請學員勿擅自進入停車。） 

 

 

  

https://www.metro.taipei/Default.aspx
http://www.taipeibus.gov.taipei/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1022&sec=1


 

 

【台北大眾捷運路線圖】（參考自：台北大眾捷運公司網站） 

  

特會場地-靈糧山莊 

鄰近『辛亥捷運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