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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教區各項活動需宣布的事項 

請各教會於 112/1/21 會後報告事項時宣布，並請張貼於公布欄。 

自 111年 12月 1日起，取消「室外」宗教場所須全程佩戴口罩及取消宴席不得逐桌敬茶敬酒之規定，宗教

集會活動防疫措施相關規定，請參看 https://reurl.cc/NZk1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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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11年 12月底，募款金額如下： 

認捐約=NT$141,645,159.-  實收約=NT$135,344,148.-  933奉獻 669人次/特志奉獻 18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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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利門書房參加臺北國際書展：1/31(二)～2/5(日)為期六天(臺北世貿一館 B 區攤位 B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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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邀請慕道朋友一同前往參觀。腓利門現場攤位可供北區各教會放置宣教文宣品(EX:月佈道傳

單)，請自行帶來書展攤位交由現場工作人員提供給逛書展的人。 

【行政處】 

通知各教會新任負責人推荐名單：新任教會負責人之任期自 112/6/1-115/5/31止。請各教會於

112/1/14前依據信徒會議開會程序及總會推薦名單，辦理承認事宜。若經出席人數半數承認通過

後，即由總會正式差派之。原則上皆參加本教區之講習梯次，若個人無法參加本區梯次者，得參

加其他梯次（亦須在報名期限前，將報名單及新任教會負責人資料寄北區信箱 tjcnorth-

2@tjc.org.tw; tjcnorth2@gmail.com資訊辦事員收。） 

【宣道處】 

福音會訊全球電子報：聯總自 112/1開始發行中文「福音會訊」全球電子報。發行目的，是要使福音

觸及全球中文人口的未得之地。也就是透過 EMail，每月寄送一封內容簡明的電子信，給全球使

用中文的慕道朋友們。每期《福音會訊》的內容包括：(1)一則真理見證短片、(2)一節聖經經

文、(3)一段主題特寫。慕道者亦可透過《福音會訊》的指引，搜尋地方教會、來信詢問信仰問

題，或連結至本會各項資源。請全體教會、祈禱所、信徒、傳道者，能大力推廣此網站

https://tjc.org/zh/news/promo，播撒福音的種子，以便造就廣大慕道者群體。 

https://reurl.cc/NZk1y9
mailto:tjcnorth-2@tj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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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處】 

2023 年各國青年訓練資訊：請各教會負責人鼓勵社青同靈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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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報名表傳真或 e-mail 寄至臺灣總會教牧

處。（傳真：04-2243-6968；e-mail：chiahsu0103@tjc.org.tw張佳珝姊妹）。 

 

長執轉任傳道訓練班：為充實本會傳道工人需求，協助教會駐牧、宣牧工作，辦理長執轉任傳道訓

練。報名即日起至 112/3/4(六)止。(以郵戳為憑)，教會審查期限：請教會於收到完整之報名資

料並經過審查通過後於 112/6/17(六)前審查並寄給教區審核。教區召開區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

審查後於 112/7/17前將通過名單及報名資料寄交神學院。 

全國兒教組正規式教員講習會：1/26-2/1(總會)，參加資格 1.報名兒教組者，年齡須滿 16歲（即民

國 96年以前出生者），或現正就讀高中、職、五專一年級生。2.受洗滿 2年以上、聖靈充滿、

品德良好、且男女關係保守聖潔者（已不能領受聖餐者請勿派出參加）。3.由教會職務會選派已

實際參與宗教教育各班工作之見習教員（至少於 111年 9月開始見習者）參加。報名表請於

112/1/10前郵寄或傳真至總會教牧處收，逾期不予受理。承辦人：林亞蘋姊妹 e-mail：

megl@tjc.org.tw 

北區  

【教牧組】 

(新增)全區適婚社青聯誼：4/2-4(台南成大會館、尖山埤渡假村、四草綠色隧道)。參加對象：年滿

20～40歲未婚之弟兄姐妹（能在教會舉行婚禮者），大學在學生、已有交往對象者請勿報名，研

究生可。活動主題：【在通往綠色的隧道上，遇見你（妳）】。每人原價 4800元；早鳥優惠專案

2/18 前報名，每人 4300元。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3/11，30名額滿即提前截止。不受理個人報名，

請統一由教會負責人彙整報名名單並匯款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帳號：045004-880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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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請寄至

asayen@gmail.com，聯絡人：板橋教會顏信成〔0933-731237〕。 

(新增)社青一日遊戶外活動：3/5(草莓學校)。參加對象:北區各教會社青團契已婚、未婚社青及眷

屬。費用：13歲以上每人 300 元、3-12歲每人 200元、2歲(含)以下免費。請教牧股負責人或社青

契長於 2/28前，以教會為單位統一匯款及填報名表，上限 160人額滿為止，活動當天現場登記欲

參加的組別，各組限 40名，先報到先登記。聯絡方式：板橋教會顏信成弟兄 0933-731237。 

大專聯契舉辦輔導體系進修會：2/19(北基區-三重、桃竹區-內壢)。參與人員：1.大專班-高教組組

負責、班負責及教員。2.大專團契-行政輔導人員及團契輔導人員。自即日起至 2/5。

報名方式：請教育股負責以(班/團契)為單位，北基區請傳送至-簡崇真

airkiddy@gmail.com，桃竹區請傳送至-林展源 a0982490141@gmail.com。聯絡人北基

區-簡崇真，電話 0910-661453。桃竹區-林展源，電話 0982-49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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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北區兒教股種子教師培訓：2/5(桃園)，請參加教員務必攜帶該班第一學年第三季新編課程教材，

