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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規劃與興建之進度 
在二十一世紀初，真耶穌教會面對全球化與多元化之資訊與文化浪潮，堅固真理以建

立神的教會與廣傳福音以拯救失喪靈魂的責任與使命，如何開出福音的大船，駛向呼

求救恩的馬其頓，是一個不能停止的行動。上主恩待真教會，早在 30-40 年前，就預

備了一塊在台北市市民大道(當年的火車行駛的路線)旁的土地，大約 200 坪，由一位

愛主的長老奉獻給總會，預備日後合宜時刻使用。隨後，在 1994 年 8 月起，經過多

次的信徒代表會議討論議決，逐步收購毗鄰土地，漸漸成為一塊大約 300 坪之基地。

整併時間，北區信徒代表會曾經規劃土地利用之方案，但因教會內對資金籌措與建築

物利用之意見歧異，土地利用因此擱置。 

2009 年 5 月 24 日第 69 屆信徒代表大會，重新提案針對「市民大道宣牧中心」，決議

總會應提出更新計劃，重新檢討需求及功能佈置的建築計劃。 

2011年5月23日「市民大道土地規劃小組」會議
1，與會同工一致通過朝興建完整的宣

牧大樓方案為主要目標。為朝興建完整的宣牧大樓方案積極辦理，建議與私有土地整

合，以達土地最佳運用。第十二次會議（2012.9.21）通過「宣牧機能規劃案」，並提

案總會負責人會討論。第十七次會議(2013.11.03)通過修正「市民大道宣牧大樓規劃

簡報」內容及「宣牧大樓經營管理要點」，並於2013年11月24日提報總會負責人會，

經總會負責人會同意將小組規劃書提交信徒代表大會。 

第 70 屆信徒代表大會於 2013 年 12 月 22 日第五次會議，同意總會負責人會所提出報

告，決議按規劃報告，辦理都更，進行宣牧大樓興建。第 21 屆總會負責人會於 2014

年 2 月 23 日第 7次會議決議成立「真耶穌教會宣牧中心興建委員會」2辦理興建事宜。

興建委員會成立四個小組，分別規劃募款宣導3、經營管理4、宣牧機能5與營建設備6，

並將此中心定名為《真耶穌教會宣牧中心》，正式英文名稱為 True Jesus Church 

Center for Global Missions7。二年來，興建委員會收集並討論各界對宣牧中心的

不同意見，經過十次的委員會，及各組多次的會議討論，一次又一次地修訂調整宣牧

中心的建築、事工機能與運作管理方針，以期能達到弟兄姊妹的期待與教會事工搭配

的目的。 

                                                 

1 依據總會負責人會第 20 屆第四次會議成立「市民大道土地規劃小組」，本小組成員有車富銘、陳忠揚、曾

恩榮、吳明真、楊新全、邵銘恩、吳光明、趙明洋、陳徹道、楊謙柔。 

2 興建委員：林永基（總負責）(主任委員)、楊新全(副主任委員)、馬家驎（代表會主席）(執行秘書)、王

明昌（總幹事）(副執行秘書)、吳明真（財政處處負責）、高春霖（北區信徒代表會主席）、陳徹道、蔡學

義、林大煜、江宗德、吳光明、曾恩榮、姚家琪、林信義、高志聖、區建國、楊承恩。 

3 募款宣導組：楊新全(召集人)、林永基、楊建章、陳徹道、楊承恩、曾恩榮、江宗德、吳明真、姚家琪、

張承軒、蘇晉暉。 

4 經營管理組：曾恩榮(召集人)、高志聖、吳光明、邵銘恩、王明昌、陳徹道、林永基、林信義、姚家琪。 

5 宣牧機能組：姚家琪(召集人)、楊新全、張峻嘉、楊建章、陳錦榮、林章偉、李盈朱、羅大德、林玲修、

王明昌。 

6 營建設備組：江宗德 (召集人)、林大煜、蘇晉暉、楊謙柔、楊志謙、陳國生、陳志榮、陳正雄、吳恩偕、

吳賢德、黃聖吉、楊謙和、蘇子祥。 

7 2015 年 2 月 15 日第二十一屆總會負責人會第十一次會議核備通過 



宣牧中心興建初期報告 

 

