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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異象篇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

我的救恩。(詩篇 50：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哥林多前書 9：23) 
 

一、宗旨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秉持「榮神益人」的精神，結合信仰純正之教會，推展基督化終身

學習模式，辦理「致福益人學苑」，達成社區宣教的目的，進而營造社會善良風氣，造

福人群。 

二、理念 

(一) 教會是社區的一部份，不應自外於社區的成長。 

(二) 推展基督化終身學習模式是福音事工的一種，是教會的責任。 

(三) 致福益人學苑事工優先順序為：建立社區關係，教授福音性課程及牧養上課學員。 

(四) 教會辦理致福益人學苑課程應顧及社區文化背景，發展其特性。 

(五) 教會辦理致福益人學苑，需會眾支持參與，傳道人擔任領導與策劃，帶領團隊完 

成社區宣教之使命。 

三、目標 

(一) 帶動社區民眾終身學習的風氣。 

(二) 與社區民眾發展和諧關係，進而參與社區營造。 

(三) 帶領對福音有興趣之社區民眾走進教會追尋信仰。 

(四) 激勵教會會友關心社區居民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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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角色篇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章 18-20節) 
 

一、角色與定位 

(一)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 

1. 規劃學苑願景，研擬整體發展計畫及策略，推動福音事工。 

2. 成為各分校的「互動式資源整合服務平台」，提供辦學資源。 

3. 對外募集所需經費。 

4. 提供各分校教師鐘點費補助款項。 

5. 辦理各類教育培訓課程或活動。 

 

(二) 分校 

1. 參與致福益人學苑總校舉辦之教育培訓課程或活動。 

2. 開辦福音性課程傳揚基督信仰。 

3. 關懷牧養上課學員，向未信者傳揚福音。 

 

二、分校牧者的思考 

(一) 優良分校福音策略探討 

 1. 認識自己的社區，活出道成肉身的教會。 

 2. 建立以佈道為本的教會，強化福音力的體質。 

 3. 教會透過益人學苑以達成關懷並傳揚福音給未信學員的信仰實踐。 

 

(二)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協助教會設立承接系統 

  1. 設置益人學苑專職同工處理相關行政事務。 

  2. 呼召穩定、熱情、有恩賜的會友、教師、同工及班級福音志工。 

  3. 呼召教會團契、小組承接關懷慕道學員。 

  4. 牧者、校長與長執透過定期會議共同關懷益人學苑的發展與需要。 

 

三、分校目標 

以學員生命得救為目標，讓學員看見教會基督徒生命的見證，得以認識神。 

工作重點： 

1. 招生策略：會友邀請、DM派報、網站報名系統、社區經營、社群媒體、口碑。 



3 

 

2. 課程規劃： 

a.漸進福音類：讀書會、書法班、烘焙班、烏克麗麗班、語言課程等。 

b.純福音類：親職教育、家庭婚姻講座、從懷疑到相信。 

c.套裝課程：從單場福音講座延伸 12-14週學習課程。 

d.訓練課程：多媒體專業課程、心靈關懷、諮商課程。 

3. 師資儲備：邀請教會內各領域有恩賜的會友擔任教師，以建立關係為主，逐漸育 

成為專業福音教師。 

4. 教學場地：以教會為主要上課場地，讓社區居民進入教會。 

5. 經費來源：報名費、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補助、公部門方案補助款、教會自籌。 

6. 關懷牧者：生日卡片、Line福音信息、關懷問候，邀請參加福音小組。 

7. 團隊運作：由牧者召開團隊會議，邀請核心同工參與。 

四、申請資格 

1. 信仰純正、有法人組織之基督教會。 

2. 認同致福益人學苑辦校宗旨。 

3. 透過成人教育課程與基督徒師資，吸引民眾進入教會。 

4. 具備專職或兼職行政同工與授課空間。 

5. 聚會人數達 50人以上。 

 

五、申請流程 

 

 

    

   

                                 

 

 

 

 

 

六、分校職責 

 1. 參加致福益人學苑總校舉辦之教育培訓課程或活動。 

 2. 負責課程規劃、培訓基督徒師資、招生及各項行政作業。 

 3. 關懷學員，引領學員進入教會。 

 4. 獨立清楚的財務帳冊，設立專戶專款專用。 

 

