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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教區各項活動需宣布的事項 

請各教會於 110/12/4 會後報告事項時宣布，並請張貼於公布欄。 

全國疫情警戒第二級維持至 110/12/13，現行宗教場所及宗教集會活動防疫措施繼續適用，請參看附件 

教牧處宣導事項，請各教會教牧負責人鼓勵信徒訂閱、分享、轉傳 

【屋簷下的時光】家庭祭壇影音集 youtube頻道 網址 https://reurl.cc/MkZXA4 

一、為落實【家庭祭壇】能在各教會信徒的家中執行，教牧處成立《家庭祭壇影音教材小組》製

作家庭祭壇影音集。期能讓少數個人（家中只有一人或部份信主之狀況）或是一家人觀賞之

後，能得信仰生活之造就，再自行禱告結束。也或者能夠觀賞後，再以此作後續交通分享，

然後禱告結束。 

二、此【屋簷下的時光】家庭祭壇影音集，不是取代過去教會所推行的家庭祭壇 方式（讀經、查

經分享），它是一項增添輔助我們建立家庭祭壇，便捷的管道，築壇的材料，使我們感受、

看重建立家庭祭壇。 

三、影音集自九月起每周五上線，每集約 10 分鐘，提供頻率為每週一集。 

四、內容將涵蓋如：家庭、親子、生活、婚姻、人際、工作職場、教會服事、學業、生死、休閒

等等一切生活相關主題，根據聖經與本會信仰的觀點，做深入淺出的分享（非講道式的），

猶如聽人唸讀或與朋友談天分享之過程。 

五、家庭祭壇影音執行方式：  

   （一）搜尋：youtube頻道【屋簷下的時光】訂閱。 

   （二）觀看：【屋簷下的時光】─教材集。 

   （三）時間：每週固定時段。 

   （四）方式：默禱後一起觀看影音教材（片長約十分鐘）。觀看之後可彼此分享，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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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進度)截至 110年 11月底，募款金額如下： 

認捐約 NT$ 129,054,571.-  實收約 NT$ 122,386,170.-  933奉獻 659 人次/特志奉獻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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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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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 

