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常見問題與解答

(6/20/2017 更新)

1. 參加特會總共花費大概為多少？
a、 因人而異，按照個人所參加的項目，報名的早晚而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b、 來回機票（按照出發城市，訂票時間與倉等/倉位不同，票價大有不同，若從中國出發約
4000-12000 RMB）
c、 大會報名費：
報名費

5/31 以前報名

6/1 之後報名

個人

50 美元/每人

80 美元/每人

夫妻

80 美元/每對

140 美元/每對

團體（10 人以上）

30 美元/每人

50 美元/每人

d、 7 月 3 日千人感恩餐會：每位 65 美元，可直接由網上訂票。
e、 特會酒店住宿費：149 美元起/每天（價格視酒店等級不等, 稅另計），可住 2 人，第三、第
四位客人酒店會酌收費用。線上訂房鏈結請參考愛修園網頁。
f、 7/4 以後琴與爐學校，先知學校住宿費：99 美元/每天（不含稅）
，可住 2 - 4 人。房價均分。
線上訂房鏈結：https://secure3.hilton.com/en_US/hi/reservation/book.htm?execution=e1s1。
g、 修學分費用：6/29 ：一學分、6/30~7/3 特會：四學分、7/4~7/8 先知學校報名費：四學分；
每學分$50。旁聽免費，自由奉獻。
h、 每日餐費： 可預估每餐 10 美元（詳見下第 9，18）
2. 最遲什麼時候要辦簽證？
a、 簽證越早辦越好，美國簽證發給中國公民通常為一年有效期，多次往返，（其他國家有效期
較長）所以七月特會現在就可以開始辦簽證事宜，愛修園可以配合簽發“特會邀請函”協助
辦理美國簽證
b、 最好在出行前兩個星期前就把簽證辦好
3. 到了機場，有人接機嗎？
a、 因為特會所住的酒店（Hilton 希爾頓酒店）就在 Orange County 機場旁邊，不是洛杉磯機場，
建議美國的弟兄姐妹搭機至 Orange County 機場，所以拿了行李出機場大樓就可以搭免費的
酒店專用穿梭巴士
b、 如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機場交通可聯繫愛修園熟識的專業機場服務公司訂車接機 (請先預約，
並說明參加愛修園特會)
l Jeff 吳先生；Tel: (626) 780-9956，Fax: (909) 860-3509；jjeff1966tw@yahoo.com.tw
l 路得接送公司 Vincent Hu；(626) 945-5634；(626) 808-3755；wenchihhu@yahoo.com
l Frank 吳先生：(626) 782-1941; 312049942@qq.com
4. 我在洛杉磯需要租車嗎？如何辦理？
a、 特會期間，會場與酒店同在一處，除個人特殊需要，否則無需租車
b、 密集訓練期間，若不打算出遊，也不必租車
c、 若計畫租車，必須持有國際駕照（International Driver’s Permit）與本地駕照，或英文表示的
本國駕駛執照（如: 加拿大 ）才可租車

5. 我若自行開車，費用如何計算？
a. 特會期間：酒店自行停車 (self parking)，每日 US$13 (限愛修園酒店住房客人)，非酒店住房客
人：每日 US$36。代客停車 (valet parking)：每天$33。若您經由其他管道訂房，停車費率請洽
訂房原訂房單位，費率可能有所不同。若您是單日來回參加者，請於付費時說明參加愛修園特
會 (Agape Conference)，仍可享優惠費率 (每日$13)，並請保留停車收據，以免重覆付費。非
優惠費率：第一小時$12，之後每小時$10，每天最高$36。
停車付費：
l 現金：停車場出口，或者大會聚會廳出口 parking booth
l 信用卡：停車場出口

(不收信用卡)