3 

一、 中心規劃之方向 

宣牧中心以「四項機能+喜信教會」的功能運作來達成其願景與使命。 

四項機能是因著宣牧大樓所在地台北市所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選擇最

具時代需要的四項宣牧聖工，賦予宣牧中心為重點推展項目。 

這四項機能是：差傳訓練、校園福音、媒體傳播和聖樂發展，是對內推動全體信徒從

事福音事工的重點工作。 

對外則以《喜信教會》8的形式運作，讓教會與外界連結。 

這個在宣牧中心內設立的喜信教會，特別規劃為非地方教會形式的聯合型教會，在此

聚會與服事的信徒與慕道者來自各地方教會，平時也回歸各地方教會，但藉著比地方

教會更完善的設備、工人、聚眾條件，舉行各種分年齡、分職業、分語言、分時間…

的集眾聚會與團契聚會，也藉著四項宣牧機能所展現的成果加強教會的宣道效果，同

時設置喜信教會園區，向所有世人開放，積極傳福音，也造就信徒。 

 

二、 大樓興建籌備之進度        

興建初期以《933奉獻專案》9及《特志奉獻專案》10二種方式募集建築營運經費，目

前募款奉獻的金額如下： 

  宣牧中心建築經費奉獻統計圖表 

日期 933 奉獻人次 特志奉獻人次 特志+933 認捐 實收 

2015/3/27 156 169      25,606,306       13,509,206 

2015/4/24 313 253      41,568,102       20,326,102 

2015/5/20 316 283      43,166,552       22,369,402 

2015/6/23 364 354      48,809,084       27,526,754 

2015/7/31 392 420      53,150,112       31,802,112 

2015/8/28 416 464      56,362,212       33,790,912 

2015/9/30 419 482      58,464,912       36,594,412 

2015/10/30 423 505      60,714,012       40,882,012 

2015/11/30 429 531 62,004,112   42,458,612 

 

                                                 
8 有關《喜信教會》，另有說明在第三章 

9 933 奉獻專案，是一個定額奉獻，認捐 9萬元。可以分三年完成，每年 3 萬元，也就是每個月捐 2,500 元，

36 個月完成奉獻目標。當然，認捐的弟兄姊妹不一定要分成 36 次捐，也可以 1次捐、3次捐(一年捐)、6

次捐(半年捐)、12 次捐(四季捐)。 

10特志奉獻專案，是除定額 9萬元奉獻以外，鼓勵弟兄姊妹按主耶穌的賞賜，多多奉獻。可以大額奉獻，數

十萬元、數百萬元或千萬元，能夠幫助宣牧中心建築奉獻早日完成。當然，也可以小額奉獻，數千或數百

元，只要獻得甘心樂意，就是主耶穌所悅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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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地起，由總會發文週知各地教會信徒，接近一年的時間，已有接近1000人次的

樂意奉獻，認捐金額已達6000萬元，實收款項也經超過4000萬元。以今年度來看，每

個月的奉獻金額從180萬元到1000萬元，大多數的月份約250萬元左右。以此預估，明

年的奉獻實收金額可望超過8000萬元，加上北區可以提供的一億元，便有1億8千萬

元，達到興建宣牧大樓的其一條件11。 

日期 總會每月累計實收(元) 每月實收金額(元) 

 2014 年 12 月 479,600 479,600 

 2015 年 1 月  3,595,950 3,595,950 

 2015 年 2 月  7,245,150 3,649,200 

 2015 年 3 月  17,514,952 10,269,802 

 2015 年 4 月  20,829,952 3,315,000 

 2015 年 5 月  23,579,934 2,749,982 

 2015 年 6 月  28,953,567 5,373,633 

 2015 年 7 月  30,805,907 1,852,340 

 2015 年 8 月  33,008,907 2,203,000 

 2015 年 9 月  35,901,907 2,893,000 

 2015 年 10 月  38,520,507 2,618,600 

 

 
                                                 

11 宣牧中心開發案所需經費，由總會向各地方教會信徒募款，不足額在新台幣壹億元以內，由「北區之市民

大道宣牧中心基金」及「聖工推展基金」支付。宣牧中心之建築經費約需 3.6 億元(原 3億，修訂)，為配

合都更及興建相關工作順利進行，其中 1億元先由北區撥付，待奉獻建築經費達 8千萬元(原 5千萬，修訂)

