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
《辦校指南》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



一、福音辦校異象說明



上帝在這世代的應許之地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
塊中經過。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

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創世紀十五：17~18)



神會在每一個教會興起異象，

如同創世紀十五章所記載，

日落天黑時，有冒煙的火爐並燒著的火炬從那些肉
塊中經過，

耶穌是祭壇上的祭物，教會是耶穌的身體，

神會領他的僕人在這黑暗的世界裡藉由火爐、火炬
燃燒教會，

使黑暗的社區進入光明，使教會進入應許之地。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在神的帶領下，

在台灣各地傳遞教會藉由終身學習在社區發光的異象，

並且這些年來，國家在變，社會在變，

終身學習人口逐年攀升，社區終身學習模式更已蔚為風潮，

這群未得之民是神量給我們的地界，

所以藉著禱告與聖靈的帶領，

我們要運用社區終身學習平台，

在這黑暗的世代中興起發光，

透過教會祭壇來造福社區，這是神所命定的道路。



二、開辦前該想清楚的執行面



1.組織架構：屬靈遮蓋(牧師)、執行團隊(校長、校務同工、福音班長)

2.授課場地：教會空間活化

3.主內師資：至少3位(需考量招生未達開課人數之可能性)

4.何時招生：宣傳時間至少1個月

5.宣傳管道：DM、line、fb、會友介紹、主日週報、里長、店家

6.福音策略：福音置入、福音課程

7.跟進機制：教會小組(幸福小組等)、懷疑與相信、福音性活動等

8.行政作業：報名表、通訊錄、出席表、統計數據(班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次)、

繳費收據等。表單建議使用excel。

執行面向



檢視是否想清楚的好幫手：企劃書

企劃書內容：人、事、時、地、物、錢(收入/支出/損益)

企劃書功能：透過企劃書的撰寫，可以全盤縝密思考，有效掌控

時程與預算，謹慎評估損益，務實盤點資源。

附件 辦校企畫書：寶山勝利堂分校成立企畫書

附件 活動企劃書：致福益人學苑新校快速入門培訓企劃書



三、校務營運



辦校前教會内部交通
▪ 目的：個人及團隊對致福益人學苑辦校異象有共識。

▪ 步驟：個人禱告～2-3人禱告～同工會分享～長執同工

禱告～教會公禱。

▪ 禱告内容：

對辦校異象的感動，尋求内心的平安，尋求神話語的印證，尋
求環境的印證。
a、個人聖靈感動（禱告至少7天）
b、向2-3人傳遞異象並禱告至少7天
c、同工會異象分享
d、長執同工會禱告2週，尋求負責同工。
e、教會公禱，尋求參與同工。



