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會及教區各項活動需宣布的事項
請各教會於 109/10/24 會後報告事項時宣布，並請張貼於公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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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發文：請自行至內政部
(COVID-19)防疫訊息專區最新防疫公告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消息及疫情訊息】
查看公告參酌辦理。
https://www.moi.gov.tw/COVID-19/。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4x3Ks7o9L_pvqjGI6c5N1Q
指揮中心呼籲，未來如果國內疫情升溫，有縣市或特定場域出現感染源不明之本土病例

時，考量這些場所發生不特定對象或群聚感染的風險較高，需提高對於佩戴口罩
之強制力，將要求地方政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公告罰則，並對屢勸不聽
者依具體情節裁罰。倘疫情更趨嚴峻，感染源不明之本土病例持續增加，且涉及
多數縣市或場域時，將由指揮中心評估並宣布全國性之強制措施，以阻斷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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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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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09 年 9 月底，募款金額如下：
認捐約 = NT$ 108,798,660 .實收約 = NT$ 106,130,133.933 奉獻 628 人次 / 特志奉獻 1474 人次
四、郵政劃撥：
帳號：00201261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
註明：宣牧中心捐款
第二次招募多媒體志工：凡真耶穌教會大專青年，就讀多媒體相關科系或對多媒體事奉工作
有興趣，且可提供服務時數每年至少 60 小時者，均可報名多媒體志工。請報名者詳閱「多
媒體志工招募辦法」，於 10/20 前上網填寫報名表，並經一名教會負責人推薦。經宣牧
中心興建委員會同意聘用時，將頒發志工聘書，志工並須依個人專長實際參與企劃腳本、
攝影採訪、後製剪輯、美術動畫及影片成音等分組工作。另演出志工及節目策劃主持志
工等特約志工，依專案任務需要參與專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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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福音中心」
最新進度：自十一月起由內壢教會擔任母會。聚會時間：每月第二、四週有安息日聚會，每
週二、四晚上 7:30~8:30，福音茶會：每月第二個週日下午 2:00~4:00，茶會結束開拓小
組在開拓點直到星期二，跟進及逐家佈道：每月第二、四週的星期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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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時請註明：××教會─湖口購堂奉獻。匯款
單據請照相並以電子郵寄至 tjcnews@gmail.com。歡迎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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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緊急辦理事宜
【總務組】
109 年北區信徒代表會議：11/15(台北)，出席者：教會信徒代表。請教會資訊股(或總務)負
責人彙整，將信徒代表參加回函、提案、信徒代表侯選人通訊錄，請未提供之教會儘速
傳至 tjcnews@gmail.com。
【教牧處】
北、中、中南、南區新任婚姻介紹人講習會：11/6-8(總會)，參加對象：新任婚姻介紹人，
費用：婚姻介紹人旅費由派出教會支付，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後，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於 10/25 前寄至臺灣總會教牧處承辦人：林亞蘋姊妹，傳真：04-22436968；電子
信箱：megl@tjc.org.tw。
總會活動
【宣道處】
(新增)全國青少年福音營會人才訓練營：12/7-8(桃園)，參加資格與對象：1.屬於真教會同
靈，聖靈充滿、品德良好、且男女關係保守聖潔者（已經不能領受聖餐者，請勿報名參
加）。 2.高中職-大專(學)或社會人士(社區同學/非主內)有志參與服事青少年營隊之青
年，身心健康能刻苦耐勞，願意立志參與營隊服務，名額 125 名(額滿為止)，一律採用
線上報名。https://goo.gl/obLqpk，即日起至 11/21；人數額滿為止逾期不受理。
【行政處】
通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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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43-6960 或 e-mail 告知是總會行政處聯絡人是否出席會議，若是不克出席請說明
請假事由，與會人員請自備口罩。

相關會議：會議

信徒代表大會
代表聯合小組會議

日期

109.12.25（五）
20:00-22:00

與會人員

備註

出席：
聯絡人：陳淑彥
代表聯合小組
分機 1216
列席：
E-mail：lisac@tjc.org.tw
常務負責人、
處負責、
理事會執行長、
各區推荐第七十
三屆信徒代表大
會主席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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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26（六）
第 73 屆
信徒代表大會
第 1 次會議