才開始動工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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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地現況與土地整併        

一、 基地環境與條件  

本基地（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701地號）座落於八德路二段174巷與市民大道交接口，

西側鄰接建國南路及華山休閒文化園區（建國啤酒廠），南側有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北近中山女中、台北大學，東側近復興北路機場捷運線；緊鄰西側為五星級國際觀光

旅館(美麗信飯店)，北側為勞工休閒福利中心。  

本基地現行都市計畫為第三種住宅區（建蔽率45%, 容積率225%）。 基地面積1,288

㎡，真耶穌教會擁有86.15%、主內弟兄擁有12.97%、國有財產局擁有0.88%。  

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土地使用現況

公有停車場

公有
停車場

(市⺠⼤道下)
公有停車場

宣牧
⼤樓

 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市⺠⼤道

建
國
高
架

捷運南京線

捷運板南線

捷
運
中
和
新
蘆
線

捷
運
文
湖
線

交通動線分析

宣牧⼤樓

忠孝新生站 忠孝復興站

南京東路站松江南京站

 

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鄰近真耶穌教會分布

大同教會

雙連教會

東園教會

台北教會

內湖教會

松山教會

信義祈禱所

宣牧⼤樓

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松山文創中心

台北大巨蛋

京華城

微風廣場美麗信飯店

台北車站

台北科技大學

台北資訊園區

周邊設施分析

華山文創中心 身障福利會館

市⺠⼤道

京站時尚廣場

宣牧⼤樓

 
這塊基地並不大，但是位於台北市中心的位置，卻可以充分被利用。其間，總會曾有

討論土地出售的可能，但與會同工始終覺得土地出售無法使教會得到最大的好處，於

是2013年9月起「市民大道土地規劃小組」便提出宣牧中心之願景與使命、宣牧機能

的運作規劃，並重新思考宣牧大樓的機能與配置，及重新定位宣牧大樓的經營管理。

在往後各層級會議中，不斷修訂興建細節。 



宣牧中心興建初期報告 

 

6 

 

二、 土地取得過程及費用 

 

 
 

總會整併土地費時多年，如今與持有701-3土地的信徒溝通，可以進行購買；連同國

有財產局之土地，大約還要數千萬元來完成購買。在等待與舉棋不定的這些年，教會

錯過都市更新的許多優惠。也有同靈建議其他用途，例如建造停車場，但在法令與空

間利用的限制下，並不是所有的方案都可行。出售土地的價錢也不是想像中的高，可

能的市場行情大約6-8億，但土地一旦售出，日後，教會如要在市中心發展福音事工，

將不可能用同樣價錢買得到類似土地。 

 

 

第三章，機能規劃與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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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角色定位 