若您是經由愛修園優惠計畫訂房之住房客人，您的停車費用會直接記帳到住房登記的信用卡，
無需再於停車場付款，請注意不要重複付費。
b. 密集訓練：Walnut 校本部提供免費停車位。
6. 酒店離機場多遠？離特會的會場又有多遠？
a、 酒店離洛杉磯國際機場（LAX） 約 1.5 小時車程，而離 Orange County Airport (機場代號：SNA)
僅 10 分鐘車程，每 15~20 分鐘有穿梭巴士提供免費機場送機服務，建議預定抵達機場前 30
分鐘前即到酒店門口搭乘穿梭巴士
b、 特會場地就在所住的酒店，非常方便
7. 酒店可以幾個人住一間？小孩可以和大人同住嗎？
a、
b、
c、
d、

依照房型的不同，可入住的人數也不同
單張 King Size Bed 床的房間，最多可以住兩人
兩張 Double Bed 床的房間，最多可以住四人
小孩可以和大人同住一間，遵守以上人數限制

8. 特會期間洛杉磯的氣候如何？要帶什麼樣的衣服？
a、 洛杉磯六月份是夏日，天氣比較炎熱，但早晚溫差比較大，平均氣溫在白天約在攝氏 24 度
C，清晨與晚上約在攝氏 17 度 C。最高溫度約攝氏 30 度 C
b、 因洛杉磯早晚溫差較大，且所有特會都在室內舉行，有空調，所以建議每人都要帶薄外套，
早晚穿著以免受涼，姊妹若有大型披肩，建議攜帶
c、 著裝以輕鬆休閒為好，建議姊妹穿褲裝，因特會期間聖靈的工作比較明顯，較不適合裙裝
d、 7 月 3 日千人午餐會，可以穿著較體面正式的服裝

9. 特會期間早，午，晚餐如何解決？大會有提供嗎？
a、 特會的 Hilton 酒店沒有提供免費早餐，密集訓練的 Ayres Suites 酒店有提供早餐
b、 基本的用餐情況為：
i.
早餐：特會期間，自理，密集訓練：酒店提供
ii.
午餐：特會期間，自理，密集訓練：自理
iii.
晚餐：特會期間，自理，密集訓練：自理
c、 特會的希爾頓酒店附近，有很多方便的餐廳，都在步行範圍內，希爾頓酒店內有數家餐廳可
供用餐
10. 特會期間會場有免費的網路嗎？
a、 特會的 Hilton 希爾頓酒店：所有酒店住房客人，可享一樓大廳及房間內免費的 Wi-Fi 網路服
務。
b、 鄰近愛修園的 Ayres Suites Diamond Bar：房間內有免費的 Wi-Fi 網路
c、 愛修園會場： 有公開網路，可供上網使用，但禁止上傳、下載以免影響網速，造成別人不
便

11. 特會期間的時間安排如何？
a、
b、
c、
d、

6 月 29 日 9am~9pm 週四：校友聚會(校本部)
6 月 30 日 11am~2pm 週五：校友團圓餐會（Hilton Costa Mesa）
6 月 30 日 週五：下午 5：00 開始辦理大會報到，晚上 7：30 開始特會
7 月 1 日，7 月 2 日，兩天特會期間：早上 8：00 開始琴與爐，中午休息 1 個半小時，晚間
休息 2 小時，整體聚會到晚上 10：00

e、 7 月 1 日(週六) 下午四時，下午有愛修國際領袖學院畢業典禮
f、 7 月 3 日 週一：上午聚會，中午感恩餐會
12. 千人餐會如何報名？要穿正式服裝嗎？
a、 我們建議每一位參加特會的弟兄姊妹都參加這一機會難得的千人餐會
b、 在網上報名時就可以登記繳費
c、 建議穿著較正式體面的服裝
13. 特會期間可以攝影嗎？拍照呢？
a、 特會期間大會有全程的專業攝影，為了保護特會會場秩序，特會期間禁止錄影與錄音
b、 來賓分享與講道期間，為保持專注，也禁止拍照/攝像（尤其禁止閃光燈）
c、 若有興趣將大會訊息帶回去仔細研讀或分享親友，大會有及時 CD 的銷售，必定會在弟兄姊
妹回去前可以買回
d、 休息時間，可以開放拍照，讓弟兄姊妹與牧師/貴賓們合影留念
14. 特會期間的酒店應該住幾晚？什麼時候退房最好？
a、 特會從 6 月 30 日下午起到 7 月 3 日中午退房，共住三晚，7/3 下午 12：00 依照酒店規定期
限退房