 

填寫分校申請表   附錄 A：致福益人學苑「分校申

請表」 

簽署長執同意書   

簽訂新分校合作備忘錄 

  

附錄 B：教會申辦致福益人學苑

「長執同意書」 

附錄 C：教會申辦致福益人學苑

「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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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篇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哥林多前書 14：40) 
 

二、招生 

(一) 招生對象：年滿 18歲的成人，未信主尤佳。 

(二) 學期規劃：每年 3月(春季班學期) 與 9月(秋季班學期)開課，每學期 12-14週，    

               每週 2小時，可安排福音聯誼聚會(每學期一次)。寒假班、暑假班視各   

               分校需要自費開課。 

(三) 招生 DM須註明： 

主辦單位：致福益人學苑〇〇教會分校 

協辦單位：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三、收費 

(一) 致福益人學苑的特色之一為學費很便宜，但一定要收費，方能永續經營；福音性質 

的課程可收費較低，或以保證金 500元收費，學期結束全勤者可以退費。 

(二) 招生 DM上請寫代收服務成本，不寫學費、報名費等。 

     若還有其他費用，例如：教材費，講義費、材料費、班費等，請註明清楚，以免造 

     成不必要的誤會與糾紛。 

 

四、課程 

(一) 分校開課須了解社區居民的需要，以達招生效果。 

(二) 應避免有爭議、使人混淆、影響婚姻家庭的課程，例如：瑜珈、氣功、太極、國標舞等。 

(三) 可開綜合課程，吸引更多族群進入教會。 

 

五、行政 

(一) 學員資料建檔。 

(二) 學期末可進行學員意見調查。 

(三) 課程一週 2小時，上滿 10週以上，可獲得 2學分。修滿 48學分，方可畢業，致福 

益人學苑總校將免費提供畢業證書(附錄 L-1) 

(四) 學士學分 24堂課 48學分 

     碩士學分 42堂課 84學分 

     博士學分 72堂課 144學分 

(五) 分校期末結案報告(附錄 D)請於每季結束後一週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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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篇 

你要詳細知道我羊群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為資財不能永

有，冠冕豈能存到萬代?(箴言 27：23-24) 
 

一、師資培訓 

(一) 為傳揚福音，教師須為有具傳福音使命之基督徒，最好是貴教會的會友，因這是對  

     貴教會的負擔，傳福音最有果效，其次才由基金會提供相關的師資資源。 

(二) 師資須有傳福音的心志與恩賜，且配合分校的規定，例如：不推銷產品與保險、不 

     借貸、不談其他宗教信仰、不談論政治、私下與學員聯誼活動都需向校方報備，同  

     時協助校方福音活動、幫助校方推廣與邀請學員參加福音活動等。 

 

二、出勤考核 

（一） 學員必須於該科上課１０次以上，才能得到該科學分。 

（二） 上課前可由班長點名或設置簽到簿提供學員簽名，避免於上課時間耽誤教師上課。 

 

三、學員關懷卡 

 

四、福音聯誼活動 

(一) 福音班長邀請學員參加教會小組，教師邀請學員參加團契、小組，透過關懷促進  

學員間的友誼。 

(二) 藉由各種節慶活動，邀請學員參與其中。 

(三) 帶領學員及社區居民投入社區服務，如到社區安養中心一同唱詩、關懷。 

(四) 邀請學員參加教會的活動、團契以及主日崇拜。 

 

社區福音事工實踐的體驗 

➢ 渴慕聖靈動工的禱告 

➢ 架構扁平式福音連結 

➢ 以佈道為核心的策略 

➢ 貼近社區心跳的思維 

➢ 專業熱情有愛的學苑 

➢ 創新敏銳的福音分享 

➢ 從服務到福音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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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禱告篇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以弗所書 1：23) 
 

一、為教會禱告 

社區宣教是一個需要長時間耕耘，極需以耐心和愛心澆灌的事工，不只教會會花費資

源，也會將大量的時間與體力投入在當中，同工也會與社區居民磨合，檢測出教會信仰

的根基。教會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極其重要，求神帶領教會異象，同工被聖靈充滿，在行

政與一切事上有功效。 

 

二、為牧者禱告 

領導者對於社區居民也代表教會核心，求神帶領牧者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透過關懷使

