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神助牧師   
卅多年來帶領台北靈糧堂轉型、增長，並在海內外拓殖了兩
百多間分堂，也致力於台灣教會之復興與合一。周牧師於

2011年榮休，目前擔任靈糧全球網絡主席，著有「敗中求勝
」、「敬虔與健康」、「如有神助」、「真有神助」等暢銷

書。 
	  

	   	  

	  

劉彤牧師  
矽谷生命河靈糧堂主任牧師，十餘年來致力以敬拜讚美、聖

靈更新、小組教會、全地轉化四軌建造榮耀的教會，並在北

美、蒙古、西非、歐洲等地成立了百餘間分堂，著有「跨越

的人生」、「跨越的時刻」、「跨越的一天」等書，也是優

秀之敬拜帶領者。	  

	  

王亞辰牧師  
矽谷生命河靈糧堂助理牧師，成長於台灣，16歲來美留學加入生命河靈糧堂，成
立小留學生小組。後擴展成青年人的“飛揚牧區”。聖荷西州大 Graphic Design
畢業後蒙召，進入Western神學院就讀，開始在教會全職服事。目前在飛揚牧區
擔任區牧，並定期在教會主日崇拜帶領敬拜。「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主啊，

我們也要」、「活出最高點」、「美好清晨」等皆為其創作曲。網上不定期 po 
youtube影片：老詹的話。興趣：籃球、音樂、品嘗美食、講笑話、關心朋友。家
庭成員：妻子章文絢師母和兒子以諾（阿諾）。	  

	   專題 	   講員 	   內容簡介  時間  
1-‐1	   團隊事奉的原則	   劉梅蕾	  

師母	  
神直到如今都在透過團隊工作，而團隊

事奉的目的，乃要「成全聖徒，各盡其

職」	  

May	  18	  
11:15am-‐12:15pm	  

1-‐2 內在生命的得勝	   周莊碧明

牧師	  
每一位基督徒都期待過一個得勝的生

活，但總是被過去的苦毒抓住，到底該

如何解決？	  

May	  18	  
11:15am-‐12:15pm	  

1-‐3	   如何聆聽神的聲音	   劉家山	  
牧師	  

如何聽見牧人的聲音，在生活中敏銳於
神的引導，是生命極為重要的操練 

May	  18	  
11:15am-‐12:15pm 

1-‐4	   異夢異象與神的心意	   張迅	  
弟兄	  

神常透過異象及異夢來講話, 如何解釋
及應用是進入先知性事奉的第一步  

May	  18	  
11:15am-‐12:15pm	  

2-‐1	   如何發展醫病的恩賜	   劉梅蕾	  
師母	  

認識醫治恩賜運作的原則，才能有效地

為病人禱告，並在操練中不斷成長 
May	  18	  

4:30pm-‐5:30pm 
2-‐2	   如何發展牧養的恩賜	   周莊碧明

牧師	  
學習關懷與帶領人的原則，完成主所托

付餵養群羊的使命 
May	  18	  

4:30pm-‐5:30pm 
2-‐3	   如何發展教導的恩賜	   黃榮福	  

傳道	  
善用神的話語，帶領人認識真理，進入

自由	  
May	  18	  

4:30pm-‐5:30pm	  
2-‐4	   如何發展傳福音的恩

賜	  
張凱	  
牧師	  

領受大使命，學習如何與人分享福音，

領人歸主	  
May	  18	  

4:30pm-‐5:30pm	  
3-‐1	   恩賜的操練與服事	   周莊碧明

牧師	  
恩賜的運用需有聖靈引導，才能掌握原

則及帶出果效，同來學習如何使用屬靈

恩賜 

May	  19	  
11:15am-‐12:15pm 

3-‐2	   先知團隊的運作	   張迅	  
弟兄	  

現在先知性的服事在各教會興起，如何

建立先知性的服事團隊，成全弟兄姊妹

，同心建造神榮耀的教會 

May	  19	  
11:15am-‐12:15pm	  

3-‐3	   琴與爐禱告會	   劉梅蕾	  
師母	  

藉著敬拜讚美建立禱告的祭壇、聆聽神

的聲音，操練先知性的代禱。 
May	  19	  

11:15am-‐12:15pm	  
3-‐4	   小組的帶領與拓植	   葉祖諒	  

牧師	  
小組教會成功的關鍵，在於有效的小組

牧養與拓植，讓小組長成為熟練的牧人 
May	  19	  

11:15am-‐12:15pm	  

教會存在的目的，不只是要讓教會增長，真正的目的是透過教會讓神的國度降臨，影響

這個世代。如何同心建造神榮耀的教會？	 這是每個跟隨神的人從心中向神發出的呼求。	 

	 