學苑優質服務

▪ 報名收費

▪ 教學内容態度

▪ 班長温馨服務

▪ 開學儀式

▪ 期末成果展



規劃年度學期行事曆

▪ 與教會年度行事曆重點配合

▪ 每週一次校務會議（校務同工參加）

▪ 每月一次擴大校務會議（牧長、校務同工、講師、
志工、班長⋯)。



福音策略與學員跟進

▪ 依教會現有領人歸主方式進行，例如：細胞小組教
會、幸福小組教會、啓發小組、福音橋、屬靈的四
個定律均適宜。

▪ 「懷疑與相信」一對一福音課程

▪ 結合教會福音性活動，例如：母親節、聖誕節、中
元節等。



建立學苑福音辦校鐵三角

營運金三角
人力金三角
禱告金三角



營運金三角

總校終身

學習平台

課程福音

策略

致福益

人學苑

學員跟進

機制

1.「懷疑與相信」一對一佈道
2.幸福小組/啟發小組/團契
3.教會福音活動(聖誕節等)
4.同工進班上課

1.福音置入課程
a.會前會後禱告
b.見證分享
c.福音短文分享
2.福音性課程
a.語文/歌唱→詩歌
b.書法→經文
c.插花→聖靈九果

1.教育培訓
2.恩典夠用禱告網
3.總校訊息
a.臉書
b.電子報
4.講師鐘點費補助



人力金三角

校長

行政

同工

致福益

人學苑

福音

班長

1.個別關懷
2.課後聚會
3.守望禱告
4.與老師配搭

1.招生宣傳
2.報名作業
3.繳費&收據
4.文書表單
5.學員聯絡溝通

1.開班授課
2.福音辦校(與老師溝通福音
策略、與教會連結跟進機制)
3.師資招募
4.人力調度
5.損益平衡
6.學苑會議



禱告金三角

總校

教會

致福益

人學苑

學苑

團隊

1.校務團隊
2.老師團隊
3.志工團隊

1.牧養學苑團隊
2.為學苑守望禱告
3.擬定學苑福音策略
4.建立學苑學員跟進機制

1.恩典夠用禱告網：總校與分校互為
肢體連結守望。
2.永續經營建議禱告式問卷：透過禱
告穩固與發展學苑事工。



四、課程師資



主內師資

1.本會會友(最佳)：

a.找出人才→ 附件 會友恩賜調查表

b.自學(例如：透過 YOUTUBE學習讚美操或烹飪)

2.分校借調教師：本會會友經學習後成為教師

3.分校共用師資

4.外聘主內教師



教師要件

▪ 靈命優於專業素養，同好交流優於師生關係，關懷生命
優於考試作業。

▪ 有必要將禱告、見證及關懷融入教學及班級營運中。例
為課程設計禱告，為毎堂上課禱告。

▪ 將見證分享或金句分享融入課程中。

▪ 與班長合作關懷學員，為學員禱告。

▪ 與班長合作鼓勵學員參加教會活動。

▪ 與班長合作舉行小型茶會，增加凝聚力。



課程設計

▪ 課程設計注重趣味性、操作性、實用性、生活
性……(表格或案例可上官網參考)

▪ 課程設計部分配合教會年度行事。例在聖誕節前
後規劃一些有關耶穌誕生内容。

▪ 或依校方主導每一學期一個基督性的主題，請所
有開課講師設計在課程中，例如將「信心」融入
到一個小單元中。



五、招生宣傳



招生DM

▪ 招生課程可以作稍多安排，註明每班招生人數，額滿為止，
不足開班人數可安排轉班。

▪ 因屬於宗教法人推廣終身學習之公益活動，收費需遠低於行
情，視地區及内容可在＄1200～1800元左右。

▪ 要為招生DM文案撰寫、設計與分發禱告。

▪ 至少在開學前3週左右宣傳。

▪ 另上傳教會網站、粉絲專業或line群組，鼓勵會友轉傳。



不被檢舉的第一關鍵：
分校招生文宣品需呈現與總校的關係

以下三種呈現方式可擇一

●致福南港益人學苑

●致福益人學苑台北衛理堂分校

●主辦單位：彰化聖教會 協辦單位：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招生DM或宣傳品務必出現致福或致福感

恩文教基金會，才能證明是致福感恩文教

基金會所設立之分校，

如只出現「益人學苑」卻有收費事實，無

法證明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宣揚教義單位，

易被認定為短期補習班。



招生文案撰寫說明

(原版….看起來類似補習班或才藝班！)

花蓮益人學苑秋季班開始招生囉！

即日起至7/31止，報名以下班別可享八折早鳥優惠！

插花班、書法班、中醫養生班、烏克麗麗班，現正熱情招生中！

上課日期：9/1~11/30，各班上課時間詳參招生簡章。

上課地點：花蓮關心你教會三樓

學費：共計14堂課，每班新台幣1200元整。

報名電話：( 03)8888-8888



不被檢舉的第二關鍵：避開關鍵字

招生DM關鍵字寶典→

附件致福益人學苑招生DM撰寫說明



(原版….看起來類似補習班或才藝班！)