15. 特會和其他課程期間，小孩可以參加嗎？有兒童主日學或小孩看護嗎？
a、 基本上不建議帶小孩參加特會與密集訓練，尤其是聖靈工作較明顯的特會
b、 特會期間，大會備有暑期特會兒童節目(6/30-7/3)，每位小朋友費用$100, 同一家庭第二位小
朋友$50，報名請參閱 6/30-7/3 兒童節目詳情；
c、 先知學校、琴與爐學校期間：僅晚間安排兒童看顧，費用另計，請接洽前台人員。
d、 適合兒童年齡：6~12 歲；0-5 歲孩童請父母自行照顧，12 歲以上建議參加成人聚會。
16. 如果我不參加密集訓練，可以參加旅遊嗎？如何安排？
a、 若你已經參加旅遊團，請隨團隊行動
b、 若是自己來美，我們可以介紹數家洛杉磯當地旅遊團，供弟兄姊妹自行挑選與參加
c、 屆時大會手冊或愛修園前臺將有資訊提供
17. 如果我要參加密集訓練，如何安排我的交通到愛修園校本部？
a、 密集訓練的特約酒店為 Ayres Suites，距離愛修園僅 8 分鐘車程
b、 每日有免費酒店接駁車，將弟兄姊妹接送至密集訓練會場，每日早上送一次、晚上接一次，
其他時間不接送。需要搭乘者，可在辦理住房時，在櫃台登記。
c、 若有熟悉的洛杉磯弟兄姊妹，可相約一起搭乘私家車至會場
18. 密集訓練的早，午，晚餐如何解決？
a、
b、
c、
d、

早餐：Ayres Suites 酒店有免費供應
午餐自理：可以訂盒飯 (約$7)，附近步行範圍內也有各樣餐廳
晚餐自理：也可以訂盒飯，或到附近餐廳就餐，可向愛修園櫃檯索取附近餐廳資料
密集訓練期間，鼓勵國外來的弟兄姊妹與本地的弟兄姊妹團契，一起相約到附近餐廳共進晚
餐

19. 特會與密集訓練期間，國際長途電話如何解決？
a. 如欲在美國使用行動電話，亦可選擇行動電話商(如 T-mobile)預付電話費的方案, 有下列選
項：• 每月$35 USD--無限通話與簡訊 (不包含上網)
• 每天$3 USD--無限通話、簡訊與上網
• 每月$50 USD--無限通話、簡訊與上網 有需要者, 可至愛修園附近之門市辦理
b.
c.
d.
e.

(21710 Valley Blvd., City of Industry, CA 91789)
中國移動漫遊至美國，若使用 T-Mobile 網路（請用手機調整）
，撥中國（+86）每分鐘 0.99 元
人民幣，撥美國本地每分鐘 0.59 元人民幣
發國內短信，每條 0.19 元人民幣
若使用其他網路，價錢將非常高（每分鐘超過 5 元人民幣）
若由台灣出發，可由以下網站購買手機 SIM 卡，並可在台灣取得卡片及門號：
http://www.callingtaiwan.com.tw/p/t-mobile%E7%BE%8E%E5%9C%8B%E9%A0%90%E4%BB%98
%E5%8D%A1。

f. 其他各國弟兄姊妹請先查明當地營運商在美國加州的漫遊合作夥伴，並記清楚漫遊的費用
（通話，資料，短信）以免過度花費
g. 各位也可在 Walmart 買到各營運商的 Pre-paid Card （預付卡/充值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