居民對教會有極大的感動與產生屬靈的果效，一個教會的牧者靈命興旺，教會也會提升

成長。 

 

三、為主責同工與教師禱告 

教會同工能與教會牧者同心復興教會，同工需要有牧者遮蓋，才能有最大的成長，領人

歸主。教學的教師也能充滿體力與福音力，與學員相處時聖靈的同在帶出基督的甘甜，

得著社區居民對教會感動的心。 

 

四、為社區禱告 

每一個社區的型態不同、環境不同，但神最了解社區的心，必須先奉主名為社區禱告，

讓居民的心土柔軟，需要做大力的爭戰。每每都要堅持，禱告不可停歇，若有已透過社

區課程加入聚會並渴望信仰的學員，最好一起加入禱告。 

 

五、為宣教焦點與方向禱告 

福音預工的焦點在耶穌，如果焦點不正確，如此花費一切的精神、體力與時間都會消逝，

求神能帶領教會以基督為主，也帶領教會能夠有創意的課程，不斷發掘會友的恩賜與才

幹，也求神預備所需要的硬體、軟體設備。 

 

六、為陪伴與關懷工作禱告 

關懷與陪伴是福音的種子被澆灌發芽的機會。透過關心，可以使福音落實在關懷的人與

被關心的人之中，基督的愛可以被澆灌與帶領，並做醫治的工作，何等美好！如有關懷

名單，可發下代禱卡，讓願意的學員寫下代禱事項，為代禱事項禱告，成為生命的關懷 

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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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 A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申請表 

附錄 B 長執同意書 

附錄 C 合作備忘錄 

附錄 D 結案報告表 

附錄 E 教師鐘點費補助申請表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申請表 

(一)教會基本資料： 

教會名稱 (請填全名） 

教會地址 □□□□□ 

教會電話  教會 e-mail  

教會網址  

牧師姓名  e-mail  

行動電話  Line ID  

聯絡人姓名/職稱  e-mail  

行動電話  Line ID  

法人組織名稱 (教會欲以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申辦致福益人學苑) 

法人組織電話                                

教師鐘點費補助匯款帳號

（請附存摺影本， 

    勿提供私人帳號） 

行庫名稱： 

帳號： 

戶名： 

扣繳憑單 

抬頭： 

統一編號： 

設（會）籍地址： 

 

(二)辦校檢核項目： 

請將以上表格填寫完成後，e-mail 至 nomi@gvctks.org.tw，將有專人與您聯絡。如有問題歡迎致電【致

福益人學苑】總校：(02)8780-2391 

教會規模 聚會人數：   人，牧師    人，傳道：  人，同工：  人，長執：  人 

教會場地 教室空間：   間教室 

主內師資 基督徒老師授課：□本會會友  名  □外部借調  名 

開班授課 預計開班數：   班，課程名稱： 

招生策略 
酌收服務成本：     元/人 

宣傳方式：□DM □臉書 □line □介紹 □其他：                            

福音策略 

□每堂課前先分享福音信息(例：見證/文章/唱詩歌) 

□每堂課程內容中置入福音信息(例：插花課以玫瑰來分享「沙崙玫瑰」詩歌) 

□開設以福音為主題之課程(例：品味人生)   

□安排某一週為「恩惠相遇週」  

□另辦福音性聚會或活動(例：電影欣賞)  □其他： 

承接機制 
□參加教會活動(例：佈道會)  □參加教會小組(例：幸福小組) 

□結合教會事工(例：一領一)  □其他： 

組織架構 建立校務營運團隊：□牧師 □校長 □行政同工 □老師 □福音班長 □其他： 

教育培訓 □願意參與總校舉辦之培訓課程  □有困難  □不確定 

文件呈報 □願意配合總校定期提供所需之文件  □有困難  □不確定 

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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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執 同 意 書  

 

 

        本教會同意秉持榮神益人之精神，與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共同推展 

   基督化終身學習模式，引導社區民眾進入教會認識福音，達到社區宣教 

   目的，故經長執團隊同意，申請成立【致福益人學苑 ________ 分校】， 

   特立此書為憑。 

 

 

 

教會名稱： 

教會地址： 

教會電話： 

牧師簽名： 

長執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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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申辦〔致福益人學苑〕合作備忘錄 