花蓮益人學苑秋季班開始招生囉！

即日起至7/31止，報名以下班別可享八折早鳥優惠！

插花班、書法班、中醫養生班、烏克麗麗班，現正熱情招生中。

上課日期：9/1~11/30，各班上課時間詳參招生簡章。

上課地點：花蓮關心你教會三樓

學費：共計14堂課，每班新台幣1200元整。

報名電話：(03)8888-8888 

寫完招生DM文案，務必找出類似補習班的關鍵字！



花蓮益人學苑秋季活動開始囉！
7/31前報名可享八折早鳥優惠！
插花、書法、中醫養生、烏克麗麗，歡迎來參加！
日期：9/1~11/30(時間詳參活動說明)
地點：花蓮關心你教會三樓
共計14次，需繳場地與清潔等服務成本共計1200元。
報名電話：(03)8888-8888

修改關鍵字後的招生文案

SAFE



六、法規稅務



法規面向概要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哥林多前書 14:40)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設立的法律依據?

▪ 內政部民政司「申請設立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規定」之
設立目的:「宗教業務財團法人係以推廣全國性宗教性事
務為宗旨，以宣揚宗教教義、研修宗教教理、興辦公益
慈善及社會教化為目的之財團法人。」

致福益人學苑是教會宣揚教義、興辦公益與社會教化的活
動平台。



致福益人學苑終身學習平台利基?

▪ 民國91年「終身學習法」公佈實施後，終身學習已成為政府施
政重點以及全民共識，

▪ 民國106年內政部修正興辦社會公益事務績優宗教團體作業要點
三之(一)，將「推廣終身學習」明訂為社會公益獎勵項目，

終身學習運動乃教改人士、政府所積極推動，為全民所需，教會
如不參與，大量學習人口將流失於其他信仰或機構。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與分校關係?

▪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以發揚信望愛基督精神、培養
社會人才、增進人類福祉、造福人群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推動終身學習與社區關懷活動、辦理文教公益事業、其他
符合本會設立宗旨相關公益性文化與教育事務…

基金會按捐助章程設置「致福益人學苑總校」，總校依據福音辦
校理念，輔導全台教會開辦「致福益人學苑分校」，提供分校講
師鐘點費補助與辦校know how等，進而協助分校長期穩定運作。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與補習班之不同

▪ 致福益人學苑成立24年來，240間分校僅遇此情形三次，經申
覆後無任何受罰個案。

教會 補習班

主管機關
中央：內政部民政司
地方：縣市政府民政局

中央：教育部
地方：縣市政府教育局

法源
申請設立宗教法人規定

終身學習法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

目的 宣揚教義、教化人心 營利



分校教會辦理致福益人學苑之要件？

▪ 前題：符合教會成立宗旨，宗旨含有宣揚教義、教化人心，而
非只是做公益，所以要有福音行動。

▪ 舉證：福音行動的影片、見證、活動DM、文字等紀錄。

▪ 目的：有福音策略的終身學習事工



財稅面向概要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哥林多前書 14:40)



分校收入與支出

收入 支出

類別 說明 類別 說明

學費
1.需開立收據
2.不可以奉獻收據代替

授課鐘點費
1.連續性支出
2.需申報綜合所得稅/二
代健保

講師鐘點費
補助

需開立可抵稅之奉獻收據
講演鐘點費

1.一次性支出，
2.需申報綜合所得稅/二
代健保



學員繳納之費用應開立收據
⚫該收據，不是捐款收據，不可抵綜所稅。
⚫收據上欄位，應有日期、收據編號、繳費者姓名、繳費金額、活動
內容、經手人、註明不可扣抵綜所稅字樣…等。

⚫下圖供參考。



鐘點費

所得類別 授課鐘點費(50) 講演鐘點費(9B)

說明

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
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講習會，
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
人員講授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
屬同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稱薪資
所得(。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
（包括副教授、講師、助教等）或
教員身分者為限。（財政部
74/04/23台財稅第14917號函）

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聘請
學者、專家專題演講所給之鐘點費，屬所
得稅法第4條第23款規定之講演鐘點費，
可免納所得稅（但仍應列入年度所得），
但如與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
漫畫等全年合計數，超過新臺幣180,000
元以上部分，不在此限，仍應課稅。