【教牧處】 

青教組線上遠距教學說明會：12月 26日上午 8點至中午 12點結束(線上視訊)，請教育股負責人

於 12/18 前報名，將彙整之報名表 E-mail 總會教牧處青教科陳双玫姊妹，以利會議工作之安

排（報名完成後，會先受邀入臨時 line 群組）。請各教會或各參加人員自行準備電腦與網路

【因 google meet 上限為 250人，請教育股協調參加人員共用一台 3C終端，參加人員盡量於

12/19參加線上登錄測試，以熟悉登入作業使當日會議順利進行。 

第 25屆全國大專校園團契幹部訓練營：111/1/17(總會)上午 11點前完成報到至 1/20下午 13點

結束，參加對象：即將就任 110學年度下學期之團契（高級班）幹部，包括：契長（高級班

班代表）、課務組、活動組、關懷組負責等；非幹部請勿報名，亦不開放慕道者參加。報名

方式：請以團契（或高級班）為單位報名，填妥報名表上之資料，於 110/12/20前向各區大

專輔導傳道報名(關懷北區之大專輔導傳道(北北區劉恩平傳道 gn123456456@gmail.com、北

南區-林頌懷傳道 sunghuai@gmail.com、桃竹區-李信德傳道 lsd66618@yahoo.com.tw))；並

請各區傳道於 12/27前將資料寄回總會教牧處，以利接待工作(請審慎填寫組別，不接受臨時

換組)。報名費 200元現場繳交。 

【公益慈善事業理事會】 

箴言詩篇聖樂團」及「箴言詩篇愛樂管絃樂團」辦理新進團員甄選：甄選項目 1.合唱團員(女高

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若干名。2.管弦樂

團團員（若干名）。報名資格 1.合唱團員：18歲

（含）以上之本會信徒(在學學生或社會人士皆

可) ，熟諳五線譜，喜愛合唱且具基本視唱能力

者。2.管弦樂團團員：小學四年級(含)以上之本會

信徒者，熟諳五線譜，有樂器學習基礎且具視奏能

力者。3.須經過教會駐牧傳道或負責人的推薦簽

章。甄選地點:臺北教會，甄選時間:管弦樂團：

110/12/26上午 09:30～11:00，合唱團：110/12/26

上午 11:00～12:30，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0/12/20

截止，以下列任一方式報名：1.傳真報名：填妥報

名表並經負責人簽章後，傳真至 02-8192-7325。 

電子郵件報名：請於 PSMA網站

(http://www.psma.org.tw/下載報名表，填妥後由

教會負責人 E-mail至 psma2009@gmail.com 報名，

並請來電確認（Tel）02-2351-5840分機 203，聯絡

人：陳靜如姐妹。 

【行政處】 

總會 11-12月份召開各項會議：請表列相關人員出列席參加，請出席人員務必來電或 E-mail告知

是否出席會議，若是不克出席請說明請假事由。 

會議 日期 與會人員 備註 

宣牧負責人會 
110.11.5（五） 

19:30- 

總負責、總幹事、宣道、

教牧、文宣處處負責、 

神學院長、各區負責 

聯絡人：陳双玫分機 1235 

E-mail：maggiec@tjc.org.tw 

第 85 次 

全體聖職人員會議 

110.11.14（日） 

9:00-17:30 

出席：全體長老、執事、        

全體傳道者 

列席： 110 年新按立長執 

聯絡人：江伯鈞分機 1215 

E-mail：eden1992@tjc.org.tw 

mailto:psma20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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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代表大會 

代表聯合小組會議 

110.12.3（五） 

20:00-22:00 

出席：代表聯合小組 

列席：常務負責人、處負

責、理事會執行長                                                       

聯絡人：江伯鈞分機 1215 

E-mail：eden1992@tjc.org.tw 

第 73 屆 

信徒代表大會 

第 3 次會議 

110.12.4（六） 

8:00 至 

110.12.5（日） 

17:30 

出席：全體信徒代表 

列席：總會負責人、區負

責、處負責、法制委員、

理事會執行長、傳道代表 

聯絡人：黃仕傑分機 1217 

E-mail：jack@tjc.org.tw 

 

請代表於 12/3 晚 23:00 前報到 

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

聯席會 

110.12.6（一） 

9:00-12:00 

出席：總會負責人、全體

傳道者、全體長老 

聯絡人：江伯鈞分機 1215 

E-mail：eden1992@tjc.org.tw 

退休傳道者歡送會 
110.12.6（一） 

20:00-21:00 
出席：全體傳道者 

聯絡人：陳双玫分機 1235 

E-mail：maggiec@tjc.org.tw 

全體傳道者進修會 

110.12.6（一）

14:00～110.12.7

（二）12:00 

出席：全體傳道者 
聯絡人：陳双玫分機 1235 

E-mail：maggiec@tjc.org.tw 

北區 

【教牧組】 

(新增)教牧股同工團契：12/19(大同)。請教牧股負責於 12/11前，於北區網址

https://reurl.cc/82MzaX 報名，或以手機掃描 QR code。 

(新增)111年適婚同靈聯誼活動：111/3/5-6(星期六、日)。地點：大板根森林遊樂區、三峽老

街、三峽教會。主題幸福森呼吸。每人 3,000元，108 名額滿為止。早鳥優惠專案 110/12/31

前報名者，每人只需繳交 2,500元整。請各教會教牧負責人匯款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045004880882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北區辦事處，匯款完成請填寫報名表，報

名請教牧負責人統一報名，寄信至 asayen@gmail.com，聯絡人：板橋教會顏信成 0933-

731237。 

北區大專校園團契嗎哪食用教學講座：11/21(雙連),12/19(線上)。參加對象：北區大

專生及研究生。報名方式：嗎哪食用教學講座採網路報名，請分別於 11/19及

12/17前於 https://reurl.cc/l5pKE9報名，或掃描之 QR code。聯絡人：黃思誠 

聯絡電話：0921-755-396；arthurchan330@gmail.com。林孟辰 聯絡電話：0936-

631-150；yage0528@gmail.com。 

信仰體驗之旅：12/3-5(碧候)，活動主題：只是你還不知道。參加對象：北區各大專院校

團契暨高級班之同靈及慕道同學。請各教會鼓勵大專同靈帶領慕道同學參加。聯絡

人：黃姸(0931-179-922)、蘇妤潔 (0937-345-379)。 

方舟團契聚會：12/5(樹林)。參加對象：方舟同靈(含軍警消防)、慕道友、眷屬及關懷志

工。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6QoT7p8ogZZMLAbU8。聯絡人：契長 陳志華弟兄(0938-