 

立書人：財團法人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以下簡稱甲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為共同推展基督化終身學習模式，達到社區宣教目的，辦理致福益人學苑，特訂定本合作備

忘錄，以做為雙方推動辦理之依據： 

一、合作期間：自   年  月起，經費補助期滿後仍享有本會所有的服務。 

二、乙方成立名稱訂定為致福益人學苑          分校。(ex致福益人學苑內湖靈糧堂分校)。 

三、合作協議事項： 

 （一）甲方應辦理事項： 

1. 執行新分校加入致福益人學苑之申請作業與其他相關行政作業。 

2. 核發分校申請之教師鐘點費補助。 

3. 提供各分校辦學資源(致福益人學苑總校為「互動式資源整合服務平台」，提供各分校辦

校經驗、教育培訓、廣宣協力、資源連結等功能)。 

4. 配合地區分校特性，辦理各項促進益人學苑發展合作之研習會、座談會、師資訓練。 

5. 提供各分校法規與財務相關注意事項。 

 （二）乙方應辦理事項： 

1. 廣宣文件中需註明主辦單位：致福益人學苑             分校、協辦單位：致福感恩

文教基金會 

2. 每期提供開課計劃書及招生 DM。  

3. 關於申請補助： 

3-1本補助以開班數計算，共計補助 30 班，可不連續申請。 

3-2每班需開 12~14 堂課方可申請，每堂課為 2小時，每小時補助金額為 300元整， 

一堂課(2小時)補助金額為 600元整，故每班補助金額最多為 8,400 元/14 堂課。 

3-3每年分春季與秋季二期，每期最多申請 3班。 

3-4申請經費，春季班於 6月 1日至 6月 15日，秋季班於 11月 1日至 11月 15日前。 

學期末結案報告需含申請課程心得報告(至少 3篇)、照片(至少 3張)等。經基金會審

核通過後撥款。 

4. 學費由各分校自行訂定(益人學苑的特色之一是課程好但學費便宜，因此除非是福音性課

程，建議務必收費，才有益於教會長期經營。)為避免教會被誤認為經營補習班，收費金

額請勿寫學費，改寫代收服務成本(清潔費等)。 

5. 歡迎參加致福益人學苑總校各項研習活動或培訓課程。 

四、共同協定事項： 

（一） 推展基督化終身學習模式，達到社區宣教目的，開辦致福益人學苑，引導社區民眾接受福音

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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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雙方合作的共同目標，雙方應本著積極合作之精神共同辦理。 

（二） 教師須為具傳福音使命之基督徒，最好是貴教會的會友，其次才是其他分校協助提供的師資資源。 

（三） 老師需有傳福音心志及恩賜，且配合貴校的規定，例如：不推銷產品與保險、不借貸、不談

其他宗教信仰、不談論政治、私下與學員聯誼活動須向校方報備，協助校方福音活動、幫助

校方推廣與邀請學員參加福音活動。 

（四） 招生對象是 18 歲以上未信主之成人，願意傳福音的基督徒也可報名。但未信主學員人數比

例必須超過所有學員一半以上。 

（五） 開課內容必須是符合社區居民需求的終身學習課程，例如：英語、日語、烹飪、烘焙、吉他、

烏克麗麗、繪畫等，避免有爭議、會使人混淆、影響婚姻家庭的課程，例如：瑜珈、氣功、

太極、國標舞等。 

（六） 開課內容不得為教會內部同工訓練課程或是主日學課程。 

（七） 開設課程若已經得到其他補助經費，不可重複申請教師鐘點費補助。 

（八） 合作協議事項，應根據事實由雙方負責單位共同議定，若有未盡事宜得依程序由更高負責層

級議定。 

五、本合作備忘錄乙式兩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六、本合作備忘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同意另以書面協議補充之。 

 

 

 

甲 方：財團法人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代表人：周神助 董事長            簽 章：  

電 話：02-87802391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50巷 2號 14樓之 4 

 

 

 

乙 方： 

代表人：                              簽 章： 

電 話： 

地 址：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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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福益人學苑          分校 

     年    季結案報告  
 

 

 

 

（一）學員統計 

  