簡言
屬訓練研習給付講師之酬勞則屬於
「授課鐘點費」，即為薪資所得。

非屬訓練研習課程之一部份，單純請講師
就某一議題做專題演講，給付講師之酬勞
則屬於「講演鐘點費」，可以定額免稅。



⚫ 個人所得簽收單(或
鐘點費簽收單、勞
務報酬單)，表單格
式可自行設計。

⚫ 表單上欄位，應有
日期、所得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地址、
給付總額、代扣稅
額、代扣二代健保、
實付金額、所得類
別、簽收欄…等。

⚫ 左圖供參考。

個人所得簽收單



鐘點費

所得類別 授課鐘點費(50) 講演鐘點費(9B)

身份 境居個人 非境居個人 境居個人 非境居個人

綜所稅
(扣繳)

每次給付≧$84,501
扣5%

全月≦$34,650：6%
全月＞$34,650：18%
無起扣點，基本工資之
1.5倍

每次給付>2萬元
扣10%

每次給付>5,000元
扣20%

綜所稅
(繳庫時點)

給付的次月10日前代
扣稅款繳國庫
(所得稅法第92條) 給付日起10日內，代扣

稅款繳國庫並申報
(所得稅法第92條)

給付的次月10日前代
扣稅款繳國庫
(所得稅法第92條) 給付日起10日內，代

扣稅款繳國庫並申報
(所得稅法第92條)綜所稅

(申報時點)

每年1/1至1/31申報
上年度扣免繳憑單、
股利憑單
(所得稅法第92條)

每年1/1至1/31申報
上年度扣免繳憑單、
股利憑單
(所得稅法第92條)

註1：非境居個人【外籍人士】（同一課稅年度居留未滿183天）
註2：108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為84,501元。
註3：108/1/1起基本工資從22,000元調整為23,100元。



▪ 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如何辦理扣繳？(50)
1.納稅義務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扣繳義務人按給付額扣取5%。但，兼職所得及

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扣繳義務人每次給付金額未達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偶

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者(現為84,501元)，免予扣繳。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5條、第8條)

2.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薪資按給付額扣取18%。但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一點五倍(現為34,650元)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6%。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3條）

綜合所得稅扣繳



▪ 執行業務所得如何辦理扣繳？(9a、9b)

1.納稅義務人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扣繳義務人按給付額扣繳10%。但，扣繳義務人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2,000元

者，免予扣繳。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2條、第13條）

2.納稅義務人若非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扣繳義務人按給付額扣繳20%。但，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

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每次給付額不超過5,000元者，得免予扣繳。惟仍應填報

免扣繳憑單。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3條）

綜合所得稅扣繳



二代健保
扣繳須知

兼職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



鐘點費
所得類別 授課鐘點費(50) 講演鐘點費(9B)

身份 境居個人 非境居個人 境居個人 非境居個人

二代健保-民眾
(扣費)

每次給付≧$23,100
扣1.91%

免扣
每次給付≧$$20,000

扣1.91%
免扣

二代健保-民眾
(繳納時點)

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
次月底前向健保署繳納。
(全民健保法第31條)

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
次月底前向健保署繳納。
(全民健保法第31條)

二代健保-民眾
(申報時點)

1.每月申報
於繳納補充保險費後，一併
填報扣費明細，並彙送保險
人者，得免於每年1月31日
前再向健保署彙報。
2.年度申報
扣費義務人每年1月31日前，
將上一年度向保險對象扣取
之補充保險費金額，填報扣
費明細彙報健保署。
(採二擇一)

1.每月申報
於繳納補充保險費後，一併
填報扣費明細，並彙送保險
人者，得免於每年1月31日
前再向健保署彙報。
2.年度申報
扣費義務人每年1月31日前，
將上一年度向保險對象扣取
之補充保險費金額，填報扣
費明細彙報健保署。
(採二擇一)



鐘點費
所得類別 授課鐘點費(50) 講演鐘點費(9B)

身份 境居個人 非境居個人 境居個人 非境居個人

二代健保
-投保單位

(扣費)

