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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之光教会 2019 年假日营 

酒店：希思尔新山酒店（THISTLE HOTEL JB） 

日期：2019 年 6 月 19 日 至 22 日 

主题：为福音同心协力  

 

会场 希思尔新山酒店（THISTLE HOTEL JB）l  Jalan Sungai Chat, Sri Gelam, 80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Malaysia  l  GPS Coordinate @1.4623157,103.7432202 
  

日期 假日营开始从 2019年 6月 19 日（周三）早上 11：00 点开始 （请在早上 10:45之前就

座）到 2019年 6月 22日（周六）早上 11：00点结束.  2019年 6月 21和 22 日的午餐

是由营会者自行负责. 

 

酒店入住是下午 3 点以后，酒店退房时间是中午 12 点. 入住是由教会假日营委员会在 6

月 19日酒店在会议大厅(Main Ballroom) 门口统一进行. 

 

英文部与孩童将有他们自己在酒店同时进行的假日营, 儿童部：12 岁及以下的儿童和豆

豆班. 
  

房间 1. 有三种不同的房型 – 单人, 双人, 三人房 . 营会者请尽量使用二人/三人的房型,

酒店不提供四人房型。 

2. 每个双人房必须至少由 1 个成人和 2 个孩童（4-12 岁截至 2019 年 6 月 18 日）或者 2

个成人。若一个成人和一个孩童（4岁以下）将视为单人房. 

3. 附件房间配置图 - 附录 1(早报名); 附录 2(正常报名) 

  

营会费用 –  

全程营会者 

假日营费用包含住宿和三餐（3早餐，2午餐和 3晚餐) ， 

周三 6月 19 日 周四 6月 20 日 周五 6月 21 日 周六 6月 22日 

午餐/晚餐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晚餐 早餐 

 

1. 以下的报价是每人在整个营会的新元收费。 

2. 4岁以下的儿童 (截至 2019年 6月 19 日): 住宿和食物都是免费的. 

 

表 1: 早报名者 (2019年 2月 17日到三月 3日) 

成人  儿童 (4-11 岁)* 

单人房 双人房  三人房   额外床和用餐@ 只需用餐# 

$480 $315 $305 $225 $140 
 

表 2: 正常时间报名(2019年 3月 4 日到三月 31日) 

成人  儿童 (4-11 岁)* 

单人房 双人房  三人房   额外床和用餐@ 只需用餐# 

$500 $335 $325 $240 $155 

* 儿童的年龄是截至 2019年 6月 18 日时的年龄 
 

3 个成人+ 1 个孩童 或  2 个成人+ 3 个孩童，必须定俩间房 **连接房间会优先供给这样
的家庭。 

  
营会费用 –  1. 一天的营会者是指那些只参加营会不会过夜 

https://bit.ly/2Hi27ht
https://bit.ly/2SZeD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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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营会者 2. 每餐的价格如下: 

 

 早餐 午餐 晚餐 

成人 $13每餐 $22.50 每餐 $26.50 每餐 

儿童 (4-11岁) $12.45 每餐 $17.25 每餐 $20.70 每餐 
 

  

额外的逗留 1. 额外的多住一个晚上的收费需要通过联系我们指定的代理：Hajana Travel & Tours 

Sdn Bhd (Ms. Zhi Sin– mice@hajana.com.my / +603-30058010/11/12/13  

**(旅游税费用马币 10 元是按每个房间/每晚计算) 你的预订将由代理直接联络。当

收到你报名的表格时营会委员将会直接提交给代理。 

2. 所有额外逗留的费用将直接付给代理而不是付给教会营会委员会  

3. 有可能比酒店网站上提供的费用更高这取决于你所预订的时间。营会者可以先查酒店

网站上的费用，再对比代理 Hajana所报的价格 

4. 如果营会者更放心酒店网站的价格，那营会者直接自己预订。 
  

报名 1. 报名实行先到先得原则 

2. 报名登记时间表 

 

 

 

 

 

 

 

 

 

 

 

 

 

网上与直接表格报名期间在 2019年 2月 17 日 到 3 月 31 日 
 

3. 提早报名优惠: 

a. 网上报名 – 营会者必须在 2019年 3月 3日之前在网上报名并且在网上银行转账。 

b. 直接表格报名 - 营会者必须在 2019年 3月 3日或之前在一楼前台（早上 10点-

下午 2 点）； 提交报名表格以及付款现金或支票。 

c. 如果报名表格收到了但没有在 2019年 3月 3付清全款，那将按正常的价格收费. 