宣牧中心的願景是面向世界，興起發光，得主所用。宣牧中心的使命是，推動差傳訓

練、媒體傳播、校園福音與聖樂發展。在這大使命之下，宣牧中心事工，重在組織運

作、與工作機能的發揮。但專業事奉仍須有專業的設施、人力與合宜的空間環境配搭，

才能克竟其功。宣牧中心的機能規劃，目前以四項機能和喜信教會運作，在人才及軟

體的需求上，及硬體空間的設計上，逐步進入專業與專職事奉的規劃，並透過建築物

本體與宣教環境的配置，建置喜信園區，使成為一座開放式的福音園地： 

 差傳訓練：多元事奉團隊、差傳策略、搭配事奉 

 媒體傳播：多媒體隨選福音、網路媒傳、福音書房、 

 校園福音：改變青年生命、拓展校園福音據點 

 聖樂發展：崇拜、福音、教育與社會教化 

 喜信教會：是一個非地方教會形式的聯合型教會，擔綱宣牧中心與外界連結及

傳揚福音的角色。 

《喜信教會》沒有固定會籍的信徒，而是聯合真教會信徒到宣牧中心來聚會，

藉著比地方教會更完善的設備、工人、聚眾條件，舉行各種分年齡、分職業、

分語言、分時間，集眾聚會與團契聚會。在此聚會與服事的信徒與慕道者來自

各地方教會，平時也回歸各地方教會。但將建立所有參與喜信教會聚會的信徒

和慕道者的牧養平台，透過雲端宣牧頻道和社群聯繫，連結並協助地方教會牧

養、造就信徒。 

《喜信教會》將充分利用宣牧大樓內的各項設施，並設置喜信園區，以開放、

充實、感動人的型式，連結教會與外界。 

在實務運作上，《喜信教會》是同心圓式的聯合，第一層是台北市各教會的聯

合，第二層是北區各教會的聯合，第三層是全台灣各教會的聯合。因著地理位

置的遠近，有參與程度的深淺，但《喜信教會》為福音廣傳所做的服務，完全

沒有地區的分別。 

宣牧中心規劃的工作，原則上不與教牧處、宣道處、甚或教區的工作重疊。宣牧中心

與總會各單位協調事工計畫之歸屬，並充分合作配搭，甚至宣牧中心乃是各單位相關

專業事工計畫的執行者或配合者。 

宣牧中心，將是一個生產單位，不斷地努力培訓各式合乎主用的基督精兵，也不斷地

創作各種的屬靈兵器，供世界各地教會事工人員運用。 

宣牧中心臨近十個教會的人力尚有很大的發揮潛力，若能喚起同靈走出舒適圈，熱心

投入聖工，得主所用，將使教會大得發展。就北區近五十個教會而言，若是能充分運

用人力，再加上各教區的支援，那種力量的結合對教會的發展，更是可觀。 

二、 宣牧機能組執行進度與現階段工作 

1. 在宣牧中心籌畫過程中，即已多次多方的討論並擬定各項發展機能，對未來所要推動

的事工，已有一些雛形概念，在各項會議和募款宣導中作過報告討論，目前幾項重要

事工列舉如下： 

1) 計畫名稱：長執協助各地聖工差傳訓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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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的：幫助傳道人協助國內外各地教會聖工人員的培訓與教會事工的建立。

使長執更有能力能協助國內外教會的牧養、帶領事工，彌補傳道人力的不足。 

 計畫目標： 

A. 預定從開始實施三年後時，能穩定每年至少培訓十位長執協同傳道或獨自到國

內外地區協助聖工。 

B. 能有效協助建立適合差傳地區教會發展所需有關事工觀念、制度、作法及工人

培訓等訓練教材。 

C. 使長執也能勝任至少三卷經卷講解的能力。 

 培訓對象、實施辦法、經費及來源(略) 

2) 計畫名稱：東亞地區學生靈恩會及生命教育營隊事工種子輔導員差傳訓練案。 

 計畫目的：協助東亞欲推動學生靈恩會或生命教育營隊事工的牧區，積極培訓本

會大專青年成為種子輔導員，有能力帶領該牧區青年完成此項聖工。 

 計畫目標： 

A. 預定前二年每年協助東亞兩個牧區，以後每年增加一個牧區。 

B. 預定每年每梯隊培訓 4~6 名青年，成為優秀的輔導員。 

C. 每一梯隊都有一位參與過本事工畢業的大哥姊，每年請假或排休，自費參與梯

隊帶領的事工。 

 遴選對象、實施辦法、經費及來源(略) 

3) 計畫名稱：大專青年原鄉暑期差傳訓練案。 

 計畫目的：利用暑期為國內原鄉有本會教會地區之兒童及青少年，作課業輔導及

生命教育的關懷事工，增進其課業學習能力及對生命的認識與體驗。藉此培育大

專青年對社會關懷服務的熱誠，及對屬靈生命的追求與傳遞的看重，成為真教會

的好青年，與社會優秀的公民。 

 計畫目標： 

A. 預定在每一原鄉教區每年至少推出兩個服務團隊，每一團隊約 5~6 人，每隊非

本會信徒不超過 2人。 

B. 除輔導學員課業、品德及信仰外，亦藉由家庭訪問關懷學員的家人，藉此傳揚

基督的福音，建立教會良好的形象。 

C. 每年至少有五位的非信徒的校園社團同學參與我們的服務團隊，並成為固定追

求的慕道友，藉由後續團契的牧養，能在三年內受洗歸入基督。 

 遴選對象、實施辦法、經費及來源(略) 

