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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會員 

我⼀一定要成為會員，才能在 Asia TV 上下單購買嗎？ 

是的，⼀一般訪客只能瀏覽免費⽂文章及影⾳音。 

註：若若您已有 Asia 活動的報名帳號，即可使⽤用報名帳號登入，無須再次註冊。 

 

成為會員有什什麼好處？ 

在 Asia TV 上註冊成為會員可以享有以下權利利： 

1/可瀏覽免費⽂文章影⾳音 

2/可線上報名特會活動 

3/可線上購物 

4/可收到活動或商品相關最新訊息 

 

如何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有兩兩種⽅方式： 

1. 進入 Asia TV 網站後，點擊⾴頁⾯面右上⾓角「    」此會員圖⽰示，在下拉式選單中點選「註冊」

按鈕即可申請加入會員。 

2. 在 Asia for JESUS 官網上，點擊右上⾓角「會員登入」，可由下拉式選單中點選「註冊」按

鈕也可以申請加入會員。 

填寫資料按下「註冊」，並到電⼦子信箱開通帳號，即可成為會員。 

 

很簡單吧，歡迎加入 Asia for JESUS！ 

註：若若您已有 Asia 活動的報名帳號，即可使⽤用報名帳號登入，無須再次註冊。 

 

忘記密碼怎麼辦？ 

請按下 Asia TV ⾴頁⾯面右上⾓角的「    」圖像→「登入」，你將會看到⼀一個「忘記密碼」的按

鍵，點擊後，系統將會引導你重新設定新的密碼。 

 

如何修改密碼？ 

登入後，於網⾴頁右上⾓角，點擊「    」圖像 →「個⼈人資訊」⾴頁⾯面右下⽅方，你將會看到「修改密

碼」、「確認密碼」的欄欄位，輸入欲更更新密碼並重新輸入⼀一次，按下確認送出按鈕即可。 

 

如何編輯我的個⼈人資料？ 

登入後，於網⾴頁右上⾓角，點擊「    」圖像 →「個⼈人資訊」，在該⾴頁⾯面中即可⾃自由修改。 

 

什什麼是 ASIA 之友？ 

ASIA 之友分為： 

1. 每⽉月定額 200 元以上，或年年度累計奉獻 2,400 元以上。 

可瀏覽免費⽂文章影⾳音 

可線上報名特會活動 

可線上購物 

可收到活動或商品相關最新訊息 

可收到每期「亞洲復興誌」(海海外奉獻者將收到 PDF 檔) 

 

 

 



 

 

- 4 - 

2. 每⽉月定額 300 元以上，或年年度累計奉獻 3,600 元以上。 

可瀏覽免費⽂文章影⾳音 

可線上報名特會活動 

可線上購物 

可收到活動或商品相關最新訊息 

可收到每期「亞洲復興誌」(海海外奉獻者將收到 PDF 檔) 

=>可收到約書亞樂團年年度最新專輯⼀一張 

 

3. 每⽉月定額 500 元以上，或年年度累計奉獻 6,000 元以上。 

可瀏覽免費⽂文章影⾳音 

可線上報名特會活動 

可線上購物 

可收到活動或商品相關最新訊息 

可收到每期「亞洲復興誌」(海海外奉獻者將收到 PDF 檔) 

=>可收到約書亞樂團年年度最新專輯⼀一張 

=>可享有 Asia for JESUS 特會「早⿃鳥報名優惠價」 

=>可免費觀看特會影⾳音信息(未含裝備課程系列列及有聲書系列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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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與訂單 

我要如何放進購物⾞車車？ 

找到你想要的影片後，直接點影片畫⾯面，將會挑出另⼀一個⾴頁⾯面，在⾴頁⾯面下⽅方按下「NT$90 加

入購物⾞車車」(請注意：影片販售⾦金金額將依不同內容)按鈕即可加入購物⾞車車。 

 

如何看到我已經放入購物⾞車車的影片有哪些？ 

按左上⾓角 Asia TV LOGO，回到 Asia TV 主⾴頁⾯面，於網⾴頁右上⾓角，點選「購物⾞車車」圖⽰示按鈕。 

 

如何移除放進購物⾞車車中的影片？ 

按左上⾓角 Asia TV LOGO，回到 Asia TV 主⾴頁⾯面，於網⾴頁右上⾓角，點選「購物⾞車車」圖⽰示按鈕，

每⽀支影片下⽅方說明⽂文字旁，有⼀一個「叉叉」圖是，點下此按鈕後即可移除。 

 

要去哪裡結帳？ 

按左上⾓角 Asia TV LOGO，回到 Asia TV 主⾴頁⾯面，於網⾴頁右上⾓角，點選「購物⾞車車」圖⽰示按鈕，

進入購物⾞車車⾴頁⾯面，將會看到於正中央上⽅方「結帳」按鈕，按下後進入線上結帳⾴頁⾯面(請注意：⿂魚

Asia TV 購物只能使⽤用信⽤用卡付款)，填入正確資料送出即完成結帳。(請注意：轉入帳⼾戶皆為⽟玉

⼭山銀⾏行行，若若跨⾏行行轉帳則酌收 15 元⼿手續費) 