4. 网上报名链接是 http://gospellight.sg/connect/church-camp-2019/ 

5. 报名截止: 报名截止到 2018年 2月 11 日, 或者更早（如果所有的房间都定完了） 

6. 如果营会者是以下的情况，必须得到父母／监护人的允许： 

a. 21岁以下; 同时 

b. 没有父母／监护人在营会的陪伴 

7. 父母／监护人签名的同意的表格(在营会摊位上有提供) 必须同报名表一起提交。如

果没有父母签署的同意表格，那报名表将不被接受。 
  

 

 

付款 1. 为了让付款更方便有效，营会者的付款将按每个房间来支付同时由房间的负责人来统

一付款 

2. 营会者的付款有以下的途径： 

2 月 17 日 到 3 月 3 日 3 月 4 日 3 月 31 日 

 

截止报名日期 

网上/直接表格报名至 3 月 31 日 2019 

提早报名者有优惠 

mailto:mice@hajana.com.my
http://gospellight.sg/connect/church-camp-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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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表格报名 网上报名 

现金 支票 网上银行转账 

早报名者在 2 月 17 至

3 月 3 日；正常报名

者：3 月 4 与 3 月 31

日 期 间营 会摊 位付

款。 

地点：一楼前台 

星期六：下午 4.30 -

6.30； 

星期日：早上 10 点– 

下午 2点） 

 

支票上付款给  

“Gospel Light 

Christian Church” 

 

请注明– 在支票后面填

写 Camp 2019,  你的名

字和手机号码 

DBS 银行 

Bank Code: 7171;  

Branch Code: 033;  

Account Number: 

033-900655-6 

 

请在转账时注明： 

Camp2019/房间负责人的名 

 

或截图转账的资料,邮件

shine@gospellight.sg 表明 

“ Camp2019 Payment”  

报名时 ： 请把护照细节一起带来 

 

3. 营会者如果需要补助,可以联系营会主要负责人 Benita Teo, 可通过本人或邮件

benita.teo@gospellight.sg 或通过手机 HP: 9798 8093 联系。 
  

护照有效期 1. 护照上的有效期必须在 19 Dec 2019 以后 

2. 如果营会者不能达到护照最少要六个月的要求在移民关卡被拒返回时，所有的营会费

用不能退回。 

3. 儿童, 不管多大年龄，都要求有他们自己的旅行的护照。 
  

交通 1. 通过兀兰从柔佛移民关卡到酒店大概 10分钟的车程（巴士／自驾） 

2. 巴士交通: 

a) 使用巴士（单程／双程）每人的费用是： $20  

b) 没有单程费用的乘客，因为巴士公司要求是双程的车程 

c) 新加坡法律规定所有 2 岁（截至 2019 年 6 月 18 日）以上的孩童都必须在巴士上

有单独的座位。 

3. 自驾(如有）: 

a) 所 有 进 入 马 来 西 亚 的 小 车 都 要 有 注 册 . 注 册 可 以 通 过 网 站

https://vep.jpj.gov.my/  或者在兀蘭关卡和在第二通道（2nd Link）的柜台这

两个主要进入地点附近的 R&R 地区 

b) 注册费用是马币 10 元(5年有效期)和 车辆每次进入所征收的税：马币 20元。 

c) 营会者往返的通行费, 请确保你的觸摸轉到卡(Touch and Go) 至少有马币 50 元

以上. 

d) 入住酒店的房客-酒店有提供使用的停车位是免费。酒店是以房客的房间号码来

确定的。房客驾出酒店前必需到服务台给服务生验证停车票。不入住酒店的营会

者停车费每一次进出马币 5元。 
  

离开  1. 我们将会通知乘坐巴士的营会者在 6月 19日必须集中的时间。这是为了避免在移民

关卡耽搁。 

2. 所有的营会者都需要最迟在 2019年 6月 19日上午十点半分抵达酒店. 
  

签证和旅行保

险 

1. 对那些不是新加坡公民的，请通过网站

http://www.kln.gov.my/web/sgp_singapore/requirement_foreigner.检查进入马来

西亚的签证要求  签证申请要营会者自己安排签证。 

2. 营会者自己安排他们自己的旅行保险。 
  

file://///shinenas2014/Admin/Events/Church%20Camp/2016/Handouts/shine@gospellight.sg%20
mailto:benita.teo@gospellight
https://vep.jpj.gov.my/vep/
http://www.kln.gov.my/web/sgp_singapore/requirement_foreigner.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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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和退款 1. 在 2019 年 4月 15 日以后取消报名的，将丧失 50%的营会费用。 

2. 在 2019 年 4月 29 日以后取消报名的，将丧失 100%的营会费用。 

3. 退款, 申请者需提供收据（如果是通过营会摊位现金／支票付款的） 或者由营会委

员会网上的承认书（如果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 
  

营会简介会 所有的营会者都必须参加 

 

日期: 2019年 5月 26日周日 

时间: 中午 1:00 pm  

地点: Shine 礼堂, 四楼 
 

  

关于营会场所

的信息 

1. 抵达希思尔新山酒店: 从新加坡出发大概需要 1.5 小时的车程（巴士／自驾） 

2. 在整个酒店，提供免费 Wi-Fi。 
  

咨询 1. 那些营会者需要帮助找到共用一个房间的人和所有需要了解咨询，请联系营会主要负

责人, Benita Teo @ 9798 8093 或者 营会负责助理, Lilian Heng @ 94776012.  

你也可以发邮件到 benita.teo@@gospellight.sg 或者 

lilian.heng@gospellight.sg 

 
  

 

mailto:benita.teo@@gospellight.sg
mailto:lilian.heng@gospellight.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