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ROAR 青吶特会 

【赴会通知】 

亲爱的牧者、青年与弟兄姐妹们： 
 

今年的「ROAR 青吶特会」，我们将看见属神的年轻人如同犹大狮子吶喊，R.O.A.R 个别

象征「Radical 激进的」、「On fire 火热的」、「Apostolic 使徒性」、「Revival 复兴」。 
 

这场全新特会首次由南部众教会共同主办与策划，目的是为了兴起更多年轻领袖，领受

属灵家庭中的产业、并领受使命带来改变。特会邀请到不同教会、宗派的牧者担任大会

讲员，也安排多堂符合时下议题的主题讲座，渴望帮助年轻人更晓得自己的身份，勇敢

地活出信仰，透过打破自我中心和消费者文化，进入到委身与承担责任。我们将会一同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领受命定、活出呼召、带下转化！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我需要勇敢起来接棒！ 

R.O.A.R 青吶特会我们将看见神在下一个世代必有荣耀的工作！ 

 

 特会信息  

日期：8 月 19 日(三)～8 月 21 日(五)，8 月 19 日(三) 13:30 开始聚会。 

地点：高雄灵粮堂，高雄市左营区文川路 157 号 

讲员：腓力．曼都法牧师、周巽光牧师、周巽正牧师、晏信中牧师、柳子骏牧师、张光伟牧师、 

      廖文华牧师 

 

 特会防疫措施  
 本次特会防疫措施如下： 

1. 量额温：每天进入会场前需量测额温，额温超过 37.5 度（含）以上视为发烧，无法进入会场。 

2. 酒精消毒：每天进入会场时需喷酒精消毒，场内设置酒精喷瓶提供学员进行双手消毒。 

3. 实名制登记：执行「聚会实名登记制」，每天进入会场前需扫描名牌上的 QR-code，方能入

场。 

 配合高雄市卫生局防疫规定，本次特会学员需全程配戴口罩，请学员自行预备并全程配戴。 

 如果身体有异状或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请在家休息，千万不要前往人潮聚集处，确

保自身与他人健康安全。  



 

 

 

 聚会流程  
日期 

时间 
8/19（三） 8/20（四） 8/21（五） 

09:30-10:00  会前祷 

10:00-12:00  

敬拜 

合堂信息 2 

周巽正牧师 

敬拜 

合堂信息 3 

腓力‧曼都法 牧师 

（视讯聚会） 

12:00-13:30 学员报到 午餐休息 

13:30-15:00 

敬拜 

开幕式 

廖文华牧师 

Jcard 青年大平台 

议题讨论 A 

Jcard 青年大平台 

议题讨论 B 

15:00-15:30 休息 

15:30-17:00 
合堂信息 1 

晏信中牧师 

领袖联盟 

Workshop（上） 

领袖联盟 

Workshop（下） 

17:00-18:30 晚餐休息 

18:30-21:00 

敬拜 

晚会 1 

张光伟牧师 

敬拜 

晚会 2 

柳子骏牧师 

敬拜 

晚会 3 

周巽光牧师 

备注：1.聚会流程若有更动，请以现场公告为主。 

      2.晚会入场时间：学员在三天晚会前需重新排队入场，请配合现场招待人员引导排队入场。 

 

 报到方式  

报到时间：8 月 19 日（三）12:00-13:30 

报到地点：高雄灵粮堂 1 楼大厅。 

入场时间：8 月 19 日（三）13:00，请配合现场招待同工引导排队入场。 

报到方式：携带「现场报到 QR Code」，以纸本印出或手机平板等出示皆可。 

     （请优先以纸本出示，辨识度较高喔！） 

      备注：若无法预备 QR Code，请现场填写报到条，提供您的出生年月日，进行报到作业。 

★ QR Code 取得方式： 

 方式一：进入网址找到「活动查询」：http://www.asiaforjesus.net/cms/manage/ 

 方式二：至您报名时填写的信箱收件，信件标题：「Asia for JESUS 活动审核结果!!」。 

★ 鼓励大家多采用 QR Code 进行报到，以加快您的报到完成速度。 

★ 为配合防疫工作，当天请预估时间提早到场，避免因入场实名登记及量测温度作业，影响您的聚会

时间。 

 

http://www.asiaforjesus.net/cms/manage/


 

 

★ 本次特会为配合实名制，若学员有未报名之孩童随行，未满小学 3 年级请于报到时于报到台登记领

取孩童名牌，小学 3 年级以上请于现场报名并完成缴费。 

★ 报到时段结束后，若有任何报到相关事宜，请至『大会服务台』洽询。 

 

 特会信息预购  

特会期间，上 Asia TV 预购「2020 ROAR 青吶特会」特会信息，预购 6 堂信息(含)以上，至「异象工

场／2F 服务区」出示「结账完成画面」，即随机赠送「1 张外文专辑」。 

1.简易购买指南：PDF 檔 

2.详细操作影片：https://youtu.be/P3cL0AhyAwI 

 

