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Asia for JESUS 韓國短宣隊 

報名資訊 

 行程規劃  

日期 行程規劃 

5/30(六) 桃園國際機場（中午） → 韓國首爾仁川機場 → 晚餐 → Orientation & 禱告會 

5/31(日) 參訪韓國教會、參加主日崇拜、小組 outreach 行動 
至會場為

聚會守望

禱告 

腓力牧師醫治聚會 

(仁川主安長老教會) 

6/1(一) 團隊聚集、景福宮＆北村 

6/2(二) Acts29 Vision Village (大地教會宣教訓練基地)  

6/3(三) 團隊聚集、小組 outreach 行動 

6/4(四) 市區觀光 → 韓國首爾仁川機場（下午） → 桃園國際機場 → 返家 

備註： 

1. 短宣隊由靈糧生命培訓學院副院長韓泰鉉牧師(韓國籍)帶隊，參訪韓國歷史景點、街頭先知性服

事，並為韓國行走禱告。 

2. 5/31-6/3 四天晚上參加腓力牧師於仁川主安長老教會所舉辦的醫治聚會，教會網址：

http://w3.juan.or.kr/。 

3. 早餐由飯店提供，午晚餐預計規劃韓國特色餐食：韓式冷麵、篸雞湯、韓式牛肉麵、豬肉湯飯

等。 

※行程如有更動，以大會資訊為準。 

 

 報名資訊  

一、 報名階段及費用： 

1. 3/31 前：36,000 元/每人（早鳥優惠價格） 

2. 4/1 起：40,000 元/每人 

二、 報名費用內容： 

1. 報名費包含：台灣桃園-韓國首爾來回機票、全程海外旅遊平安險、5/30-6/4 五晚住宿(兩人同住

一室)、短宣期間之餐點及交通。 

2. 報名費不包含：個人來回桃園國際機場的交通費用、個人護照、其他個人花費。 

★短宣隊每餐將提供基本飲食，若有額外用餐需求，需自行負擔費用。 

★護照有效期限需半年以上，如不符者，需重新辦理護照。 

三、 報名資格及名額：報名者需年滿 20 歲以上，若 20 歲以下需監護人同意。 

四、 報名截止日：額滿為止，若額滿將於 Asia for JESUS 官網公告報名截止。 

五、 報名流程： 

1. 繳交【短宣隊申請書及牧者推薦函】： 

（1） 申請者填寫【短宣隊申請書】。 

（2） 請由推薦牧者填寫【牧者推薦函】，由推薦牧者裝入信封密封後，轉交申請者連同【短宣隊

申請書】寄回大會辦公室。 

http://w3.juan.or.kr/


 

 

 親送：每週一至週五 10:00~12:00、13:00~18:00 親送至大會辦公室。 

 郵寄：於信封上註明：「2020 Asia for JESUS 韓國短宣隊報名表」 

2. 大會審核： 

大會收到申請者之『短宣隊申請書』及『牧者推薦函』後，即會進行審核，並主動通知申請

者審核結果。 

3. 繳交報名費：經大會通知繳費者，請於一週內完成繳費。 

4. 報名成功，並於出發前二週收到「行前通知」 。 

六、 繳費方式： 

1. 銀行匯款 

 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分行：和平分行 

 帳號：12110009952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 

 請於繳費後，將匯款單傳真或 Mail 提供給大會。 

2. 信用卡付款（採信用卡刷卡方式者將另加 2%手續費、使用美國運通卡需另加 3.1％手續費） 

 欲使用信用卡付款，請來電/來信索取「信用卡刷卡授權書」，填妥後將授權書提供給大

會。 

七、 退費申請 

若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將由報名者承擔團費損失，將扣除行政成本 3,000 元及其他個人需承擔之

費用後，餘額退還報名者。 

 

 聯絡資訊  

電話：02-2708-5007 分機 103。大會傳真：02-2708-5045 

辦公室地址：10659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01 號 12 樓 

 

 

  



 

 

2020 Asia for JESUS 韓國短宣隊 【短宣隊申請書】 

《報名者個人資訊》請附上「短宣隊申請書」時，連同「護照內頁」拍照或掃描寄至 asiaforjesus@asiaforjesus.net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參照護照)：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是否已受洗？□是  □尚未 

《報名者家庭資訊》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緊急聯絡人地址：                         □同報名者 

《報名者屬靈恩賜》 

是否受過禱告和醫治領域的訓練：□是 □否 請簡述：                 

是否受過其他基督教事工訓練或裝備訓練：□是 □否 請簡述：             
 

《報名者外語專長》 

韓文會話能力：□非常流利 □流利 □可簡單對話 □不懂 

是否有其他外語專長：□否 □是，外語為：      □非常流利 □流利 □可簡單對話 
 

《報名者教會資訊及推薦牧者資料》 

報名者所屬教會：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職稱：       認識報名者  年 

推薦人聯絡電話：             

※申請者若為小組員，推薦人由小組長/輔導填寫。若為小組長，推薦人則由區長或區牧(牧師)填寫。 

※推薦牧者需為申請人填寫『牧者推薦函』。 

文件一 



 

 

 

《報名者健康及保險資料》 

為了幫助我們更加了解您的身體和心理的情形，以致於我們在短宣的過程中，能夠在任何緊急的時

候，給予你最大的幫助。請您填寫下列問題： 

 

