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 

第九屆青年領袖大會 
 

耶穌宣告祂建立 EKKLESIA，是一場沒有建築物之流動群眾運動，使列國成為門徒，盼

望透過來自本宗不同地區之循道衛理青年聚集，能對耶穌在新約所宣講之教會

(EKKLESIA)有更新體會，打破地域或組織界限，成為一個 Movement，讓參加者經歷- 
1.個人生命之轉化 

   2.集體不分彼此之關係 
   3.屬靈恩賜及能力之真實 
   4.實踐及回應基督之大使命 
   5.在身處社會及國家發揮影響力 
   6.對世界宣講福音需要之眼界 
 

台灣衛理公會出發及回程時間： 

出發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上午 

回程日期：2019 年 7 月 02 日下午 

 

第九屆青年領袖大會 

日    期： 2019 年 6 月 27 至 7 月 1 日（ 禮拜四至一） 

地    點：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烏溪沙青年新村 

主    題： 「EKKLESIA」（ 希臘文作︰ 教會） 

目    的： 凝聚循道衞理宗不同地區之青年， 實踐及回應基督的大使命，在身處社會及國家發揮影 

           響力， 打開對世界宣講福音需要之眼界。 

參加資格： 本會 18 至 35 歲獲堂主任推薦之青年領袖 

名    額： 30 人 

語    言： 以中文為主 

費    用： 每位新台幣$15000（費用包括機票、營期內之食宿、交通、保險及營衣等） 

          【青年事工委員會補助每位約新台幣$5000。】 

訂    金： 報名時請先劃撥訂金 5000 元，訂金繳交後才視為報名完成。 

          【劃撥帳號：00195758  註明：姓名，青年宣教大會報名費】 

尾    款： 將於 2019 年 4 月份依據大會安排的住宿及機票價格、匯率計算後收取。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後，E-mail 至 anita@methodist.org.tw、傳真至(02)2705-8526#215 

           或寄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438 號 1 樓，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青年事工委員會收。 

截止報名： 2018 年 12 月 28 日（禮拜五） 

 



 
 

備註︰ 

1. 因第二天晚會有各國青年表演時間，將另排時間一同練習。 

2. 青年宣教大會五天四夜，為讓台灣青年多學習，將多安排一天參訪香港衛理宗的堂會。 

3. 方便連絡，將會組 LINE 群組，煩請填寫 LINE ID：_________________ 

 

如需有任何相關問題及資訊︰請致電(02)2705-8500#215 聯絡總會同工蕭毓蓉姐妹。 

 

 

          

大會日程表 

時間／日期 27/6（四） 28/6（五） 29/6（六） 30/6（日） 1/7（一）  2/7（二） 

07:30 – 08:00  

 

 

 

 

 

 

 

抵達香港 

晨禱會 

主日崇拜 

晨禱會  

 

 

安排 

參訪 

堂會 

08:00 – 09:00 
早餐及小組靈修 

早餐 

09:00 – 09:30 
地區分享 

09:30 – 10:30 主題信息 
尋循記 

10:30 – 12:00 

午膳及 

社區遊蹤 

閉幕禮 

12:00 – 13:00 
午膳及 
大合照 

午膳 

13:00 – 14:00 
主題信息 

離營 14:00 – 14:30 

14:30 – 15:00 

與神同行 

 

 

 

回台灣 

15:00 – 16:30 

工作坊 

安排活動 

16:00 – 16:30 

報到 16:30 – 17:00 

17:00 – 18:00 

18:00 – 19:00 晚膳 
歡迎晚宴 

晚膳 晚膳 

19:00 – 19:30 
開幕禮 

主題信息 

晚會 
培靈會 19:30 – 20:30 

文化之夜 20:30 – 21:00 
小組時間 

21:00 – 22:00 小組時間 小組時間 

22:00 – 08:00 休息 

 

 

 

 

 

 

 

 

 

 

 

 

 



 
 

 

 

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es 

 

第九屆青年領袖大會 

The 9th Youth Leaders’ Convention 

 

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請選擇適當的方格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姓名（中文）                      性別 Gender： 男 M  女 F 

(English) Surname   First Name   

稱呼 Title  牧師 Rev   傳道／宣教師 Pastoral Worker        

           先生 Mr    小姐 Miss      國籍 Nationality                       

年齡 Ag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DDMMYY)   

所操語言 Spoken Language(s)  粵語 Cantonese  華語 Putonghua  英語 English 

閱讀語文 Reading Language(s)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有效日期 expiry date                     

住址（中文）  

電郵 Email                                                       

手提 Mobile（可接收 For receiving whatsapp／line）                        

職業：□在學 Student □在職 At work □其他 Other：  

所屬堂會 Affiliated Church              

身體狀況是否適宜進行劇烈運動 Are you fit for intense exercise 

 是 Yes   否（請註明）No (please specify)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電話 Telephone of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曾參加之青年領袖大會 Youth Leaders’ Convention(s) attended 

 第一屆 1st (1998)  第二屆 2nd(2000)    第三屆 3rd (2003)  第四屆 4th (2006)    

 第五屆 5th (2008)  第六屆 6th (2011)   第七屆 7th (2014)   第八屆 8th (2016) 

 

T-恤尺碼 T-shirt size XS S M L XL 

身長 Length 24.5” 25.5” 26.5” 27.5” 28.5” 

胸闊 Chest 36” 38” 40” 42” 44” 

需要大會提供特別安排（請註明，如：對食物敏感）Special Needs (please specify, eg: Diet requirement)  

修訂版 



 
 

      

對是次青年領袖大會之期望 Expectation(s) of this Convention 

  

  

  

  

 

 

 參 加 者 簽 署  

                                     

 

                                    牧  者  簽  署  

 

 日期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