 聚会入场说明  

1. 大会仅于二楼平面层座位区前方设置『大会相关保留席』。其他座位区未进行分区，请学员排队并

依现场招待同工指示进场分区入座。 

2. 本次特会为配合实名制一人一证，若学员有未报名之孩童随行，皆须领取名牌并全程配戴(参见前述

【报到方式】)。大会并无照顾孩童之服务，请学员自行照顾孩童。 

3. 大会提供大型行李寄放服务，若有需要者请洽询现场招待同工。行李寄放区仅供放置大型行李使

用，个人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大会不承担保管及遗失赔偿等责任。 

4. 特会期间，请学员全程将名牌佩戴于显眼处，以利招待同工识别。如有遗失需补发者，大会将酌收

工本费 50 元。 

 

 建议携带物品  

1. 若平日有在服用的药物，请记得随身携带。 

2. 携带健保卡。 

3. 会场内外温差大，可以带件小外套。 

4. 水瓶：会场内座位区内禁止饮食，仅可携带白开水入场使用。 

 

 课程内容及选课信息  

1. 尚未选课的学员，请于 8/13(四)23:59 前完成在线选课。 

 【领袖联盟-Workshop】：每位学员选择一个课程，在 8/20-21 上两堂课程 

 【Jcard 青年大平台 - 议题讨论】：8/20-21 每天将规划四个议题，两天议题内容相同，每位

学员每天选择一个课程参加 

2. 报到当天，请确认名牌上是否已选择【Jcard 青年大平台 - 议题讨论】及【领袖联盟-

Workshop】。若未完成选课者，请直接至课程的教室外候补，待课程开始之后，现场若仍有位

置，就可以直接候补入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L6DpbC55SO63RwDtsAvcVuIODJkjbiF/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P3cL0AhyAwI


 

 

3. 已完成选课的学员，请于大会公告入场时间，至教室外面排队入场。 

4. 请学员详阅赴会通知，并参照"学员携带物品"自行携带上课所需物品。 

5. 本次课程会使用 APP【Slido】让学员在课程当中实时发问，与讲员互动，可以事先安装好 APP。 

ios 下载点 Android 下载点 

  

 Jcard 青年大平台 - 议题讨论 

议题名称 讨论内容 讲员 学员携带物品 

如何用耶稣的 

方式生活 

在属世的生活中，信仰如何融入？如何活出神

儿女的身份，为主作见证？ 
柳子骏牧师 

杨昌恩传道 
手机、笔记本＆笔 

恋爱怎么谈 
如何欣赏彼此的独特、接纳差异、建立两性之

间健康的界线？ 

陈丽吉姐妹 

赵治达传道 
手机、笔记本＆笔 

LGBT 知多少 
身为基督徒，如何面对社会上对于性别的各种

讨论？如何用神的爱接纳不同的声音？ 
万力豪牧师 手机、笔记本＆笔 

我要成为大富翁 
人生中有好多的诱惑，我要如何管理金钱？如

何坚持十一奉献？ 
8/20 张光伟牧师 

手机、笔记本＆笔 
8/21 周巽正牧师 

 

 领袖联盟 - Workshop 

课程名称 操练技能 讲员 学员携带物品 

勇士 
成为一位勇士，必须操练敏锐神的声音、领导力等技

能，学会如何带领团队、统筹活动。 
万力豪牧师 手机、笔记本＆笔 

先知 

成为神的代言人，你可以操练先知性绘画、先知性医治

等技能祝福他人，彰显神的慈爱和良善。 
8/20 晏信中牧师 手机、笔记本＆笔 

8/21 柯妤臻姐妹 

1. 简易的绘画工具，例如

色铅笔、彩色笔或蜡笔 

2. B5 的空白笔记本、绘本

或纸张、硬式垫板 

牧师 

你拥有牧羊人的特质，因此必须操练探访、牧养、关

怀、倾听、心理咨商等技能，成为神百般恩赐的牧羊

人。 

董佳音牧师 

周晓薇姐妹 
手机、笔记本＆笔 

猎人 

身为猎人，你拥有可以看见每个神所宝贝的生命的天

赋，操练见证技能，确保随时都能为主作见证。 
刘莉芳传道 

吴玮萍传道 
手机、笔记本＆笔 

工匠 
天生手巧、专注力高，透过培养雕刻技能，将创意转换

成实体对象成为祝福的管道。 
王建玫姐妹 

如家中有切割垫，可以携

带至课程使用 

 

  



 

 

 申请报名费收据  

1. 报名系统内已有各位报名者的收据信息，若需开立纸本收据之学员请洽大会财务组(服务台)。 

2. 大会开放收据申请时间：(若有变动请以特会期间大会公告为准)  

8/19 (三) 18:00-18:30 

8/20 (四) 13:00-13:30、18:00-18:30 

8/21 (五) 13:00-13:30 

3. 特会后申请开立收据的截止日期为 109 年 9 月 4 日(五)，请欲申请收据者，于上班时间电洽大会

财务部 02-2708- 5007 # 117。 

 

