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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教區各項活動需宣布的事項 

請各教會於 111/5/21 後報告事項時宣布，並請張貼於公布欄。 

宗教集會活動防疫措施相關規定 https://reurl.cc/NZk1y9 

區負責宣導文： 

哈利路亞，各位同工平安 

近日確診人數已突破萬人，北區各教會也陸續傳出信徒和長執傳道確診之案例，預期未來將更升

溫，請各位牧者： 

1.加強自身健康防疫措施。 

2.也請針對已確診或居隔之信徒，協同教會負責人、團契之關懷網，對於療護與生活起居送餐等，予

以協助。 

3.也請各位牧者加強羊群的心靈觀護與安慰，並加強禱告！ 

4.求主耶穌基督施恩眷顧祂的教會與羊群能度過疫情，信心仍然屹立不搖，在患難中保持喜樂的心，

歡然奔向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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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次發文。 

一、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每日確診人數攀升，疫情持續升溫擴散。請各教區及教會依據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最新疫情、防疫措施，作好防疫因應工作。 

(一)落實實聯制、量體溫、提供洗手設備或消毒用品、加強環境淸消、員工及內部人員健康管

理。建議宗教團體內部人員盡速接種至少 2劑疫苗。 

(二)佩戴口罩：民眾進入宗教場所須全程佩戴口罩。神職人員、執事或其他主持儀式人員，按當

時最新防疫規定，須或不須全程佩戴辦理之。 

(三)供應餐點：餐會、宴席不得逐桌敬酒。用餐期間建議維持適當社交距離，並減少交談。非常

時期，建議教會因應措施：【聚餐目前還是傳染最大的途徑！】 

1.不供餐。 

2.供餐不共餐。供信徒外帶返家享用。 

3.供餐共餐，要採梅花座。 

(四)提供住宿：大樓、會館等提供非內部人員暫時住宿之場所，除同住家人外，以 1人 1室為限。 

(五)如有確診、被疫調匡列事件即時應變、清消工作等措施。停止實體聚會，改為線上聚會。 

(六)500人以上大型宗教活動，須提報防疫計畫，並經地方政府同意後方可辦理。 

二、請各地教會職務會，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內政部的最新防疫管理措施，因地制宜，即時應

變滾動式調整教會聚會、各樣活動事宜措施。 

三、請全體教會，秉持聖經教導，順服在上有權柄的（羅十三 1），遵行愛人愛己的各項防疫措施。

保守信德，同心合意為此禱告，求主施恩看顧保守（詩九十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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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NZk1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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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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11年 4月底，募款金額如下： 

認捐約=NT$134,420,781.-    實收約=NT$127,408,470.-    933奉獻 663人次/特志奉獻 1781人次 

捐款四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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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口祈禱所 

自 111 年 1月 2日起成立湖口祈禱所：湖口祈禱所成立後，各項聖工人員名單如下： 

教牧股負責人：黃世昌弟兄。宣道股負責人：李良哲弟兄。總務股負責人：田佳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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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 

【神學院】 

神學院招生：1.神學系正期班第五十八期宣牧組招收公費生不限人數、2.長執轉任傳道訓練班。報名

期限 6/12止。教會於 6/18 前審查，並寄交各區辦事處。教區於 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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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期限 6/12止，教會於 6/20前審查，教區於 7/20 前召開教區聯席會

審查，再將通過名單交予神學院。 

大專組第 38期招生暨舊生回院上課：7/9-22，報名資格本會信徒大專在學生，經教會職務會審核通過

者。報名截止 5/31，請於 6/5前將報名表及審查表寄交神學院，逾期不予受理。 

【教牧處】 

第五十一屆大專班學生靈恩會：8/4-10。參加資格：大專生（五專生須四年級以上；請勿跨年級報

名）非學生身分者 請勿報名，歡迎慕道者報名參加。※升大一新生尚未放榜者可事先報名。報

名期限：自 5/16起至 6/24 23:00 止；逾期不再開放延期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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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2243-6960#1242。 

mailto: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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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東半球國際青年團契：7/23-24(線上)，參加資格：凡本會信徒年滿 18歲至 40歲之青年均可

