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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营2023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我能期待什么？
今年的营会主题出自但以理书
11:32b - 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
强行事。“Actionate”（行动）
这个词的意思是热情地行事，以强
烈的情感为推动力；付出大量的行
动。

今年是前所未有的增长年，让我们
对神的热忱有所增长，也对属神的
事有所增长。来参与家庭营，被装
备为神做大事。你能期待神通过四
位充满活力的讲员彰显大能，并和
其他三一之友享受有趣的团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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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营在什么时候举行？
家庭营在6月5-8日（星期一至星期
四）举行。

家庭营在哪里？
马来西亚，吉隆坡，八打灵再也
(Petaling Jaya)的世界酒店(One 
World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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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

我能怎么到达世界酒店？
你能够乘搭飞机、巴士或自己开车。

乘搭飞机
选择1: 从樟宜机场飞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然后
• 搭德士或GrabCar (大约50分钟车程) 

或者
• 搭捷运到万达镇(Bandar Utama)捷运站。

它连接世界酒店和阿万特饭店(AVANTÉ 
Hotel)。

选择2: 从实里达机场飞往梳邦国际机场。
(https://www.fireflyz.com.my/)
• 然后搭德士或GrabCar (大约20分钟车程）

到营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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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怎么到达世界酒店？ (续)

乘搭巴士:
• 在线上报名家庭营营会配套时加上

旅游巴士选项
• 单向收费：S$27
• 双向收费: S$50

• 或自己安排

行程 上车地点 下车地点
6月5日
新加坡à
吉隆坡

三一·巴耶利
巴

世界酒店
和
阿万特饭店

6月8日
吉隆坡à
新加坡

世界酒店
和
阿万特饭店

三一·巴耶利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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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怎么到达世界酒店？ (续)

自己开车:
• 确保你的一触即通卡是最新版的，

以顺利支付公路电子收费
• 在世界酒店停车，每次进入停车场

的收费是7令吉，不论停车时间多
长（包括车子停过夜），或者停放
的日子。

如果入住阿万特饭店，可以使用有
盖走道前往世界酒店。

营会地点方便使用轮椅者吗？
方便。世界酒店内有电梯和坡道供
使用轮椅的弟兄姐妹。



家庭营有哪些轨道？
家庭营有四条轨道
• 英语 (主要轨道)
• 华语
• 青少年 (13-20岁)
• 儿童 (4-12岁)^

^ 2023年6月起

家庭营的讲员有谁？
• Abe Daniel牧师
• 陈财龙牧师
• 王锡良牧师
• 王祖祥牧师 (华语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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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营几点开始？
6月5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起
到世界酒店登记。
晚餐从下午5点30分开始供应。
更多详情请参阅节目表。

家庭营什么时候结束？
家庭营于6月8日（星期四）午餐后
–下午1点30分结束。

费用
家庭营营费多少？

^ 2023年6月起

营会配套价钱

成人 |青少年 (13-20岁） S$299

儿童 (4-12岁)^ S$219

儿童 (4岁以下)^ S$29

巴士 (双向) S$50

巴士 (单向) 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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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会配套包括什么？
• 你所选择的轨道里营会节目

的出席资格
• 营会材料
• 多数的午餐、晚餐*
*请参阅节目表了解哪几天供应餐食

为什么4岁以下的儿童需要缴付营
费？
他们也是营会的参与者，也会获得
家庭营的营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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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营的节目表是怎样的？

第一天 – 6月5日
下午3.30 开始登记
下午5.30 晚餐（供应）
晚上7.30 第一场 (开幕 -与英文部一起)

第二天 – 6月6日
上午9.00 第二场
中午12.00 午餐（供应）
下午1.30 营会活动 / 自由活动
下午5.30 晚餐（供应）
晚上7.30 第三场

第三天 – 6月7日
上午9.00 第四场
中午12.00 营会活动 / 自由活动
晚上7.30 第五场

第四天 – 6月8日
上午9.00 第六场(闭幕 –与英文部一起)
中午12.00 午餐（供应）
中午1.30 营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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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营配套有包括旅游保险吗？
没有。请自行购买旅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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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家庭营配套不包括住宿安排？
弟兄姐妹可以更自由地选择酒店和
交通安排，更符合自己的需要和预
算。

