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斯•达尔牧师,美国伯特利教会
SETH DAHL, Bethel Church, USA

赛斯·达尔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国

际讲员。他的演讲非常有智慧，充
满感染力和童趣的表达使他家喻户
晓。 塞斯热衷于传达家庭建造，透

过建立巩固的关系来促进和睦并创
造兴旺的家庭文化。

密集培训收费 : RM450

银行汇款者：
支票/抬头 ：AGAPE LEADERSHIP (MALAYSIA) SDN BHD
户口号码 ：3177315529
银行名称 ：PUBLIC BANK   (Swift Code: PBBEMYKL)
* 银行汇款者请将报名表格及汇款单致以下电邮地址：

3432998474@qq.com或 agape.admissions@gmail.com 以作确认记录。

特会与培训住宿费 : RM630 (18/5 - 1/6/2020)
特会住宿费 : RM180 (28/5 - 1/6/2020)
住宿截止日期 : 4/5/2020
住宿 : i)    The Oak Resident  

ii)   Sovotel hotel  
iii)  99 Hotel

Seth Dahl is a writer and worldwide speaker to adults and
children. He is known for his powerful wisdom communicated
through a contagious joy and childlikeness. Seth loves to
empower families to build a strong connection that fosters peace
and creates a thriving family culture.

早鸟优惠 EARLY BIRD PROMOTION

特会+培训报名费: RM500
(4月20日之前 Before 20th April) 【诗巫 • SIBU】

日期 Date   : 31/5 - 3/6/2020 (周日Sun [晚Night] –周三Wed)
地点Venue : 和散那基督教会 [主办单位] 

BEM (SIB) Hosanna Church (Sibu)  
联络处 Enquiry : Tel:+6 084-337092 (Ps Mee Eng) 

Email: info@hosanna.com.my

《神的众子进入荣耀》
日期 : 19 - 22/5/2020 (周二至周五)
时间 : 9:30am - 1pm ； (周二&三：实习操练 2:30pm - 5:00pm )

讲员 : 徐心敏牧师, 拥有多年的牧养, 培训和带领圣灵恩膏聚会的经验; 致力于培训主的肢体、
开启并运行于恩赐恩膏和五重职事里, 现任爱修更新会启示事工国际主任。

《先知性事奉基础训练》
日期 : 26 - 28/5/2020 (周二至周四)
时间 : 9:30am - 1pm ； (周二&三：实习操练2:30pm - 5:00pm )

讲员 : 许美燕牧师是诗巫BEM和散那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她从事牧会、宣教、教导与领袖培训约有
三十年的时间。她于2005年毕业于马来西亚槟城浸信会神学院教牧硕士。2007年被CI Asia按立
为使徒, 2018年获得美国CI神学院教牧博士-先知使徒系; 同时于2016-2018完成美国伯特利超自
然事工学校二年训练。近年来她充满着热忱在各教会推展神在这季节所做的教会更新工作。

工作坊 :   i)  启示性绘画 ii) 启示性舞蹈 iii)先知预言
时间 :   10:00am – 1:00pm  (23/5 -周六)

马来西亚爱修国际领袖学院Agap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stitute (M)

地址：M-06&M-07 Block M NZX Commercial centre, Jalan PJU 1A/41B,  47301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网址: www.malaysiaagape.weebly.com      面子书: www.facebook.com/malaysiaagape

马来西亚爱修基督教会 Agape Renewal Centre
日期 Date : 29 - 31/5/2020 
时间 Time : 9:30am - 1pm (周五 - 周日 Fri - Sun)

7:30pm - 9:30pm (周五 - 周六 Fri - Sat)
特会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 RM150
特会报名截止日期 Closing Date : 22/5/2020
特会+先知启示密集培训报名费 : RM600
联络处 Enquiry : Tel:+6016-7717 7137 +6016-661 1038 

Email: malaysiaagape@gmail.com

注：晚上是公开聚会 (night service open to public)

琴与炉敬拜 + 生命读经 7am–9am 周二至周五

公开聚会（21-22/5） 8pm–10pm周四和周五



     

 

 

 

 

 

 

 

 

 

 

 

 

 

 

 

 

 

 

 

 

 

 

 

 

 

 

 

 

 

 

 

 

 

 

姓名：          英：                       。   

性别：             手机号码：                             。 

电邮：                               。   

所属教会：              学号：        .    

天国文化特会          RM150 

先知启示密集培训 RM450 

机场接送(往返)   RM160 

选好以下配套，住宿/机场接送后，请在相关格子选项上画勾 ☑ 

配套 

学费 

A:   先知启示密集培训 + 

天国文化特会 
 RM600 
 RM500 (早鸟优惠:20/4/2020 之前) 

B:   天国文化特会 
 RM150  

(截止日期:22/5/2020) 

住宿 
(截止日期: 4/5/2020) 

i) The Oak Resident 
ii) Sovotel Hotel 
iii) 99 Hotel 

18/5-1/6/2020 (15 天 14 夜) 

 每人 RM630 

28/5-1/6/2020  (5 天 4 夜) 
每人 RM180 

机场接送 

(往返) 
 RM160  RM160 

总数: RM RM 
 

   总额 :________________   
 

银行汇款者：                                      微信付款： 

支票/抬头：AGAPE LEADERSHIP (MALAYSIA) SDN BHD     

户口号码 ：3177315529  

银行名称 ：PUBLIC BANK   (Swift Code: PBBEMYKL) 

* 银行汇款者请将报名表格及汇款单致以下电邮地址：    

3432998474@qq.com 或 agape.admissions@gmail.com  

以作确认记录。 
 

报名日期：______________                             付费日期：_____________ 

 

 

2020“天国文化特会-爱我们的家 

 先知启示密集培训”报名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