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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教區各項活動需宣布的事項 

110/5/22 報告事項。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宣導與防護措施總會第十一次發文：依據 110年 5

月 17日內政部公告之【即日起至 110 年 6月 8日國內宗教集會活動及宗教場所防疫規

範】，配合辦理，請多多禱告，願主看顧保守渡過難關！ 

分享【安穩港口】傳遞恩典福份：加好友 ( LINE ID 是 @hymn318 ) 

台灣總會 總負責林章偉傳道的勉勵：疫情下的互勉 https://youtu.be/dn7mNCBBC5s 

北區區負責 趙四海傳道勉勵的話（我心平穩安靜）https://youtu.be/wJuU7IyNFkw 

中區區負責  姚家琪傳道勉勵的話 https://youtu.be/PnV3KNFPNCE 

中南區區負責  林恩賜傳道勉勵信徒的話 https://youtu.be/EoDRrCge_Mw 

南區負責區負責  翁正晃傳道勉勵信徒的話 https://youtu.be/aWfYaDaB8oA 

◎「真耶穌教會宣牧中心」請為真耶穌教會宣牧中心建築經費給予支持、代禱與奉獻，宣牧中

心建築經費募款方案有<<933奉獻專案>>及<<特志奉獻專案>>二種方式。期盼秉持主內一家精

神，懇請各地教會同靈關心代禱及協助奉獻。 

擬聘一名媒體傳播專員：請各教會鼓勵推薦主內多媒體專業優秀人才報名應徵。本案聘任合

約三年，期滿前依需要再提案決定續約與否。應徵資格：本會信徒，信主三年以上，大

學畢業(含)以上，弟兄須役畢，聖靈充滿，熱心教會聖工。條件：大專多媒體傳播相關

科系畢業。具備多媒體傳播 2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具專案企劃及管理能力。應徵辦法：

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請檢附應徵報名表、自傳附相片及相關證明文件，經教會職務人

員簽名後，郵寄至 10054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27 號 5 樓 真耶穌教會北區辦事處 收(信

封註明應徵多媒體專員)。110/5/31日截止報名（郵戳為憑）；甄選面談地點、日期、時

間另行通知。 

截至 110年 4 月底，募款金額如下。 

認捐約 = NT$ 116,020,630 .- 

實收約 = NT$ 112,369,602.- 

933奉獻 651 人次 / 特志奉獻 1562人次 

捐款有四種方式： 

一、教會代收：個人奉獻交由財務負責人代收，開立奉獻收據給奉獻者，科目為「宣牧中

心建築經費」，由財務負責人彙整個人奉獻，並匯款至總會。 

二、銀行轉帳：個人匯款至總會專戶後，請奉獻者聯絡總會財政處開立奉獻收據。 

電匯帳戶資料 (「真耶穌教會宣牧中心」專戶)：1388-940-003344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

臺灣總會 玉山銀行(代碼 808)北屯分行。 

三、信用卡捐款：宣牧中心信用卡捐款授權書(附件)填寫完後，請任選下列其中一個方式

寄送，收據將由總會財政處開立奉獻收據。 

（1）郵寄至總會（住址：40673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號，收件人：許慧足姊妹） 

（2）傳真至總會（傳真：04-2243-6968，收件人：許慧足姊妹） 

（3）E-mail至總會（E-mail：ednas@tjc.org.tw，收件人：許慧足姊妹） 

◎「湖口福音中心」 

請各教會每月初彙整信徒前一個月奉獻的金額，請匯至北區：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045004880882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北區辦事處。匯款請註明：××教會湖口購堂

奉獻。匯款單據請照相並寄至 tjcnews@gmail.com。歡迎各教會有志於逐家佈道的弟兄姐

妹一起來參加。 

聯絡人：張朝欽傳道 0911-858-291地址：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 419-12號，電話：03-5907030 

https://youtu.be/aWfYaDaB8oA
mailto: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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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緊急辦理事宜 

【教牧組】 

國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警戒升級，取消活動如下： 

5/28-30北區社青靈恩會(羅東) 

5/30北南區兒教股教員進修會(桃園)  

6/4-6全區 110 年方舟團契聯合聚會(德安) 

6/19-20北區 110年適婚同靈聯誼(三峽)  