參加。報名方式:請向各教會負責人索取或至臺灣總會網站下載報名表，經駐牧傳道或教牧負責

人簽名後，將報名表傳真 04-2243-6968；e-mailmegl@tjc.org.tw或寄至臺灣總會教牧處。 

【公益慈善事業理事會】 

(新增)2022 臺北國際書展： 6/2(四)～6/7(二) (臺北世貿一館，世 貿一館 20 號入口信義路上的

正門，攤位 B509)。國際書展期間，基督教攤位聯合折扣：單本 79 折、三本 75 折、六本 69 

折， 現場另有多樣新書與禮品、桌遊折扣，歡迎前往來參觀。臺北國際書展聯絡人：黃畀予弟

兄 0933-976131 

【文宣處】 

招募美術編輯辦事員一名：報名截止日：5/27止（郵戳為憑），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請將附件（應

徵報名表及自傳附件）填妥，經所屬教會負責人簽名後，併畢業證書影本一份寄至總會。06506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 號(行政處江伯鈞弟兄收) 

【行政處】 

招募資訊科資訊人員一名：報名截止日：5/27止（郵戳為憑），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請將附件（應

徵報名表及自傳附件）填妥，經所屬教會負責人簽名後，併畢業證書影本一份寄至總會。406506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 號(行政處江伯鈞弟兄收) 

北區  

 

【上傳專區 https://reurl.cc/o9bRe3】 

◎請選擇教會，上傳者 E-mail，檔案–>確定，備註請填「上傳者姓名或匯款資料」確認上傳。報名

費匯款時請註明：○○教會，以利北區彙整。ATM轉帳、臨櫃匯款，請將匯款單拍照上傳，上傳步

驟都一樣。 

【教牧組】 

(安排表調整)111年北區國、高中班學生靈恩會：六班合併 7/3-7上午 9點~下午 4點，小區辦理不

過夜，專案密碼 0607。報名即日起至 5/31止，每名$1,000(教會補助$500+學員自付$500)，超過

6/1即不接受報名，當天報名者請自行先向所屬教會報備同意，每名$1,500；教會補助$500+學員

自付$1,000。請教會教育股負責(或由資訊股)負責人彙整報名單、匯款單拍照上傳。 

111 年學生靈恩會 

舉開日期：7/3-7上午 9點~下午 4點 

區 教會/班別 班負責 課務  輔導 

基隆  基隆   林崇道 黃英豪 陳思怡 

台北  台北 林賢明 曾路加 翁輝明 

大同 大同 田靈生 楊恩超 高春霖 

三重 三重  陳健源 蕭長岳 邱承忠 

永和 景美 張朝欽 郭建男 黃政勇 

板橋 板橋 陳忠揚 陳麗蓉 胡清明 

桃園 中壢/高中班 趙宏仁 張建二 高俊祥 

  桃園/國中班 高明誠  劉恩平 江長慈 

新竹 竹東 李迪銘  羅家榮 李真得 

mailto:megl@tjc.org.tw
https://reurl.cc/o9bRe3


4 

 

北區小型詩班成長營：6/19(線上)，對象：所有參加者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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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前將彙整報名單上傳，密碼 0619。 

