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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教區各項活動需宣布的事項 

請各教會於 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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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1年 7月 19日起維持現行防疫措施，爰請宗教團體及民眾繼續配合

以下請參看 https://reurl.cc/NZk1y9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宣導與防護措施，總會第 18次發文。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1 年 9 月 13 日，國內疫情通報，鑒於 COVID-19 本土疫情有升溫之

勢，且有 Omicron 亞型變異株 BA.4 及 BA.5 傳染力較高，免疫逃脫的特性，可能造成較多突破性

感染及重複感染，仍需嚴密監測。 

宗教場所及宗教集會活動之防疫規範部分維持現行防疫措施，爰請宗教團體及民眾繼續配合以下防疫規範： 

(一)共通性措施：落實量體溫、加強環境清消、內部人員健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 

(二)佩戴口罩：除飲食期間外須全程佩戴。但神職人員於主持儀式活動、直播或錄影時得暫脫口罩。 

(三)餐飲規範：舉辦宴席不得逐桌敬茶、水…等飲料。 

教會是否供餐、供餐方式，職務會因地制宜，討論決定教會用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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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用餐…等，各樣活動事宜，作好防疫因應工作。 

＊請各地教會職務會，視疫情狀況及需要，鼓勵信徒或訂定時間於安息日為疫情禁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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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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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9月底，募款金額如下： 

認捐約=NT$139,951,974.-  實收約=NT$133,397,480.-  933奉獻 666人次/特志奉獻 1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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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 

【公益慈善事業理事會】 

臺東縣私立博愛幼兒園招聘代理教保員二名：資格-主內同靈。報名：採現場親自報名、電話報名

089-852624。時間：111年 9月 12日至 111年 10月 7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止。現場地

點：臺東縣私立博愛幼兒園（台東縣成功鎮三民里天津街 48巷 8-1號）。錄取方式：園所電話

通知。聯絡人：吳蓓玉姊妹，電話：089-852624，0910-558192。 

https://reurl.cc/NZk1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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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詩篇聖樂團新進團員甄選：11/6(台北)，合唱團員(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若干

名。報名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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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教會駐牧傳道或負責人的推薦簽章。報名即日起至 10/23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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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請來電確認 02-2351-5840 分機 203，聯絡人：陳靜如姐妹。 

【行政處】 

新任教會負責人之產生辦法及時程：請各教會職務會選出應選名額倍數以內之候選人後，舉開會議推

薦及審查；北區排定 12/11 審查會(內壢)，請各教會將推選新任教會負責人名單及紀錄，電子傳

送至北區信箱 tjcnorth2@tjc.org.tw 資訊辦事員收。 

北區  

【教牧組】 

北區教育股同工團契：11/6(板橋)。對象：教育股負責及小區教育組召集人。報名期限 10/22，報名

網址 https://forms.gle/mwQm9pxyVeKoPjTVA。 

 

北區社青一日遊戶外活動：11/6(富田花園農場)。對象:北區各教會社青團契已婚、未婚社青及眷

屬，國小以上每人 250元、6歲(含)以下免費。請教牧股負責人或社青契長於 10/23前，

以教會為單位統一匯款及填報名表，報名上限 100人額滿為止。聯絡方式：板橋教會顏信

成弟兄 0933-731237。 

111 年全區社青幹部成長營：11/12-13(中區教育訓練中心)。對象: 社青團契契長及幹部或儲備幹部

(有意成立團契也可派人參加)，每人 300元。請教牧股負責人或社青契長於 10/29

前，以教會為單位統一匯款及報名至 asayen@gmail.com，板橋教會顏信成弟兄 0933-

731237。 

(延期)安息日領會人員進修會：原定 9/4改至 11/13(中壢)。請教牧股負責人轉知安息日領會人員。 

審查 112年安息日領會人員，請各教會推薦合適同靈：區內安息日領會工作之領會人員須由教會職務

會或教區聯席會推薦，經教區聯席會審查及宣牧會議審議。請教牧股負責人於 10/29前將擬推薦名

單寄至 north@tjc.org.tw；（請參考 111年北區安息日領會人員名單）區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會

議定於 11/15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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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4季宗教教育季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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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sma2009@gmail.com
mailto:tjcnorth2@tjc.org.tw
mailto:north@tjc.org.tw
https://reurl.cc/o9bR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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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組】 

社區樂齡、醫院暨安養院佈道講習：12/4(雙連)上午，參加對象：各教會樂齡同工，醫院、安養院福

音工人，請宣道股遴選適當人員參加。報名連結：https://reurl.cc/1mKp1W，報名期

限 11/27日止。 

北區宣道同工團契：12/4(雙連)下午，參加對象：宣道股負責。報名連結及

QRcode：https://reurl.cc/leY4pE，報名期限 11/27日止。 

 
北區開拓股幹部同工成長營：12/9-11(員林)，對象：宣道股負責、福音組組長及福音組人員。費

用：報名費每人 300元。報名及回傳繳款訊息連結：https://reurl.cc/V10EjY，報名

即日起至 11/27止或 80名額滿為止。匯款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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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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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資訊辦事員。 

【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社區樂齡事工研討會：11/13(新林祈禱所)，主題：蒙神悅納的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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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10/30 止。活動聯

絡人：紀榮威弟兄 0937-18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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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第五屆文宣設計甄選：目的：1.建立本會專屬的文宣設計品，以達永續使用的目的。2.對內激勵

信徒用心於福音事工，並再次省思神話語對個人的造就。3.對外作為福音宣傳的工具。對象：真

耶穌教會信徒。收件 11/30 止。作品完成後，請將切結書(須附上相關人員之簽核)，連同作品一

併上傳。https://forms.gle/CSUC1yHBSiEW5tBm6，採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1mKp1W
https://reurl.cc/leY4pE
https://reurl.cc/V10EjY
https://forms.gle/CSUC1yHBSiEW5tB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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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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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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九月初開工，現正進

行地下開挖及襯板施作工程。目前永和現有資金為

6,400萬元，尚不足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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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聚會點地址:永和區中山路一

段 69號 2樓。歡迎各地同靈蒞臨聚會共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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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0 月 1 日成立教會，

教牧股負責人：李牧澤弟兄。宣道股負責人：江健

昌弟兄。總務股負責人：黃姿玲姊妹。財務股負責

人：方秋娟姊妹。目前每週四訂為福音日，全天均

有福音工作(開拓、日間聚會及晚間聚會)、每週二有

晚間聚會及每週安息日聚會(含宗教教育學前班及

國小班)，通過總會評鑑，已購 117 號，接著準備購

115 號，購置會堂總經費為 3,200 萬元。敬請各教會

弟兄姐妹持續關心代禱。關西購堂奉獻匯款如右圖。

匯款請註明 XX 教會關西購堂奉獻。 

 

竹北教會新建會堂購地：竹北祈禱所 111年 9月 1日成立教會，教牧股負責人：朱基福執事。宣道股

負責人：楊景雲弟兄。教育股負責人：林光祈弟兄。總務股

負責人：劉桂真姊妹。財務股負責人：楊珊珊姊妹。感謝神

的帶領，擬新建會堂之 110 坪土地目前已購置完成，111年

底預計還款 720萬，目前累積 287萬，目前尚缺 433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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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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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會堂地下室磨石子

磚及屋頂防水工程已完工，目前進行花崗石地板、水溝施作

與綠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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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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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已完成變

更使用執照，以及室內裝修審查核准，目前正積極裝修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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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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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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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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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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