4) 計畫名稱：國際志工動員計畫 

 計畫目的：針對聖工的需要，整合各國教會的資源。組織主內教育人員、大專生、

高中生，協助國際關懷工作，訓練各樣外語能力，預備獻身宣道或志工。提供志

工住宿場地，作為常年人才培訓及執行事奉工作的基地，靈修與事奉並進，養成

信仰人格。 

 計畫目標、培訓對象、實施辦法、經費及來源(略) 

5) 計畫名稱：設置雲端宣牧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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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的：掌握未來三十年媒體傳播趨勢，設置真教會台灣總會雲端宣牧頻道，

做為牧養與宣道的新途徑，並成為傳統宣牧事工的最佳輔助平台。 

 計畫目標：建置並執行具雲端傳播特性的影音直播與點播內容，供應在電視、電

腦、平板、手機、數位收音機等載具上同步播放，以及建置跟進網路，互動輔導

信徒與慕道者，達成宣牧目標。 

 計畫辦法、實施期程(略) 

 雲端宣牧頻道建構所需經費評估(表列於下) 

設備方面經費 約(金額)起 約(金額)至(金額) 

A 

虛擬導播系統（字幕軟體、去背機等） 800,000

FULL HD 攝影機 2 台   400,000  

燈光、線材、室內設計等施工費  3,300,000  

虛擬攝影棚  4,500,000 8,500,000

B 

電腦與錄音介面（數位錄音控制台螢幕+剪輯軟體+錄音軟體） 4,000,000  

燈光、線材、室內設計施工費屬於營建組室內空間設計出來再估

算 
 

錄音室 4,000,000 8,000,000

C 

FULL HD 攝影機 3 台 600,000  

移動式機櫃導播機系統（通話系統+硬碟錄影機+監看螢幕+電源

供應器） 
400,000  

麥克風與器材（音樂廳與錄音室的麥克風可共用） 1,100,000  

現場成音混音器 500,000  

音響設備 850,000  

燈光、線材、室內設計施工費於室內空間設計出來後再估  

音樂廳（兼多功能聚會平台）  3,450,000 15,000,000

D 

投影機+電動布幕 100,000  

椅⼦（含摺疊板）七⼗張，⼀張約 3000 元 210,000  

成音訊號設備（喇叭+麥克風+播放影音媒體器材）  240,000  

室內設計施工費於室內空間設計出來後再估算  

視聽中心（媒體播放室、簡報室）  550,000  700,000

E 雲端機房  3,000,000 5,000,000

  合計 15,500,000 3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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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宣牧頻道架構

頻道
官網

雲端
系統

影視
播放

營運
服務

PC網路
行動網路

後台

前台
PC 播放
TV 播放
平板播放
手機播放

節目製作
官網維護
系統支撐

I. 申請YouTube專用頻道
II.租用VM&CDN專有頻道

 
 

6) 計畫名稱：聖樂發展願景規劃： 

 計畫目的：以音樂廳為規畫主軸，分為對外宣揚及形象建立與對內造就及培訓為

兩大方向之策畫 

 計畫目標、培訓對象、實施辦法、經費及來源(略) 

2. 現階段另一重要工作是建立各類人才資料庫，並透過現有組織招募、徵召、開發有意

願服事的相關專長之人員，逐步舉開動員會議凝聚共識，並從中挑選、培養從事各項

事工的人才。人才種類包括：相關屬靈專業（含退休傳道及長執）、相關機能專業人

力（含喜信園區機能）、從事各級教育工作的師資、各式專業退休人力、一般志工人

力、福音志工人力、國外作生意的同靈等。 

3. 從今年六月起，興建委員會另設立執行小組，每週四晚上會議，持續推動各項工作計

畫、追蹤各組工作進度、研擬解決所遭遇問題的方案，並向興建委員會報告。 

 

第四章，空間設計準則   

一、  建築設計說明  

宣牧中心是為特定事工而建置的單位，主要就是要專注於推展對外各式宣教事工，而

非以對內牧養為主。而所要開展的事工，有事務性的，如專職人員行政辦公的空間；

有特定功能性的，如媒體製作傳播、電台、雲端機房等；有教育訓練性的，如視訊教

室、一般教室、小會堂等；有可供作展演性的，如大型展演廳、多媒體展示區、藝文

展示廳等；及一般對外營業空間，如咖啡館、書房等。因此宣牧大樓的設計重點在「空

間機能層次化、空間機能合理化、空間機能多樣化、及造型設施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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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空間平面圖