總會活動 
【行政處】 

110年各教會長老、執事按立推薦：請各教會職務會於 6/19前，將推薦表寄區辦事處收。 

【神學院】 

神學系正期班第五十七期招生：宣牧組—招收公費生不限人數。報名 6/13 止。教會審查請教

會於 6/19 前審查，並寄交各區辦事處。教區審查期限於 7/19 前召開教區聯席會審查，

再將通過名單交予神學院。 

長執宣牧志工訓練班招生：招收教會長執，報名自即日起至 6/13止。教會審查請教會於收到

完整之報名資料並經過審查通過後，於 6/20前寄給教區審核，逾期恕不受理。教區審查

期限於 7/20前將通過名單及報名資料寄交神學院。 

神學訓練班大專組：舉開日期調整為 8/16~9/3(總會)，報名資格：本會信徒，經教會職務會

審核通過者。大專在學生（僅限已在學之大專生，不含高中職畢業即將進入大專就學者）。

報名表及審核表於 6/25 前交教會職務會審核，教會審查通過後，於 6/30 前將報名表及

審查表寄交神學院，逾期不予受理。 

【教牧處】 

大畢班成長營：6/25-27(總會)。參加資格：大專畢業生，非學生身分者請勿報名，歡迎慕

道者報名參加。※109 年因疫情停辦，若於 109年畢業之學員可報名參加。報名期限：

5/10～6/10止。費用：雜費 100元、伙食費 500元（慕道者優待收伙食費），合計：

600元，現場繳交。＊現場報名者，報名費需加收為 900元；慕道者加收為 400元。報

名方式：請輸入網址 https://edu.tjc.org.tw/線上報名/，進入「教牧資源網-線上報

名」後，填妥基本資料後將報名表送出（請務必填寫真實資料）。承辦人：林亞蘋姊妹 

電話：(04)2243-6960 分機：1234 e-mail：megl@tjc.org.tw。 

第五十屆大專班學生靈恩會：8/5-11，報名期限自 5/7至 6/20止；報名方式：請輸入網址
https://edu.tjc.org.tw/線上報名/，進入「教牧資源網-線上報名」後，依班別填妥
基本資料後將報名表送出(請務必填寫真實資料)。承辦人：黃怡涵：(04)2243-6960 
分機：1242。 

北區活動 

【教牧組】 

(更動)北區大專校園團契輔導人員進修會：6/6(線上)，與會人員：教育股及高級班教員。

經由北區各教會職務會確認並舉薦有意加入高教課程講員工作之同靈。各大專校園團契

之輔導人員，請各團契之行政輔導人員於 5/23前向該關懷區之大專輔導傳道（北南

區）/林頌懷傳道（sunghuai@gmail.com）（北北區）/劉恩平傳道

（gn123456456@gmail.com）/（桃竹區）/李信德傳道（lsd66618@yahoo.com.tw）報名

確認人數，聯絡人：簡崇真 0910-661453。 

mailto:megl@tj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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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成教相關團契幹部進修會：6/13(雙連)，請負責人轉知相關團契契長、幹部、

北區各聯契(長青、中堅、社青)委員踴躍參加。主題：團契關懷網的建置與運

作。參加之幹部請提供 110年團契課程表:https://reurl.cc/OX3mgr，上傳課

表碼:110，以便彙集交流。報名自即日起至 5/30上傳檔案密碼 0613，請詳閱

報名表 https://reurl.cc/7yvWWQ。聯絡人：關東橋教會陳恩豪執事(連絡電話 0936-

658298) 

請教會提供成教股（長青、中堅、社青）契長通訊資料：若貴教會並未成立所屬成教團契，

請各推派一位聯絡人，供活動報名或課程規劃討論聯繫使用。請各教會教牧負責人將通

訊資料於 6/30前傳至 tjcnews@gmail.com。 

北區長執進修會：6/20(二重) (網址:https://reurl.cc/yndbn8)，主題：傾聽與對話。參

加對象：北區所有長執及教牧股負責人；教牧負責人若不克參加，可由其他負責人代

理。報名期限：請總務(資訊股)負責人彙整參加名單於 6/5前將報名表傳至

tjcnews@gmail.com。 

北區聖樂股小型詩班成長營：6/27(大同)。對象：所有參加者 100人為限。小型詩班、各大

專團契/高級班小詩班、宣道股、福音事工人員，(小型詩班定義：人數 16人以下之詩

班，獻唱時不設指揮)。請教會負責人於 6/12前將報名表傳至 tjcnews@gmail.com。聯

絡人：黃美玲姊妹電話/LineID:0921-802227。 

北區婚姻輔導：6/27(內湖)，參加對象：預定或新近結婚之弟兄、姊妹一同參加。凡對婚姻

輔導課程有興趣者。課程：婚姻之道、兩代之間、教養智慧、夫妻相處、婚姻座談等，

共六小時。報名期限：請各教會統一由教牧負責人彙整報名 6/20前，將參加名單電子

郵寄 tjcnews@gmail.com。 

109年宗教教育季報表回傳說明：請至本網站上傳專區網址：https://reurl.cc/o9bRe3。回

傳，專案請選擇「109 年宗教教育季報表」。專案密碼「1091234」。選擇教會。

上傳者 E-mail。檔案–>確定。備註請填「上傳者姓名」。確認上傳。 

【宣道組】 

開拓股幹部同工成長營：6/18-20(碧候)，對象：宣道股負責、福音組負責、有心於

福音事工之弟兄姐妹。報名費每人 300 元。報名即日起至 6/5或 120 名額滿為

止，不接受現場報名及旁聽。報名及回傳繳款訊息連結：

https://reurl.cc/E25Zkv。 

滙款資料：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045004880882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北區辦事處 

 