870292)、活動 周家欣姊妹(0938-102517)。 

北區青教教員進修會：12/12(桃園)上午 8：40~13：00。主題：青少年信仰輔導專題研討。對

象：北區各教會教育股、青教組組負責、班負責、教員。報名請至北區辦事處網頁上傳專

區，將報名表檔案上傳，網址 https://reurl.cc/V5NERA，上傳密碼「11012」。聯絡人：桃

園教會 林永福執事 (聯絡電話 0935-245238)。 

北區成教相關團契幹部進修會：12/12(內壢)上午 9：00 ~13：00。主題：團契關懷網的建置與運

作。請參加之幹部請提供 110年團契課程表，請至 https://reurl.cc/V5NERA，上傳課表，

mailto:jack@tjc.org.t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reurl.cc%2Fl5pKE9%3Ffbclid%3DIwAR0t8rMSreA1DmuS4RJFqSHXSCotOL7ZBD1hzarsQhUOasryisxqc57inTQ&h=AT2MKnIHus2bSvbK7kpltj6URaM3xsjr46ZjblSTm-EMQ2XXFKtCiy1W4AuG3Dwk-wvm5JuYWOKuRu0dQZrlHufMOYsboqilLOaBhW3b3_IZ5p5BgcDrKbSf6TBAfKKME-qD&__tn__=-UK-R&c%5b0%5d=AT1fUAPmYiTHqH4RqCl5Me39r5AcAps25k9k4RHwH3mqOCOj9VoyMu89GG96XRhdmkZgY5yjsSdhuG_ZLE_E9VbHK9btn6iGJfpjIe8gJuboDfhLS2cWxd1nkPSDcF1UiHnzhUh0_4VT53kdQWmGQGaxXIeLkm5kFvm-FSaBxUihLnE
mailto:arthurchan330@gmail.com
https://forms.gle/6QoT7p8ogZZMLAbU8
https://reurl.cc/V5NERA
https://reurl.cc/V5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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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密碼 110。報名請上傳報名 https://reurl.cc/V5NERA，上傳密碼 1212。對象：1.北區

各教會成教相關團契(長青、中堅、社青、婦女、弟兄…等)契負責及幹部；2.北區各聯契(長

青、中堅、社青)委員。聯絡人：陳恩豪執事 0936-658298。 

北區婚姻介紹人聯誼聚會：12/12(景美)，期限：請教牧股負責將報名表及優先關懷名單交由婚介

填寫後，於 12/4前彙整，寄至 tjcnews@gmail.com，以利資料之交換。另請確認或更新婚介

人員名單。請轉達婚姻介紹人更新「真耶穌教會婚報名姻介紹系統」 

http://wedding.tjc.org.tw/)之未婚青年資料，並於優先關懷名單報告時播放介紹。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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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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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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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園協會】 

社區樂齡事工研討會：12/19(新林祈禱所)08:45~12:10參加對象：a.開辦樂齡的各教會同

工，b.北區樂齡團隊講師 c.關心樂齡事工的主內同靈。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2/5(日)。

報名：https://forms.gle/wDjF6Z85gc7pz1RK8。活動聯絡人：紀榮威弟兄 0937-185-

502。 

(新增)招聘業務負責人一名：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為承辦居家式長照機構，預定設址於新北

市新店區永業路 20號 1 樓，擬招聘一名業務負責人進行籌設、營運之業務。招募業務負責人

須具備護理或社工之專業資歷，聘僱資格：請參閱<附件 1>，起薪薪資：起薪$41,500，依服

務年資調整；任用後試用三個月。有意報名者，請檢附<附件 2>之報名表，將履歷、自傳及

相關證照，於 110/12/31 前回傳，願神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傳真：(02)8192-7325、