感謝神，這次特會有矽谷生命河靈糧堂主任牧師劉彤牧師在我們當中傳講“教會可以不

一樣”的信息：教會如何活出活力、能力、影響力；又有靈糧全球網絡主席周神助牧師

來講如何領受建造教會的異象與使命、並積極參與在其中，讓神使用你翻轉這個世代。	 

	 

今年特會還有周莊碧明師母、劉梅蕾師母並靈糧堂眾牧者同工分享 12場精彩的專題信

息、並有劉彤牧師主講弟兄餐會、劉梅蕾師母主講姊妹餐會。此外，特會還邀請王亞辰

牧師及團隊前來帶領青年特會，Pastor	 Morgan	 及團隊帶領精彩的兒童節目“Kingdom	 

Rock”（2-12 歲）。	 

	 

在這裡，我誠摯地邀請你全家一起來參加這個屬靈的盛宴，讓周神助牧師、劉彤牧師帶

領我們一起走過凝聚屬天恩膏的三天，經歷更新與復興，成為主建造榮耀教會的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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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人真情邀約 	  

主要講員 	  

青年特會講員 	  

1. 報名：	  
a. 2月 15日開始報名，5月 5日截止，報名費包兒童青少年節目，主題信息，專題，講義、停車	  
b. 晨鳥優惠（2月 15日～3月 31日）：成人	  /青少年免費，	  兒童（2－12歲）＄10/人	  
c. 正常報名（4月 1日～5月 5日）：每人	  （2歲以上）＄10	  
d. 現場報名：每人	  （2歲以上）＄15/人	  
e. 5月 19日弟兄/姊妹/兒童/青少年各午餐會餐券另購：	  

i. 5月 5日前：成人$20/人、孩童（2-‐18歲）$5/人	  
ii. 現場：成人$25/人、孩童（2-‐18歲）$5/人	  

f. 全職牧者/神學生歡迎參加特會，報名費用和全職牧者午餐會費用全免，註冊時請勾選“全職牧者”	  
g. 報名以收到報名表和應繳費用為準，報名費支票抬頭請寫“OROLCC”,	  亦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Please	  send	  the	  LLC	  Registration	  Form	  with	  payment	  via	  Mail,	  E-‐mail	  or	  drop	  off	  at	  OROLCC	  office:	  
Ottawa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5418	  Old	  Richmond	  Road,	  ON	  K2R	  1G7	  Canada	  	  	  	  

2. 特會地址和食宿安排：	  	  
a. 特會所有活動都在 Travelodge	  Ottawa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進行 	  

地址是：1376	  Carling	  Ave.,	  Ottawa,	  ON	  K1Z	  7L5	  
b. 特會期間食宿自行解決。請自行向旅館定房間，	  訂房電話 Reservation	  Tel.	  (613)	  722-‐7600	  	  旅館

預留 50個房間給特會、有團體優惠價、團體名稱：Ottawa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 單人房	  ＄99	  －	  包早餐（Hot	  Breakfast	  Buffet）、上網、停車等	  
• 雙人房＄109	  －包早餐（Hot	  Breakfast	  Buffet）、上網、停車等	  

請自行與旅館聯絡訂房，先到先得。	  
3. 報到／註冊	  
a. 5月 17日下午 4－6時在特會註冊處報到，領取名牌並聚會資料	  
b. 每場聚會憑名牌提早 15分鐘開始入場	  

4. 特會查詢聯絡：渥太華生命河靈糧堂	  (613)	  627-‐4531｜	  office@orolcc.net｜	  www.orolcc.net  
	  

特會專題 	  

特會報名須知 	  



	  
第一屆加東靈糧特會報名表  
1st East-Canada LLC Registration Form    

家庭代號  Family ID 
Office Use Only 

需繳費用  Fee required Email 

住址 Address                                                                                                     City                                  Province                            Postal Code 聯絡電話 /手機  Phone Number 

成人資料  Adul t  報名費並專題講座選擇  Fee and Workshop Selection 
(請參考特會節目單張，打�並填寫號碼) 

5月18,19日中午活動選擇  (請勾選合適餐會)  
Choice of May 18,19 Luncheon Activities  

英文姓名 Name: 

                                 First                                             Last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所屬教會                                                                              ☐ 全職牧者 