  【總務組】 

https://reurl.cc/GdzXedTJC 北區媒體中心(北區辦事處)需要您的訂閱&分享，只要超過

100人則可以自訂網址，超過 1000人即可以手機直播，謝謝~願神祝福 

北區辦事處新網站正式上線：鼓勵各教會善用北區辦事處新網站，網站內容如下： 

最新消息：教區各組消息、總會消息、葡萄園協會、行事曆、安息日安排表。 

線上影音：線上錄音、各教會直播專區。 

資源分享：行政檔案下載、查經資料、課程講義、事工教材、傳道者講義。 

上傳專區：教會資料、報告上傳。 

線上報名：各樣活動報名。 

好站連結：教會資源連結彙整、APP下載。 

https://reurl.cc/7yvWWQ
mailto:tjcnews@gmail.com
mailto:tjcnews@gmail.com
mailto:tjcnews@gmail.com
https://reurl.cc/E25Z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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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辦事處網址及 QRcode： 

https://north.tjc.church/ 

 

 

北區各教會聚會直播連結及 QRcode： 

https://reurl.cc/a5ojjX 

 

北區長照事工人員召募會：6/6(松山)，請各教會負責人鼓勵相關領域或有意願之信

徒參加，以及邀請各教會負責人參與(優先建議教務類股，或教會推派職務會同

工)。參加對象：有意投入日間關懷、訪問的同靈。已有居家照顧服務員資格，

或有意取得相關證照之同靈。願意參與北區居家式長照工作之專業同靈。(醫護

人員、治療師、社工師或以開設居護所(長照機構)之同靈)。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DMwsqRKV2VVvpP379，即日起至 5/31 止。敬請踴躍參加。請總務負

責人統一線上報名。聯絡人：郭冠辰弟兄(0980-360863)。  

代禱事項(請以下各教會每月應提供新的進度，若無提供，將視為無再需要公布，而予以刪除；

若其他教會也有需代禱的事項欲藉此欄公告周知者，可自行撰文向教區提出) 

三峽教會新購會堂:感謝神的帶領與各地同靈的關心，三峽教會於 3月 13 日完成簽約手續，

購堂總金額為 5,500萬元，請弟兄姊妹持續代禱與關心。奉獻匯款帳號：聯邦銀行-三

峽分行 092108000247，代碼 803，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三峽教會，請註

明購堂奉獻 

樹林教會申請危老重建：樹林教會購買豐林街 34號，申請危老重建：目前進行 1F牆和 2F

板施工板模鋼筋灌槳工程，預計於三月底前完成二樓灌漿工程。建築結構體及機電工程

金額為 5,000 萬元，請持續為樹林地區開拓事工及建堂一事關心代禱。奉獻匯款－郵局

代號 700，局號 0311862，帳號 0083164，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樹林教

會(請註明：購堂奉獻)。 

永和教會會堂重建：永和現有會堂通過新北市危老獎勵條例，經總會 23屆第 23次常務負責

人會決議通過重建會堂。已於 2/20取得建造執照。重建總經費為 7,350 萬元，目前尚

不足 2,850 萬元。請各地教會關心代禱。奉獻匯款帳號：彰化銀行福和分行(金融機構

代碼:0095598)。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永和教會。帳號:5598-51-373798-

00 (請註明：建堂奉獻)。 

龍潭教會新建會堂：感謝神的帶領與各地同靈的關心，龍潭教會於 110/3/2地下工程完畢，

支撐構台完成。目前結標建築結構體總建築金額 8,580 萬。請弟兄姊妹持續的代禱與關

心。奉獻匯款－郵局代號 700，局號 0281367，帳號 0071981，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

教會臺灣總會龍潭教會 (請註明：建堂奉獻)。 

竹北祈禱所新建會堂購地：感謝神的帶領，竹北祈禱所擬新建會堂之 110 坪土地目前已購置

完成，目前借款餘額為 3,000萬元，請各教會弟兄姐妹持續關心代禱竹北地區的聖工發

展。奉獻匯款時請利用下列帳號(請註明奉獻明細：竹北購地奉獻)匯款：永豐銀行光華

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新竹教會帳號：032-001-9100175-5 

八里祈禱所的福音事工：八里祈禱所善用會堂空間，積極與教區開拓組配合推動八里地區的

福音開拓，並承接校園福音接待的事工。目前除每安息日接待大葡萄和八里國小的慕道

者於教會聚會用餐，協助老師在租用房舍中進行課輔及生命教育。懇請各教會繼續為八

https://north.tjc.church/
https://reurl.cc/a5ojjX
https://forms.gle/DMwsqRKV2VVvp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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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祈禱所的福音事工代禱暨小葡萄面臨青春期的迷惘，需更多的關懷。並予與奉獻支持，

之前教會購堂，至今仍有欠款。奉獻匯款－郵局代號 700，局號 2441237，帳號 0332051，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五股教會(請註明：購堂奉獻)。 

南寮教會遷至新會堂聚會：南寮教會遷至新會堂聚會：目前教會各項功能順利運作。感謝主

的恩典，在許多同靈的關心與幫助中，已補足購堂之借款，目前規劃第二次整修費用不

足約 2,500 萬。請各地教會和同靈持續為南寮教會建堂事工代禱，並予與奉獻支持，能

早日還清借款。奉獻匯款－郵局代號 700，局號 0061188，帳號 0128723，戶名：財團法

人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南寮教會(請註明：購堂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