Email：fun00199@gmail.com、電話：(02) 2397-9335（郭冠辰弟兄）。預定面試 111/1/9，

若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招募專職社工員一名：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自 106/10，承接原民會之新北市都會區原住民族

家庭服務中心(簡稱原家中心)至今，目前辦公室位於新北市新店區永業路，服務範圍 涵蓋新

北市 16 個行政區。111 年原家中心的實施計畫擬召募原住民社工員一名，請教會惠予宣導

並鼓勵主內具社工專業原住民同靈報名。資格＆薪資待遇：1.聘僱資格：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或已取得 45個社工學分之原住民同靈(男女不限),2.核定薪資：起薪$34,916，依社會服務年

資最高可至$41,899。有意報名者請檢附履歷表和自傳於 110/12/10前回傳。傳真(02)8192-

7325、Emailtvla@tvla.org.tw、電話(02)2351-5839 #201（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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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進度)永和教會會堂重建：永和已遷至新的臨時聚會點，地址: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69號 2

樓，正式聚會為 12/7。歡迎小區同靈蒞臨聚會共沐主恩。永和

教會通過新北市危老獎勵條例重建案，已取得建造執照，並預計

於 12月拆除。因應營建成本漲幅，臨時信徒會議通過調高預算

至 1億 1 仟萬元。目前永和自籌基金為 5500萬元，尚不足

4,5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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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V5NERA
mailto:tjcnews@gmail.com
http://wedding.tjc.org.tw/
https://forms.gle/wDjF6Z85gc7pz1R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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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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借款餘額為 3,000 萬元，今年一月至十月底奉獻及募款

收入約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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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西祈禱所購堂：感謝神的帶領，關西客家地區歷經 30 年開拓，蒙

神帶領由龍潭擔任母會，於 110 年 10 月 24 日成立祈禱所，並通

過總會評鑑購買全新建物 105 坪(含電梯)。目前已開始聚會，購

置會堂總經費為 1,600 萬元(已有 400 萬建堂金額)，目前尚不足

1200 萬元。敬請各教會弟兄姐妹持續關心代禱。關西購堂奉獻匯

款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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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奉獻請留下姓名，地址，匯款日期及

帳號後五碼，以利寄送奉獻收據。匯款請註明 XX 教會關西購堂

奉獻。單據請照相並寄至 tjcnews@gmail.com。 

三峽教會新購會堂: 三峽教會新購會堂：感謝神的帶領與各地同靈的關心。三峽教會已於 5月份

完成交屋手續，購堂總金額為 5500萬，目前正進行內部空間之

規劃，請弟兄姊妹持續代禱與關心。奉獻匯款帳號為：聯邦銀

行（代碼 803）三峽分行 092108000247，户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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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會堂建築結構體及內部隔

間工程已完成，目前進行發電機基礎設施、消防泵浦施作。建築

原物料及工資上漲，造成興建成本增加約 1,500萬元，目前約 2,000

萬元資金缺口，請弟兄姐妹持續關心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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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潭教會新建會堂：龍潭教會目前工程已進行至主會堂與夾層灌漿工程，因國際建築原物料上

漲，建設公司通知教會為維持建築用料品質，須追加管理費用與

指定材料費用總計需約 1,000萬，因此至今年底工程款出現

1,000萬缺口(此費用不含後續裝潢、地磚、音響、冷氣)，請弟

兄姊妹關心代禱。此外，原申請為建築線的預定開闢計畫道路，

桃園市政府未列入今年度的開瓶計畫內，此變動將會影響教會使

照取得，求神帶領開路，使教會與主管機關、鄰地地主龍潭高

中，能夠協調出解決辦法，使後續使照取得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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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圍祈禱所購堂：感謝神的帶領，竹圍祈禱所已完成購置作業（新北市淡水區民權一街 48 號 1 樓），

建物 29.79 坪。目前正積極進行裝修規劃與後續施工，其購置會

堂總經費為 1,400 萬元(購置 1,150 萬+裝修預估)，目前尚不足 700

萬元。敬請各教會弟兄姐妹持續關心代禱。奉獻匯款時請利用下

列帳號(請註明奉獻明細:竹圍祈禱所奉獻)匯款：台北富邦北投分

行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北投教會，帳號：

0036022102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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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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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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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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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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