地下⼀層平面圖法定停車兼防空避難室、
機電設備

法定停車、機電設備

法定停車、機電設備 ⼀層平面圖公共⼤廳、戶外休憩

電梯
門廳

戶外休憩活動區

公共⼤廳
展覽空間

往 多功能廳
⼤階梯

汽車坡道

法定停車兼防空避難室 法定停車兼防空避難室

法定停車兼防空避難室

汽機車坡道

汽車坡道

地下三層平面圖

地下二層平面圖

汽機車坡道

 

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音樂廳、聖樂發展中心

⼤廳挑空

書坊

開放展覽空間

門廳展覽空間

視聽中心
座位數：80人

門廳
交誼空間 會議

室

虛擬攝影棚錄音室
傳媒

工作室

二層平面圖書坊、展覽空間 三層平面圖

四層平面圖 五層平面圖媒體傳播中心

多功能展演廳
座位數：290人

展演廳夾層
座位數：120人

多功能展演、聖樂發展中心

往 多功能廳
⼤階梯

往⼀樓廣場

控制
室

⼤廳

門廳

機
房

空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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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4間2人
住宿空間

六層平面圖教學、訓練中心

20人
住宿空間

七層平面圖

八層平面圖

餐廳暨多功能交誼空間

九層平面圖餐廳暨多功能交誼空間住宿、研討交誼空間

教室教室

演講廳
座位數：180人門廳

交誼空間

教學、演講廳

階梯教室
座位數：80人

辦公室 教室 教室

門廳
交誼空間

會議室

往 屋頂空間
20人

住宿空間

交誼空間浴室

空間平面圖

儲藏
室

門廳
暨交誼空間

 

真耶穌教會 宣牧中心規劃案

各層面積計算表
樓層別 空間屬性 樓地板面積 陽台面積

地下三層 停車、設備空間 900m2 (272.25坪)

地下二層 停車、設備空間 900m2(272.25坪)

地下⼀層 防空避難室、停車空間、台電受電室 900m2(272.25坪)

⼀層 多功能使用⼤廳及開放空間 579m2(175.15坪) 50.49m2(15.27坪)

二層 書坊及展覽空間 440.58m2(133.28坪) 50.49m2(15.27坪)

三層 多功能展演廳、聖樂發展中心 568.44m2(171.95坪) 50.49m2(15.27坪)

四層 多功能展演廳觀眾席 270.35m2(81.78坪) 50.49m2(15.27坪)

五層 媒體傳播中心 565.44m2(171.05坪) 50.49m2(15.27坪)

六層 差傳訓練中心、學生福音中心、福利慈善機構 555.1m2(167.92坪) 76.86m2(23.25坪)

七層 差傳訓練中心、學生福音中心、福利慈善機構 533.99m2(161.53坪) 30.85m2(9.33坪)

八層 住宿、研討交誼空間 501.9m2(151.82坪) 39.85m2(9.33坪)

九層 餐廳、多功能交誼空間 383.77m2(116.09坪) 87.13m2(26.36坪)

屋突⼀層 電/樓梯間 72.38m2(21.89坪)

屋突二層 水箱 72.38m2(21.89坪)

屋突三層 電梯機房 72.38m2(21.89坪)

樓地板面積 7315.71m2 (2213坪) 478.14m2 (144.64坪)

總樓地板面積(含陽台) 7793.85m2 (2357.64坪)

 

二、  建築經費概算 

參考員林教會、永福教會、觸口祈禱所、新豐教會等台灣近期興建之教會，建築完成

後，建築裝潢費用大約是每坪11-14萬元(平均約12萬元)；宣牧中心的建築坪數約2357

坪，興建費用列表如下： 

大樓建築經費(含設施、裝潢及家具) 32,000萬元 

電腦、影音等設備經費 3,000萬元 

其他支出(監工及其他雜費等) 1,000萬元 

總興建經費   36,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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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間設計與安排 