請至教牧資源網下載第三季總會教材，參加對象：各教會教育股、兒教組三班班負責或教會教育股負責

指派「熱心且有教學經驗」之資深教員（每間教會參加人數含教育股，共 4名，以未參加過培訓者為

主）。請教育股負責人於北區上傳專區將報名表檔上傳，密碼 0205，報名 1/30止。後請務必準時參

加，不接受臨時或頂替報名）。 

mailto:asayen@gmail.com
mailto:簡崇真airkiddy@gmail.com
mailto:簡崇真airkidd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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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區+北南區)兒教股教員進修會：2/19(大同)。參加對象：北區兒教股教員。報名即日起至 2/4止，請

至北區上傳專區將報名表檔上傳，密碼 0219。 

北區青少年聖經營：2/25-28(淡水)，參加資格：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渴慕真理歡喜讀經的主內學

員。人數限制：本班招生人數上限為 50人，若不足 25人則考慮不開班。報名期限 2/5前，

請教育股負責人彙整名單及匯款單據請照相上傳，專案密碼 2528，始完成報名程序。 

領詩司琴研習：2/5(景美)，參加對象：教會現任及儲備領詩,司琴人員。參加者以 50人為限。報名即日起

至 1/21止，請將報名表檔上傳，專案密碼 25，請準時報名以便準備教材及安排各項事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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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4季宗教教育季報表：專案密碼 1111234。請教會教育股負責(或由資訊股)負責人彙整上傳。 

 

【宣道組】 

北區宣道講員講習會：112/2/26(二重)，對象：曾協助宣道週之講員、宣道股負責人(或即將上任)。

報名即日起至 112/2/12止。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a7YKZ，或以手機掃描 QR 

code。 

2023 年 TJC北區青少年宣道營：112/2/10-12(三重.竹東)，參加資格：【主內】國高中班學生，三重

場 50名、竹東場 40名，共 90名已額滿候補。 

112年上半年宣道週及申請安排講員：各教會需先與駐牧傳道協調時間，可自行舉辦宣道週，亦可向

北區宣道組申請講員協助。申請期限：為體諒講員行程安排及安息日領會人員安

排，請於舉辦日前兩個月之 25日前申請，如宣道週時段為週間晚上，請申請教會視

講員需要預備晚餐。申請回傳方式：(1)北區辦事處：tjcnorth2@gmail.com  林頌

堯弟兄收 (2)線上申請：https://reurl.cc/X550zR。 

轉發總會青年宣牧事工培訓：通過培訓人員，須參加總會培訓課程，再由教區安排實習相關事宜。培

訓對象與條件：(一)年齡：20歲以上至 40歲以下之青年，不限己婚或未婚青年。(二)心志：熱

心聖工，有事奉心志卻苦無事奉經驗之青年。(三)條件：屬教會青年（不分種族、不分男女），

男、女關係保守者，無不良嗜好與不好之名聲者。報名方式：(一)由教會職務會、小區或教區聯

席會推薦。(二)由大專班學生靈恩會推廣報名，經大專輔導傳道推薦。(三)由大專組、社會組神

訓班推廣報名，經神學院推薦。(四)不論何種推薦方式，皆由教區聯席會審查通過後實施。北區

報名截止 112/2/20 於教區聯席會審查通過後，名單送總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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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寄北區信箱 tjcnorth-2@tjc.org.tw; 

tjcnorth2@gmail.com資訊辦事員收。 

【葡萄園協會】 

微聲盼望情緒支持專線招募志工：招收 30名，資格：主內弟兄姊妹，所屬教會駐牧傳道或教牧負責

同意簽核者。能夠真誠面對自己，願藉真理與課程提升自己者。有熱誠、願意犧牲幫助需要的同

靈度過艱辛時刻者。報名期限：112/1/10-3/19。請以報名表向葡萄園協會陳美恩姊妹報

名。電話：(02)2351-5839，傳真：(02)8192-7325    電郵；tvla@tvla.org.tw 

https://reurl.cc/X550zR
mailto:tjcnorth-2@tj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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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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圍祈禱所新會堂動工：感謝同靈的關心與代禱，竹圍祈禱所於取得裝修許可後，已於 111 年 10 月底

開始進行相關工程，至 12 月 31 日已完成水電配管配線及空

調室內機、牆面水泥打底粉刷、廚房衛浴的牆面磁磚，預計 3

月底完成本項工程時向市府申請使用執照。目前總經費尚不

足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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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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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會堂目前進行水溝施作與綠化工程，完成後

即準備申請使用執照，求主帶領過程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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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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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西教會購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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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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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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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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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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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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