 用餐说明  

1. 用餐方式：本次特会提供学员 8/19-21 三天晚餐及 8/20-21 两天午餐。 

2. 用餐说明：大会规划数个用餐场地（详见大会手册内场地指示图），请学员依照名牌上标示的「用

餐场地」前往领餐及用餐。 
 

 

 

备注 1：三天晚餐为组合式轻食（包子、面包、饭团、关东煮、手卷寿司之类），若您食量较大，可自备

金钱再外出购买食物。 

备注 2：除大会餐点外，若学员有外出用餐之需求，距离会场约 10-15 分钟路程的地点，包括：「台湾

高铁左营站」、「华夏路」、「重信路」及「文川路」周边均有各式大小餐厅可供学员用餐，请自行前往用

餐。 

 

 交通信息  
【台湾高铁】 

1. 可搭乘台湾高铁至〈左营站〉，出站后可搭乘出租车，约 5 分钟可抵达【高雄灵粮堂】。 

2. 抵达〈台湾高铁左营站〉后可至〈高雄捷运 R16 左营（高铁）站〉搭乘捷运，在〈R15 生态园区

站〉下车后由 2 号出口出站并步行约 10-15 分钟可抵达【高雄灵粮堂】。 

【高雄捷运】 

可搭乘高雄捷运（红线）至〈R15 生态园区站〉，下车后经由 2 号出口出站并步行约 10-15 分钟可

抵达【高雄灵粮堂（南岛国际大楼）】。 

【教会团体巴士、多人座箱型车】 

 前来教会：可以「高雄灵粮堂大门口」下车为主，或「左营国中(文川路到底) 周围」下车，再步

行至高雄灵粮堂。若您抵达教会时车辆众多，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至他处临停让学员下车。 

 离开教会：因特会散场人潮众多，如需安排大巴士或多人座箱型车接学员，请教会以「左营国中

(文川路到底)周围」为集合点，将学员带至集合点后上车离去。 



 

 

【小客车收费停车场】（各停车场位置可见下图） 

 宝嘉停车场（下图 P2）：文川路与重立路口。（计时） 

 宝盛停车场（下图 P3）：华夏路美浓客家菜旁边。（计时） 

 文水路公有停车场（下图 P4）：华夏路与曾子路口。（计时） 

 弍圣文水重立停车场（下图 P5）。（计时） 

 重惠停车场（下图 P7）。（计时） 

 

 大会商品贩卖说明  
付款方式 

特会现场设有各式商品摊位及各种优惠方案，并有「现金」、「信用卡」、「银联卡」、「支付宝」、「微

信」、「Apple Pay」、「Line Pay」、「振兴券」及「艺 Fun 券」等付款方式，欢迎各位牧者、学员前往参

观采购。 

2F 商品区方案 

1. 商品全面，单件 85 折、3 件(含)以上 75 折 (不含特价商品及非本版商品) 

2. CD 任选 5 张 300 元：乔舒亚乐团 1~19 辑、戴维帐幕的荣耀 1~9 辑、纯敬拜系列 1~6 辑 

3. 历年乐谱，特价 100 元 (不含：都指向祢、温柔圣灵、我愿降服、Bethel 金选中文 2) 

3F 文创、加购区方案 

4. 商品全面，单件 85 折、2 件(含)以上 77 折 (不含特价商品及非本版商品) 

5. 加价购 630 元：Shalom 宽版 T (纯白)、摇滚红狮 T (砖红/军绿)、FAITH 长版 T (酷黑/军绿)、The 

Lord's Prayer 长版 T (太空灰) 点我 

6. 特会主题 T 恤／ROAR 长版 T (奶油杏)：3 件团购价 1,050 元 

7. 零码 T 寻宝价：样衣 100 元、全新 150 元 

8. Empower 灯芯绒包 (黄/灰/红)：任选两件 69 折，特价 960 元 

立折 50 元 

结账时出示「异象工场官方商城／个人信息」页面，并完成「信箱」或「手机」验证，立马折抵 50

元！(每位会员限折 1 次) 

现场消费累积商城购物金 

特会期间，凭「异象工场／摊位」开立之发票到「异象工场／2F 服务区」可累积「购物金」至您的

「异象工场官方商城／会员账号」，将来可于「异象工场官方商城」消费时使用，1 点折抵 1 元。 

Bill Johnson 牧师 最新著作：我家也有巨人终结者 新书试读 

https://shop.asiaforjesus.net/categories/t%E6%81%A4%EF%BC%8F%E5%A4%96%E5%A5%97
https://shop.asiaforjesus.net/products/roar%E3%80%90%E5%A5%B6%E6%B2%B9%E6%9D%8F%E3%80%91
https://shop.asiaforjesus.net/products/empower-%E7%87%88%E8%8A%AF%E7%B5%A8%E5%B8%83%E5%8C%85-%E7%B4%85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duxIQlUtn05syk-kI1VlcRo475XJ9aQ/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