北區婚姻輔導：6/26(內湖)，參加對象：1.預定或新近結婚之弟兄、姊妹一同參加。2.凡對婚姻輔

導課程有興趣者，歡迎參加本講習。請教牧股負責(或由資訊股)負責人 6/12 前彙整報名單上傳

密碼 0626。 

教會婚姻報告：110年 11月至 111年 10月專案密碼 110111。請教會教牧股負責(或由資訊股)負責

人彙整婚姻報告上傳。 

109 年宗教教育季報表：109 年 1-4季專案密碼 1091234。請教會教育股負責(或由資訊股)負責人彙

整上傳。 

110 年宗教教育季報表：110 年 1-4季專案密碼 1101234。請教會教育股負責(或由資訊股)負責人彙

整上傳。 

(新增)北區、東北區方舟團契線上聯合聚會：6/12上午 9:30至下午 13:00(線上)，參加對象：方舟

同靈（含軍警消防)、方舟慕道友、眷屬及關懷志工。統一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VDzvWY。會議室連結：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ppk-xwez-ymn。聯絡人：北區契長陳志華弟兄

(0938-870292)、活動周家欣姊妹(0938-102517)。 

【宣道組】 

(調整)北區開拓股幹部同工成長營：6/18-19(桃園)，對象：宣道股負責、福音組組長及福音組人

員，實體報名即日起至 6/4日止或額滿為止，參加實體報名費每人 300元。 

 

 

 

 

 

 

 

 

 

 

協助林口教會及新林祈禱：為了推展福音開拓及牧養關心的需求於林口地區，請北區各教會資訊股給

予協助-教區宣道組負責高明誠敬上。網址 https://reurl.cc/dXd8z8或請掃 QR 

code。 

 

【總務組】 

安穩港口邀稿：字數 500字左右。內容請針對五大教義、十大信條為主軸，於信仰生活的實際體驗，

並引據聖經分享。可提供插圖。沒有稿費。可直接寄 tjcnorth2@gmail.com，北區辦事處資訊辦

事員收。 

 

實體課程及回傳繳款訊息 報名連結 QRcode： 
https://reurl.cc/X4bM7a 

線上課程 報名連結及 QRcode： 

https://reurl.cc/n1LXl1 

https://meet.google.com/ppk-xwez-ymn
https://reurl.cc/X4bM7a
https://reurl.cc/n1LX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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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C 居家服務員培力系列課程：6/12(景美)。邀請對象：1.已有居服員證照之同靈。2.沒有證照但有

意願成為居服員之同靈。3.願更了解 TJC長照工作之同靈、傳道、長執、負責人。報名方式：線

上報名 https://forms.gle/jHeGBM3d9DVgqNdh8。即日起至 6/3止，請總務負責人蒐集報名表

後，統一至線上報名。 活動聯絡人：郭冠辰弟兄(0980-360863)，fun00199@gmail.com。 

【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新增)推廣「電子發票愛心碼」：函請各教會惠予配合宣達。北區辦事處自民國 92 年獲內政部核准

設立「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至今已達 19 

年。多年來，不論是推動校園生命教育、經營青少年

營隊、開辦社區樂齡課程、 建置微聲盼望關懷專線，

或設立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等，感謝主的帶領，透

過葡萄園協會全體同工的努力，在會內、會外皆獲得

相當正面的肯定與支持。今為推廣台灣葡萄園社會關

懷協會向財政部申請的電子發票愛心碼「17527」捐贈

事 宜，特製作愛心碼相關海報及貼紙，請各地教會惠

予宣導、發放及張貼，期能邀請更 多同靈，以舉手之

勞共襄盛舉，用一份發票發揮愛心！ 

https://forms.gle/jHeGBM3d9DVgqNd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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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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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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新建會堂電

梯工程己完成，外牆鷹架也陸續拆除中，目前施作內部隔間及壁磚工

程。因目前建築原物料及工資上漲，造成興建成本增加約 1,500萬元，

目前尚有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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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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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足約 1,500 萬。目

前二次整修工程已陸陸續續進行施工，施工進度：外牆泥作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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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教會會堂重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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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月拆除完

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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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永和現有資金為 5600萬元，尚不足 54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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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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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小區同靈蒞臨聚會

共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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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及募款收入約 909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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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教會新購會堂：感謝神的帶領，三峽教會順利購置新會堂，總金額為 5500萬元，完成內部初步

規劃，並送新北市政府審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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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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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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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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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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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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