点击以下的酒店链接安排住宿：
• 世界酒店 One World Hotel       

(家庭营地点)
• Promo code:

TRINITY2023
• 阿万特饭店 AVANTÉ Hotel

(有盖走道 -走路7分钟可抵达
世界酒店)

• 吉隆坡M酒店度假村M 
Resort & Hotel Kuala Lumpur
(非高峰时段开车10分钟可抵
达家庭营地点)

https://www.oneworldhotel.com.my/
https://www.avantehotel.com.my/
https://mresort-hotel.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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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家庭营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报名？
2月6日（星期一）晚上6点开始，
可以上网报名。上网报名是唯一的
方法。

家庭营报名什么时候截止？
截止时间是2月20日（星期一），
晚上11点59分。

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报名成功？
主要报名者(main registrant)在成功
报名后会收到确定电邮。如果你在
电邮的收件箱里没有收到电邮，请
查看你的垃圾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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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和取消

营费的支付方式有哪些？
营会配套可通过信用卡（VISA或万
事达卡）支付。

我不大会使用科技，不懂怎么报名
或上网支付营费。怎么办？
我们鼓励你向家人或朋友寻求帮助。

我在一个电子报名表内能为多少人
报名？
你可以一次为每个轨道最多5人报
名（每次最多为不同轨道共20人报
名）。



上网报名需要什么资料？

所有报名者
• 姓名 (根据身份证/护照)
• 出生日期
• 联络号码*
• 过敏 / 其他医疗情况^

• 紧急联络方式^: 联络人姓名、
联络号码、与报名者关系

* 只有成人和青少年需要提供
^ 只有青少年和儿童轨道需要提供

主要报名者的其他资料
• 电邮地址
• 信用卡资料 (为缴付营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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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怎么处理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
资料？
根据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三一基督
徒中心将确保所有合理的安全安排
都到位，以防止任何人未经授权索
取、收集、使用、透露、复制、修
改或处置您的个人信息。

当我报名时，可以支付部分的营费
吗？
当你报名时，需要付清全部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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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新加坡
我的护照不是新加坡护照，我进入
马来西亚需要签证吗？
请到马来西亚高级专员公署网站以

获取更多信息。

我的护照在家庭营结束那天（6月9
日）到期。我需要在去家庭营前更
新护照吗？
你需要在前往家庭营前更新你的护

照。在离开新加坡前，所有护照必

须有最少6个月的有效期。

http://www.kln.gov.my/web/sgp_singapore/requirement_fore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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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完成接种冠病疫苗才能够参
加家庭营吗？
从2022年8月1日起，你不需要完
成接种就能进入马来西亚。我们在
营会期间需要遵守马来西亚的旅游
建议。

我在家庭营中需要戴口罩吗？
从2022年9月7日起，除了乘搭公
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外，其他
时候都可自由选择是否戴口罩。我
们在营会期间需要遵守马来西亚的
口罩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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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参加任何小组。我可以报名
参加家庭营吗？
可以！我们欢迎所有三一之友和他
们的家人朋友。

我只能部分时间出席家庭营，可以
支付较少的营费吗？
虽然你不能出席整个家庭营，我们
仍非常欢迎你。不过，不论你能够
出席多少场次，营会的费用都是定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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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紧急状况发生使我不能出席
家庭营，我能够要求退款吗？
很抱歉，取消报名是无法得到退款
的。

我在报名是遇到技术上的问题。我
该怎么办？
请电邮churchcamp@trinity.sg。

我在报名时资料登记错误。我该怎
么办？
请电邮churchcamp@trinity.sg，写
上你的参考编号(Reference ID -可
在付款确认页面和确认电邮中找到）
并指明需要更正的地方。

mailto:churchcamp@trinity.sg
mailto:churchcamp@trinity.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