 

只能使⽤用信⽤用卡付款嗎？ 

不好意思，⽬目前使⽤用 Asia TV 購買影片商品，皆僅限於以信⽤用卡付費，且轉入帳⼾戶為⽟玉⼭山銀

⾏行行，若若跨⾏行行轉帳將由銀⾏行行酌收 15 元⼿手續費。在轉帳時請特別留留意資料是否填寫正確，只要順

利利完成轉帳，你註冊 Asia TV 的 email 便便會收到「付款成功」的通知信。 

 

如何查看我的購買訂單記錄？ 

按左上⾓角 Asia TV LOGO，回到 Asia TV 主⾴頁⾯面，於網⾴頁右上⾓角，點選「    」圖像→「購買

記錄」。 

 

已經預購的影片何時會上架？ 

⽬目前預計都會是特會結束後的下個⽉月中旬上架。上架後並不會另外發送 email 通知，可多加留留

意網站內最新資訊，或追蹤關注 Asia for JESUS 粉絲專⾴頁。 

 

購買後會有發票嗎？ 

會的，當你下單購買影片後，我們會根據刷卡紀錄將發票打印出來來寄到府上，⽬目前並無法⾺馬上

告知確切收件⽇日期、時間。另外，也請購買前特別留留意你的會員資料中有無填寫到收件地址，

我們將根據該地址訊息寄送發票。如需要打統編，請直接與我們聯聯絡告知。 

 

特會的影像內容會出 DVD 或 CD 嗎？ 

⽬目前我們已經停⽌止販售特會信息的 DVD 或 CD，所有特會信息都放在 Asia TV，可在⼿手機、桌

電、筆電、平板等裝置上連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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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瀏覽 

我要如何快速的找到我要看的影片？ 

在⾸首⾴頁右上⾓角點選「放⼤大鏡」圖⽰示，輸入關鍵字搜尋。或點選「選單」按鈕，將出現所有特會

名稱，選擇你要的特會影片，選好後點進去可在⾴頁⾯面中「選擇年年份」，更更快速縮⼩小選出你要的

影片範圍。 

 

什什麼是個⼈人收藏？ 

登入後，你可以在瀏覽網站時將你喜歡的影片加入收藏，點選影⾯面顯⽰示圖像左上⾓角的星號，星

號呈獻黃⾊色後就可成功加入你的收藏清單中。點選⾸首⾴頁右上⾓角「   」圖⽰示按鈕→「收藏」，進

入「我的收藏」⾴頁⾯面，可以看到所有你曾經設定過的影片，可幫助你更更快找到你想看或想購買

的影片。 

 
什什麼是播放清單？ 

登入後，點選⾸首⾴頁右上⾓角「   」圖⽰示按鈕→「播放清單」，你可以依喜好⾃自由創建多個播放清

單，可以直接打開你的播放清單，⾺馬上找到你要播放的影片，省去許多複雜的步驟。不管是在

帶⼩小組時亦或⾃自⼰己的靈修時間，都可以派上⽤用場。 

 

我要如何建立播放清單？ 

當你選擇好⼀一⽀支影片後，可以在影片右下⾓角找到「加入播放清單」按鈕，點下後按「新增播放

清單」，並依⾃自⼰己需求為播放清單命名，⼀一個播放清單資料夾不限影片數量量。在播放清單內也

可⾃自由編輯影片順序或移除，在播放清單畫⾯面右側為你的所有影片，直接按住影片即可拖曳更更

換順序，點按⽀支影片的「禁⽌止」圖⽰示即可刪除該影片。 

 

如何運⽤用標籤功能？ 

每⽀支影片都會有附屬的標籤，⽬目前 Asia TV 設定每⽀支影片搭配的標籤有「年年份」、「講員」、

「活動主題」，可以點選⾸首⾴頁右上⾓角的「放⼤大鏡」圖⽰示，輸入搜尋條件，擁有相符標籤的影片

會便便顯⽰示出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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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觀看 

有快轉功能嗎？ 

⽬目前網站設計並沒有做到這部分，若若需要快轉⾄至後⾯面請拉影片底下影片軸調整。 

 

有字幕選擇嗎？ 

Asia TV 收錄的所有影片皆不會上中⽂文或英⽂文字幕，影片將呈現最初現場環境。 

 

聯聯絡我們 

如何聯聯繫 Asia TV 客服？ 

有問題需要幫忙嗎？ 

⼀一、粉絲專⾴頁 

透過「Asia for JESUS 粉絲專⾴頁」詢問，會有專⼈人為你服務，盡快回復你的問題。 

 

⼆二、官⽅方網站 

⾄至「Asia for JESUS」官⽅方網站⾸首⾴頁最下⽅方，「聯聯絡我們」區塊填入你的問題，並留留下姓名與

E-mail，並按下「確認送出」，會有專⼈人為你服務，盡快回復你的問題。 

 

三、電話聯聯絡 

協會電話：02-27085007、傳真：02-27085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