項  目 人  數 

全校報名人次  

※全校各班人數加總 
 

全校實際學員人數 

※全校實際上課人數，即 1人報多班仍算 1人 
 

全校本期舊生人數  

全校本期新生人數  

全校本期受洗人數  

全校總開班數                班 

 

 

附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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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期感恩事項(請ˇ選)： 

    

      1.招生方面：□學員人數較上學期增加：       人 

     □總開班數較上學期增加：       班  

 

      2.開學/結業方面：□有舉辦開學典禮(日期：       ) 

□有舉辦結業成果展(日期：       ) 

 

3.師資方面：□全部是基督徒老師 

                  □有新增老師 

                  □有召開教師餐會或檢討會議  

                  □其它                                                      

                   

      4.班長、志工方面：□全部是基督徒班長、志工 

                        □有新增班長、志工 

                        □有召開班長、志工餐會或會議 

                        □其它 

                                                                             

                        

      5.班級經營方面：□有舉辨活動，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無 

 

6.福音策略方面：□發福音單張 

□觀賞福音影片 

□邀請學員加入教會小組團契或慕道班 

□舉辦福音活動，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7.社區服務方面：□有舉辨社區服務，服務名稱、日期、場地： 

服務日期：                       

服務名稱：                       

服務場地：                       

                      

                      □無 

                       

      8.其他：                                                               
  

      

      9.填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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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福益人學苑教師鐘點費補助申請表 

        

               學期：     年     季班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分校名稱：致福益人學苑          分校 聯絡人：    電話： 

全校報名人次共       人（全校各班人數加總） 

全校學員人數共       人（全校實際上課人數，即 1 人報多班仍算 1 人） 

申請補助           班 

自費補助           班 

全校總開班數           班 

至本期止申請補助班數          班 

教  師  鐘  點  費  申  請  補  助  說  明 

範例 手工藝班 陳美玲 14 週 2 小時 1,500元 300元×28時數= 8,400元 

項次 課程名稱 姓名 週數 時數 學費 申請金額=300×時數 

1     週  小時     元  300 元×   時數=    元 

2   週 小時     元 300 元×   時數=    元 

3   週 小時     元 300 元×   時數=    元 

本期總計                 元 

 
  

附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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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費  開  班  情  形 

項次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學員

人數 
項次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學員

人數 

1    6    

2    7    

3    8    

4    9    

5    10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行列 

 

 教師鐘點費申請補助要點   

3-1本補助以開班數計算，共計補助 30班，可不連續申請。 

3-2 每班需開 12~14堂課方可申請，每堂課為 2小時，每小時補助金額為 300元整， 

一堂課(2 小時)補助金額為 600 元整，故每班最高補助金額最高為 8,400 元/14 堂

課。 

3-3每年分春季與秋季二期，每期最多申請 3班。 

3-4 申請時間：春季班於 6 月 1日至 6月 15日，秋季班於 11 月 1日至 11月 15日。

請於申請時間內提供以下補助請領附件，未能如期提交將視為放棄補助；奉獻收

據未能於撥款後 2週內寄達，下期將暫停申請資格。 

3-5 申請附件   

※申請教師鐘點費補助，需按時提供以下附件，方能獲得補助： 

附件名稱 對應表單/備註 春季班最後提交日 秋季班最後提交日 

結案報告 (參附錄 D) 6/15 11/15 

分享 PPT 

申請補助課程之上

課照片每班 3 張&

學習心得或感恩見

證至少 3 篇 

6/15 11/15 

教師鐘點費補助 

申請表 
(參附錄 E) 6/15 11/15 

※收到教師鐘點費補助款後需開立奉獻收據，掛號郵寄：11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 

段 150 巷 2 號 14 樓之 4（環球世貿大樓）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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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內容說明 
 

課程名稱： 

課程時間： 課程地點： 

教師姓名： 所屬教會： 

教師簡歷： 

課程理念： 

課程目標： 

教學方式： 

選課要求： 

自費項目： 

Facebook： 

授   課   大   綱  

週次/日期 課 程 主 題 課 程 內 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課程一種以上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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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級學員資料表 

補助班級 1.           班 

序

號 
姓名 信仰 

年

齡 

序

號 
姓名 信仰 

年

齡 

序

號 
姓名 信仰 

年

齡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補助班級 2.           班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補助班級 3.           班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