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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

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翰三書1章2節）

哈利路亞！歡迎各位

來自亞洲各地的華人聖徒們，

正值教會創立60周年

訪韓聖會30周年之際，

來訪汝矣島純福音教會，

願各位在本次大會中

領受聖靈充滿與豐盛恩典。

歡迎詞



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全景圖

1號門

2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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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韓聖會主要集合地點：

十字架塔前方廣場爲集合點&乘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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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車須知

1. 請務必遵照大會同工交通引導

2. 下車時請隨身攜帶個人貴重物品

3. 每台車有車號，上車前請確認自己的車號

4. 在指定位置集合後，人員到齊即可上車

5. 個人物品若有丟失，及時告知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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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教會後請跟隨車長指示按順序下車

• 排隊集合處位於教會十字架塔前方廣場

• 因人員衆多請避免擁擠

• 有任何不適或特殊情況，請及時與同工聯系

• 請跟隨標示與大會同工引導順序出入場

• 教會正門爲1號門

• 在正門前下車請從1號門入場&出場

• 教會側門爲2號門

• 在此下車後請從2號門入場&出場

教會出入口介紹

1號門

2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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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詢台位於教會大聖殿1樓伯利恒聖殿

·  從2號門進入後可見奉獻箱，向前直走可達

報到處&咨詢台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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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把報名費交給車長由車長統一收取報名費

2. 5月16日早8:00到達教會後由大會同工安排座位

車長帶報名費前往教會1樓伯利恒聖殿報到處報名

3. 車長統一交費報名後，可領取收據

4. 報名後即可得到參加者名牌與車號貼紙，由車長分發

5. 拿到名牌後，請將車號貼在名牌上進行標示

6. 每位參加者需要在大會期間配戴名牌

7. 名牌含大會行程表與須知信息，配戴名牌可用餐

8. 報到處爲大會常備咨詢台，若有問題歡迎詢問

9. 需要醫療服務請前往咨詢台

10. 失物招領請前往咨詢台

報到程序介紹

-大會名牌使用介紹-

• 正面爲個人信息，背面爲大會行程表

• 登錄訪韓聖會官網即可查詢大會相關信息

• 掃二維碼關注國際事工中心Facebook

• 掃二維碼添加國際事工中心Line好友

• 需要幫助請撥打緊急聯絡電話

• 提供意見與反饋可發送郵件到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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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洗手間

1層男洗手間

伯利恒聖殿
咨詢台

奉獻箱

經理局

往B1層

1F
• 教會1樓入口處，設有女士專用洗手間

• 教會1樓內部樓梯口處，設有男士專用洗手間

入口

電梯

1F 洗手間地圖

1層入口處女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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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樓電梯出口處設有洗手間

• B1樓電梯出口處設有行動不便者專用洗手間

電梯 B1層入口

B1

B1 洗手間地圖

女洗手間

男洗手間

B1層女洗手間

B1層男洗手間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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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聖殿會堂1層全部提供訪韓聖會信徒專門使用

• 請參照該表對應顔色與車號找到座位：

橘: 1-19車 粉紅: 21-57車 紫: 58-62車

藍: 63-75車 淺綠: 76-88車 綠: 89-90車

黃: VIP 1-3車 紅 & 黑: 自由行團隊

• 請在大會同工的引導下按到達順序就座

座位配置圖

(大聖殿座位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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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域

1. 參加者於午餐時間原地就坐等候，待大會同工前往

A, B, C, D 4個區域領取便當及點心後，按座位分發

2. 用餐後請務必餐盒放回紙箱内，大會同工進行垃圾

分類處理

B 區域

C 區域

D 區域

用餐須知

11



• 上岩世界盃體育場位於首爾麻浦區，是亞洲最大足球場

• 訪韓聖會參加者停車位置位於體育場北門外700公尺處

• 在北門停車場下車後請按照同工指示集合

• 過十字路口後，根據標示及同工引導直行

• 到達北門集合，請務必通過安檢門後按順序入場

• 通過安檢後將會收到大會紀念品

體育場

北門

上岩世界盃體育場地圖 & 入場須知

停車場

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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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訪韓聖會參加者使用18, 19, 20, 21號門出入口

2.入場後請根據同工引導到指定位置 E, F, G, 區就座

3. 洗手間位於外圍18, 19, 20號門之間

4. 咨詢台位於GS25便利商店旁，有問題請前往詢問

5. 需要醫療服務請前往咨詢台

G        F        E       

19 1820
21

E     F     G

咨詢台

體育場座位圖

G   F   E       

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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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注意事項

• 醫護服務

大會期間若有身體不適或受傷的情況時，告知

同工，大會提供急救箱，請前往咨詢台尋求協助。

• 失物招領

在教會內物品遺失時，請前往咨詢台詢問

大會同工將會協助您尋找遺失物品。

• 緊急情況

發生緊急情況時，請及時與車長或大會同工聯繫 。

可隨時撥打國際事工局聯絡電話，或使用

Facebook & Line 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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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

咖啡廳

便利商
店

麵包店

現位置

教會周邊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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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Yoido

• 登錄OCCK官網，即可時追蹤訪韓聖會所有信息

• 關註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國際事工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

即時追蹤IMC國際事工中心消息

• 您還可以通過Line和郵箱，給我們發送信息

helpimc@naver.com

國際事工中心聯絡方式

@YOIDO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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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行程表
時間 5/16(三) 5/17(四) 5/18(五)

8:00~9:00

8:00~9:30 報到

8:00 入場
8:30~9:00

敬拜讚美
(以斯拉敬拜團)

入場

9:00~10:00

9:00~9:30 研習會3  
趙鏞基牧師

9:40~12:00

60週年感恩禮拜暨
異象宣言

9:30~10:00李永勳牧師
60週年回顧和瞻望

10:00~11:00

10:10~11:00

研習會4
劉群茂牧師 10:00~12:00

汝矣島純福音教會
60週年禱告大聖會
(上岩世界盃體育場)11:00~12:00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研習會5
顧其芸牧師

12:00~13:00 12:00~13:00 午餐 12:00~13:00 午餐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13:00~13:30敬拜讚美

(以斯拉敬拜團)

13:00~13:30

敬拜讚美
(以斯拉敬拜團)

13:00~16:00

汝矣島純福音教會
60週年禱告大聖會

（上岩世界盃體育場）

13:30~14:00 13:30~14:30
研習會1

李永勳牧師

13:30~14:20

研習會6
何志滌牧師

14:00~15:00
14:30~14:50 休息 14:20~14:50 休息

14:50~15:00

敬拜讚美
(以斯拉敬拜團)

14:50~15:00

敬拜讚美
(以斯拉敬拜團)

15:00~16:00

15:00~16:00

研習會2
韓基採牧師

15:00~16:00

研習會7
劉坤明牧師

16:00~

晚餐/觀光 晚餐/觀光

16:00~18:00 晚餐

18:00~19:00 前往教會

19:00~20:00 19:00~20:00 音樂會

20:00~23:00
20:00~23:00
半宵禱告會
張茂松牧師

23:00~24:00
23:00~24:00

個人禱告

聚會場地 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大聖殿 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大聖殿
上岩世界盃體育場

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大聖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