你目前是否有/曾經有任何身體上的重大殘疾？或動過重大手術 □是，□否。如果有，請簡述： 

                                           

你是否曾經進行過心理或情感上的醫療？□是，□否。如果有，請簡述：           

                                           

請列舉可能在短宣過程中影響或限制到你的參與，和任何你現在正在服用的藥物：       

                                           

請列舉任何會導致你在食物上、醫藥上過敏的物品：                    

 

除了大會辦理的旅遊平安險，我們強烈地建議你能擁有一個個人主要的醫療保險，為的是在短宣

行程中的緊急狀況時，能夠涵蓋可能產生的醫療支出。 

你是否有一個主要的醫療保險？ □是，□否。如果有，保險公司為：             

 

以上資訊關乎您在緊急情形時的個人安全與保障，請您確實填寫。 

 

 

 

《名額替換及退費申請》 

若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_______________(請簽名)願意承擔團費損失，將扣除行政成本 3,000 元及

其他個人需承擔之費用後，餘額退還報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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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隊須知》 

在短宣過程中，你所會面對到關於地點、過程、團員等的狀況，Asia for JESUS 團隊均有說明和要求，

為的是幫助大家能真實在短宣隊中，放下自己更多依靠神，以致於帶下更多的祝福在我們所服事的地

點和百姓當中。 
 

 短宣隊安排 

在短宣行程中，所有的成員皆屬於同一個團隊。我們會分成幾個小隊來管理、或同時配合弟兄姊妹進

行服事。小隊中會選任一位領袖，大家一起用餐、禱告、分享見證。這些小隊均是由 Asia for JESUS

團隊隨機安排，為的是在短宣隊行程中鼓勵彼此不認識的團員能夠有更多的互動。 

 短宣前預備 

在短宣的行程中，無論是節奏或步調都是比較耗費體力的，請預備於出發前調整自己的身體狀況，以

適應短宣隊的行程。 

 短宣隊期間 

短宣期間，最重要的就是『彈性』。短宣隊聚集通常會在一個地方教會進行，但有時候會在一個開放的

空間、或較大的空地，Asia for JESUS 團隊將配合由地方教會或領袖所提供的場地來聚集。而在整個

行程中，短宣隊的任務內容和目標都是隨時在變動的。所有的短宣隊團員，都需要配合短宣隊管理人

員的指示，隨時進行會議或工作任務上的調整。 

 短宣隊基本原則 

1. 衝突溝通：如果與某團員發生衝突，請直接與本人或短宣隊的領袖溝通，一起來討論並解決問題。 

2. 合宜衣著：為避免危險或造成短宣期間的行動不方便，同時也為了尊重服事特會及服事時的行動

工作方便，短宣隊服事期間，不宜穿著短褲、背心，姊妹不宜穿細肩帶、短裙，如果為裙裝長度需

過膝。 

3. 異性相處：短宣期間，異性團員之間需以合宜的方式相待。在言語上，需保持尊重。在距離上，需

避免與異性同工同處密閉空間、或單獨相處。異性之間，需避免身體上的接觸。如需彼此分享禱告，

需以團體為主，且在安全開放的空間。 

4.配合團隊要求暫停服事說明：如果在短宣隊期間，未遵守短宣隊規定，以致嚴重影響短宣進行，經

勸告後仍未改善者，將請團員暫時休息。 

報名者（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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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Asia for JESUS 韓國短宣隊 【牧者推薦函】 

 

申請者姓名：                   性別：          年齡：           受洗年數：        

（上列資料請申請者填寫） 

 

親愛的牧者、領袖平安： 

歡迎您的弟兄姐妹參與 5 月 30 日-6 月 4 日於韓國首爾所舉行的『Asia for JESUS 韓國短宣隊』，透過您的說明，

我們可以更認識弟兄姐妹的狀況、並妥善安排他/她的服事。由於個人資料屬機密文件，請您填妥後，將此牧者

推薦函裝入信封內封口簽名，交由申請者連同報名表交給大會。 

1. 您認識申請者多久？（請勾選）□1 年以內、□1-3 年、□3-5 年、□5 年以上 

2. 申請者，過去在教會哪些領域有參與服事及訓練？請在下面勾選或填寫： 
 

□是、□否：受過「基要真理」課程 
 

□是、□否：受過禱告醫治訓練課程。或其他教會裝備課程：                                           

 

3. 申請者，目前在教會哪些領域有參與服事？請在下面列舉幾項： 
 

□是、□否。若為是□牧養方面，擔任：               ，□事工方面，服事團隊為：                   

 

3. 請您勾選以下項目，您的評估將讓我們更瞭解申請者（可複選）：  

 

靈命狀態：□劣 □可 □良 □優 
 

社交互動：□盛氣凌人的 □容易被冒犯 □被他人所忍受 □被他人所喜愛 □親切地對待他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緒彈性：□壓抑的 □內向、孤立的 □易焦慮緊張的 □易怒、易衝動的 □積極的、具抗壓能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隊生活：□常與人有摩擦 □被動地與他人相處 □積極地與他人合作 □容易接受安排並適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體狀況：□常常是虛弱的 □狀況稍在平均水準之下 □相當地健康 □非常健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是否推薦申請者參加本次短宣隊：□非常推薦 □推薦 □普通 □不推薦 □非常不推薦 
 

 

推薦者：                                □牧師  □傳道  □區長  □小組長/輔導 

 

教會：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文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