☐ 全職牧者/神學生 Pastor/Seminary Student  免費 Free 
☐ 晨鳥報名 Early-bird（2月15日至3月31日）＄0 
☐ 正常報名 Regular（4月1日至5月5日）       ＄10 
☐ 現場報名 On-site（5月17日至5月19日）    ＄15 
☐ 專題 Workshop I  (5/18 週六早上時段) 1－____  
☐ 專題 Workshop II (5/18 週六下午時段) 2－____  
☐ 專題 Workshop III(5/19 週日早上時段) 3－____ 

☐ 姊妹餐會 Sister Luncheon      ＄20    
             ☐ 現場購票 on-site        ＄25 
 
☐ 弟兄餐會 Brother Luncheon   ＄20         
             ☐ 現場購票 on-site        ＄25 
 
☐ 全職牧者餐會 Pastor Luncheon 免費 Free 

英文姓名 Name: 

                                 First                                             Last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所屬教會                                                                              ☐ 全職牧者 

☐ 全職牧者/神學生 Pastor/Seminary Student  免費 Free 
☐ 晨鳥報名 Early-bird（2月15日至3月31日）＄0 
☐ 正常報名 Regular（4月1日至5月5日）       ＄10 
☐ 現場報名 On-site（5月17日至5月19日）    ＄15 
☐ 專題 Workshop I  (5/18 週六早上時段) 1－____  
☐ 專題 Workshop II (5/18 週六下午時段) 2－____  
☐ 專題 Workshop III(5/19 週日早上時段) 3－____ 

☐ 姊妹餐會 Sister Luncheon      ＄20    
             ☐ 現場購票 on-site        ＄25 
 
☐ 弟兄餐會 Brother Luncheon   ＄20         
             ☐ 現場購票 on-site        ＄25 
 
☐ 全職牧者餐會 Pastor Luncheon 免費 Free 

青少年資料  Youth 報名費並專題講座選擇  Fee and Conference(請打✔) 5月19日週日中午活動選擇   
Choice of May 19 Luncheon Activities  

英文姓名 Name: 

                                 First                                             Last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晨鳥報名 Early-bird（2月15日至3月31日）＄0 
☐ 正常報名 Regular（4月1日至5月5日）       ＄10 
☐ 現場報名 On-site（5月17日至5月19日）    ＄15 
 
☐ 13～18歲          ☐ College/Univ.19～24歲 

☐ 青少年餐會 Youth Luncheon           ＄5 
☐ 食物過敏 Food Allergies? ______________  

 留空代表無食物過敏  Left blank means no 
allergies 

兒童資料  Children 報名費並兒童節目選擇  (請打✔) 5月19日週日中午活動選擇   
 Choice of 5/19 Luncheon Activities  

英文姓名 Name: 

                                 First                                             Last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報名費 Fee（2～12歲year s - ol d）      ＄10 
☐ 現場報名 On- s i t e（5月17日至5月19日）＄15 
 
☐  2～4歲            ☐5～12歲 
0 ～1歲 父母自己照顧，有嬰兒室 Taken care of by parents, nursery 
room available  

☐ 兒童餐會 Children Luncheon（2～12歲）＄5 
☐ 食物過敏 Food Allergies? ______________  

 留空代表無食物過敏 Left blank means no 
allergies 

英文姓名 Name: 

                                 First                                             Last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報名費 Fee（2～12歲year s - ol d）      ＄10 
☐ 現場報名 On- s i t e（5月17日至5月19日）＄15 
 
☐  2～4歲            ☐5～12歲 
0 ～1歲 父母自己照顧，有嬰兒室 Taken care of by parents, nursery 
room available  

☐ 兒童餐會 Children Luncheon（2～12歲）＄5 
☐ 食物過敏 Food Allergies? ______________ 

留空代表無食物過敏  Left blank means no 
allergies 

建造神榮耀的教會 2013.5.17-19     
@ Travelodge Ottawa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1376 Carling Ave, Ottawa, ON K1Z 7L5 

報名費支付方式   ☐ 支票 (抬頭請寫OROLCC)    ☐ VISA     ☐ MC 
Card Number: 	  	  	  	  	  	  	  	  	  	  	  	  	  	  	  	  	  	  	  	  	  	  	  	  	  	  	  	  	  	  	  	  	  	  	  	  	  	  	  	  	  	  	  	  	  	  	  	  	  	  	  Expire Date:      /     
Card Holder Name:                                   CVV(3 digit on the back): 
Billing Address: 

查詢：(613) 627-4531 | office@orolcc.net  
網上報名： www.orolcc.net 
郵寄地址：5418 Old Richmond Road 
                 Ottawa, ON K2R 1G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