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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註冊    

□8歲(含/須已受洗)-成人 5,000NT/每人(含課本)   (□刷卡 5,150 NT) 
 

□2歲(含)-7歲(無課本)2,500NT/每人(□刷卡 2,575 NT)出生年月日：______同行父/母姓名：_______ 
 

□2歲以下免費 須要報名(憑名牌入場) 出生年月日：_________ 同行父/母姓名：___________ 
 

嬰兒-到 8歲(不含)以下，每一小孩需有一名大人陪同固定坐親子區，若孩子吵鬧時請先帶離會場 

□套裝特惠組(註冊費+住房含早餐福華大飯店[五星級] (每房限二張單人/一張大床，無法加床) 

入住 2/7 3:00PM  退房 2/10 12：00AM 

□高級雙人房 10,700NT/每人 (□刷卡 11,021 NT) 同住者姓名：_______(若未填則大會安排) 
 
 

□高級單人房 16,400NT/每房 (□刷卡 16,892 NT) 
 
 

□加訂 2/6晚上 3,800NT/每房  (□刷卡 3,914 NT)  
 

2歲(含)以下小孩與 1大人同住，若無其他室友願意同住，則請預訂單人房 

若您想預訂福華大飯店之豪華雙床房、三人房、家庭房......等，請見報名 DM 

※本期榮耀學校(三)名額有限，錄取以報名完成先後順序為準，額滿為止。 

※未照報名程序要求退款或刷退，須付行政處理費：款項 50%及信用卡手續費。報名完成不退費。 

※請您帶紙本聖經來參加聚會。  ※若您有旌旗及號角，歡迎您攜帶前來敬拜神。  

※聚會期間會場禁止錄音、錄影、拍照(會後會安排時間拍照) 

※大陸非自由行地區兄姐，若需大會特約旅行社協助，報名完成後旅行社將與您聯絡。 

日期 Date:_____ 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 

 

榮耀學校(三)報名表 

Glory School III Registration Form 
在榮耀領域中運行 Moving in Glory Realms 

每張報名表限一人報名（兒童也須單獨報名表） 

  

姓名 Name：___________    頭銜 Title (牧師、傳道、博士..Rev.) ： _________ □ 

性別：□男 M □女 F    年齡：__________     聚會教會 Church：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whatsapp id/微信號：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 Handphone Number：______________     住家（H）/辦公（O）：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包括城市國家與郵遞區號 please include city, country and Zip code） 
 

□我已受洗重生得救 I believe in Christ and was baptized 
 

□我被聖靈充滿說方言 I am baptized in the Holy Spirit and speaking in tongues. 
 

□我渴望見到神的同在、各樣神蹟奇事及超自然的彰顯 I am passionate to see God's presence、

sign、wonders and heavenly supernatural manifestations. 
 

 

□我願意參與大會指派服事 I am willing to serve in school.  服事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願意每天最少用 30分鐘方言禱告預備自己，在榮耀學校中經歷並接受神的榮耀，也為榮耀學校守望。 

I am would like to daily pray in tongues at least 30 minutes to prepare myself to 

receive God's  Glory and for the Glory School.     

我在大陸非自由行

地區，需大會特約

旅行社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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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確實閱讀並簽寫[版權維護同意書]  (如附件  請手簽正式中文全名) 
每一個榮耀學校都是在榮耀事工及參與學員們極多的禱告中建立而成，為了尊榮神的秩序及

迎接神的榮耀，報名時請大家仔細閱讀維護版權同意聲明，共同遵守大會秩序，並簽名表示

確實閱讀完畢，與報名表一同回傳。 

□請等候報名成功的通知 再進行繳費 
 

付款資訊 
 

 

 

 

 

 

行程表 Schedule 
 2 ／ 7  (四) 2 ／ 8  (五) 2 ／ 9  (六) 2 ／ 10  (日) 

10:00-13:30 榮耀學校 榮耀學校 榮耀學校 榮耀學校 

16:30-20:00 榮耀學校 榮耀學校 榮耀學校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搭車處：入境 B1     第二航廈搭車處：一樓入境大廳東北側外廊搭乘。

大有巴士(1960) 直達福華大飯店站( 約 50分鐘 )  時間：5:50am-01:05am 

公車  參閱台北等公車 APP 

捷運 板南線：忠孝復興站，2號出口       信義線&文湖線：大安站  

 

請將報名表、匯款/刷卡單，掛號郵寄至: 
10597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92 號 6 樓  榮耀事工協會 <榮耀學校(三)報名>收  
或照相電郵寄至    info@gloryministries.org.tw 
電話：+886 2-27468091 傳真：+886 2-27646763 
辦公室時間：週(一) ~ (五) AM 9:30~12:00 PM13:00~18:30  
更多資訊請至 榮耀事工網站 查詢 www.gloryministries.org.tw   
 

 

□ ＡＴＭ轉帳、匯款 ATM Transfer or Wire   付款後請附加憑證 
銀行名稱：玉山銀行 信義分行        戶       名：社團法人台北市榮耀事工協會   
銀行代碼：808                                銀行帳號：1229-940-001775 
轉帳後請填寫  轉帳日期：    __         轉帳帳戶末５碼：     ____ __      金額：   __ ________ 

□ 信用卡線上刷卡(含手續費)     Pay Online Through Credit Card 

請至榮耀事工官網                     榮耀學校三       線上繳費 
www.gloryministries.org.tw      Glory School III     Online Payment 

mailto:%20%20info@gloryministries.org.tw
http://www.gloryministrie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