出席：
全體信徒代表
列席：

8:00
至
109.12.27（日）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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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晚
23:00 前報到

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
聯席會

109.12.28（一）
9:00-12:00

出席：
總會負責人
全體傳道者
全體長老

退休傳道者歡送會

109.12.28（一）
20:00-21:00

出席：
全體傳道者

聯絡人：林亞蘋 分機 1234

109.12.28（一）14:00 出席：
～109.12.29（二）12:00
全體傳道者

聯絡人：林亞蘋 分機 1234

全體傳道者進修會

聯絡人：江伯鈞
分機 1215

E-mail：eden1992@tjc.org.tw

E-mail：megl@tjc.org.tw
E-mail：megl@tjc.org.tw

北區活動
【宣道組】
北區醫院暨安養院福音工人進修會：11/29(大同)，參加成員：北區醫院暨安養院福音工人、
有志參與此項聖工之同靈。，請教會宣道股負責將參加名單於 11/7 前寄至
tjcnews@gmail.com。
暫停長庚醫院佈道工作：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沒有被控制的跡象，醫院也屬於高風險區
域，佈道工作持續停工至疫情緩解為止，屆時再視狀況而定。
109 年北區各教會靈恩佈道會報告：109 年下半年靈恩會報告，請各教會於靈恩會結束後寄至
tjcnews@gmail.com。
【教牧組】
(新增)青教股教員進修會：12/13(大同)，參加成員: 青教股教員、各教會教育股股負責，請
全程參加。請教會教育股負責將報名表於 11/21 前傳送 tjcnews@gmail.com。
109 年永和小區中堅團契聯誼觀摩聚會：11/29(景美)。１詩歌聯誼，請永和小區各教會與會
中堅(團契)成員獻唱及簡介(約 10 分鐘)。２非永和小區之北區各教會請鼓勵指派中堅團
契幹部參加聯誼觀摩聚會。(不須準備聯誼詩歌)各教會請在期限內提供參加名單。請
將報名表於 11/21 前傳送 tjcnews@gmail.com。活動聯絡人：景美教會黃漢陽弟兄,手
機:0911-841-126；Email: hy.huang@gfc.com.tw
【總務組】
109 年長照共識座談會：11/8(新莊)，參加成員：教會負責人、聖職人員、長
青團契幹部、具有長照相關專業之同靈。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g3Hdz7294otLif6v8
即日起至 10/31 止。敬請踴躍參加。活動聯絡人：郭冠辰弟兄(0980-36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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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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插圖或由北區資訊辦事員協助。沒有稿費，審稿完安
排上架。可直接寄 ms0349769@gmail.com，江永生執事收。
敬請資訊股(或總務)負責人彙整查報每年青年婚嫁資料請按月或按季傳至北區傳至電子郵寄
tjcnews@gmail.com。
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新增)招募專職社工人員：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承接之新北市烏來區以及都會西區原住
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擬招募專職社工人員，函請各教會惠予配合宣達。報名辦法：請檢
附履歷表和自傳於 11/20 前回傳如下：
傳真：(02)8192-7325、Email：tvla@tvla.org.tw、電話：(02) 2351-5839 #201（陳姊妹）
109 年社區樂齡事工交流研討會：11/8(新莊)，參加成員：北區開辦樂齡班之教會
職務人員、班級幹部，樂齡講師，及有意關懷樂齡工作之同靈。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0/31 止。https://forms.gle/g3Hdz7294otLif6v8。
活動聯絡人：紀榮威弟兄(0937-185502)。
校園小葡萄畢業生想家活動：11/29(基隆)，參加成員：校園畢業生、家長以及志工老師，報
名辦法：請於 10/25 下午 5 點前直接於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WLNWYZ，逾時不候，
敬請把握機會連絡人：朱月淑姊妹（0963-05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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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潭教會新建會堂：感謝神的帶領與各地同靈的關心，龍潭教會建築工作已經完成發標階段，
現與營造商進行合約簽訂工作，目前結標建築結構體總建築金額 8,580 萬。蒙神的眷顧
開路，臨建築用地的計畫道路，市政府已行文修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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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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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屋拆除重建工
程。請為樹林地區開拓事工及建堂關心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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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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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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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償還購堂之借款，不足金額約 170 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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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