除特定區域有常駐的工作人員，某些空間則是在各式課程、活動中運用。我們未來所

規劃的有對內、及對外的各式活動，有在白天、也有在晚上，儘量充分運用每一個空

間。唯發展組織的事工是漸進的，在先期可以限縮使用空間，騰出的樓層可作為對外

出租使用，待發展至一成熟階段，再收回使用。某些空間，如展演廳，需要時我們優

先使用，平時則可以對外租借。 

下表是目前規劃之空間安排 

機能方向 單元 配置註記 

喜信園區 咖啡店(1F)  

書房(1F,講座)  

多媒體展示區(1F)  

書房(2F,出版品展售)  

展覽區(2F)  

聖樂發展 多功能展演空間 400 人座位 

音樂教室(於演藝廳下層) 3 間(可移動隔牆) 

差傳訓練 

與 

校園福音 

教室(可移動隔牆) 20 人，3 間 

視訊教室 80 人 

階梯教室(會堂) 180 人 

媒體傳播 

(雲端宣牧頻道) 

 

雲端機房  

傳媒工作室  

錄音室(喜信電台)  

虛擬攝影棚  

媒體後製室  

多媒體視聽中心 70 人 

中心本部 辦公室 20 人(各組集中辦公) 

會議室 20 人 

餐廳  

廚房  

住宿 二人房 5 間，20 人房二間 

第五章，管理運作及營運經費規劃 
以下擬定之辦法及營運成本，為目前興建委員會針對各宣牧機能運作所提之估算，日後興

建委員會將依實際運作，不斷檢討修訂，並送請總會負責人會及信徒代表大會審訂之。 

一、 經營管理法人： 

1. 由台灣總會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設立獨立法人經營，靈活推動各項宣牧聖工，並合理合

法處理財稅相關事項。 

2. 此獨立法人由台灣總會捐助價值新台幣二千萬元之土地建物或現金之方式，申請設立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宣牧中心。 

3. 財團法人董監事會由董事15名、監事5名組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中董事4

名為指定當然董事，由台總總負責、台總北區區負責、台總宣道處負責、聯總總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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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定人員出任；餘董事11名、監事5名由總會負責人會加倍提名，交總會信徒代表

大會選出。 

4. 由董事推選台總總負責為董事長，監事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董事長每季召開董監事

聯席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5. 董事會任命執行長，組織經營管理團隊，負責實際宣牧聖工之推動。必要時得增設副

執行長。 

二、組織運作： 

1. 執行長下設常設組織，負責宣牧聖工和經營管理事務。組織涵蓋差傳訓練、媒體傳播、

校園福音、聖樂發展、行政管理（內含大樓營運）等五大機能。 

2. 所負責之宣牧聖工應與總會各相關處院明確分工，積極推動總會各處院之特定事工及

委辦事工。 

3. 每年編定未來三年營運計畫，以及次年度之執行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提請台灣總

會負責人會核定。每年並編列預算、決算表冊，提請總會負責人會及總會信徒代表大

會審定。 

4. 常設組織除專職人員外，起用志工同靈，健全志工之訓練與運用，為組織運作之重點。 

三、年度營運經費預估 

1. 保守營運所需經費粗估      

項目 費用 說明 

設施營運 350 萬元 保全、水電、清潔、維護及雜支 

(人事：總務 1、管理 2、清潔機電外包) 

專職經費 630 萬元 8 名，平均每人 60 萬再加 30%支出 

志工經費 120 萬元 6000 人天，平均每天 200 元 

各項事工推展經費 400 萬元  

其他外包收支  損益平衡 

總計 1,500 萬元  

2. 正常營運所需經費粗估     

項目 費用 說明 

設施營運 480 萬元 保全、水電、清潔、維護及雜支 

(人事：總務 1、管理 3、清潔機電外包) 

專職經費 1290 萬元 15 名，平均每人 66 萬再加 30%支出 

志工經費 200 萬元 10,000 人天，平均每天 200 元 

各項事工推展經費 830 萬元  

其他外包收支  損益平衡 

總計 2,800 萬元  

四、財務資源籌措： 

1. 宣牧中心認養志工定期定額捐獻：600-1200萬元 

2. 台總或聯總專案支持經費：400-800萬元 

3. 其他特志奉獻：500-800萬元 

4. 宣牧大樓出租空間或各項營運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