(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所得
稅格式代號50】－受僱者當月
投保金額總額) ×費率1.91%

(全民健保法第34條)
(全民健保法施行細則第55條)

二代健保
-投保單位
(繳費時點)

同一般健保費，次月底前，可
寬限15日。
如：108/6月單位補充保險費
之繳納期限為108/8/15

二代健保
-投保單位
(申報時點)

無需申報明細。



綜合所得稅：

●授課鐘點費→
每次給付額≧$84,501元扣5%
●講演鐘點費→
每次給付額超過2萬元扣10%

二代健保：

●授課鐘點費→
兼職所得單次給付超過基本工資
(23,100元)扣1.91%
●講演鐘點費→
每次≧$2萬扣1.91%

鐘點費



綜合所得稅
（民眾）

⚫ 平時扣費
⚫ 每月申報或次年1/31前

申報

所得稅結算
每年5/1-5/31申報

⚫ 平時扣繳，次年1/31前申報
（境居者）

⚫ 平時扣繳並申報（非境居者）

二代健保
（民眾）

二代健保(投保單位)
每月繳費

稅務申報

提醒：

(1)每年5/1-5/31結算申報
(2)協會單獨申報，不可併入教會



七、總校平台



辦校資源 教育培訓 課程師資 分校連結 廣宣協力

講師鐘點費補助 區域性座談會/說明會 師資團隊輔導建立 守望禱告 致福官網

辦校輔導機制 區域性研習會 種子教師養成 課程福音策略 致福臉書

標準作業流程(S.O.P.) 快速入門培訓 福音性課程推薦 辦校經驗 致福電子報

辦校用品 師資/志工團隊培訓 師資轉介 招生宣傳 招生DM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終身學習平台



教師鐘點費補助申請要件



教師鐘點費補助資格

一、本補助以開班數計算，共計補助30班，可不連續申請。

二、每班需開12~14堂課方可申請，每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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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每年分春季與秋季二期，每期最多申請3班，申請班數累計達
30班即不受理。

四、每班學員人數須達10人始能申請。



教師鐘點費補助總校作業流程

收件 審查 撥款

1.總校發出通知
2.分校將文件寄到總校信箱

總校初審→複審→核示 1.總校撥款至分校指定帳戶
2.分校開立奉獻收據寄給總校



教師鐘點費補助提交文件

致福官網

申請表

學員心得與照片PPT結案報告

進入致福益人學苑/
文件下載/補助申請



分校連結 肢體守望

恩典夠用禱告網



恩典夠用禱告網：

總校每月會發出一封禱告信，

禱告信內容以「肢體」為主要
代禱事項，

期盼連結全台分校一起為益人
學苑的肢體守望。

~歡迎提供代禱事項~

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
的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12:9)



永續經營建議機制禱告式問卷
(校務同工版、志工版、老師版)

https://reurl.cc/zyyN8Q



呼召參與「新酒裝新皮袋」的現今世代永續營運系統模式

親愛的同一異象的益人學苑牧長同工們：

在主裡感謝於8月初花時間轉發「禱告式問卷」的校長同工；也為24年來
神賜予總校及許多分校福音辦校Know How並營運至今，向神獻上感恩！
讚美神！

2018年，本會董事長周神助牧師每日清晨皆供應禱告靈糧給全體董事及
總校同工；每週二的禱告會，我們也聚集守望。在禱告中，清楚領受到未
來10年儘管亞洲仍動亂不安，但榮耀的大君王耶穌將藉由台灣的教會、機
構與基督徒合一的禱告，使蒙神呼召的華人群體得著屬靈恩膏與祝福！



去年同時，榮耀的大君王耶穌帶領總校同工靈魂甦醒，並親自介入致福益人學苑的聖
工當中。

今年總校在連續舉辦數場的教育培訓中，被聖靈逐步帶領，發展出「新酒裝新皮袋」
的現今世代永續營運系統模式─永續經營建議機制禱告式問卷。

效益：

1.有效幫助主責同工減少負擔，降低時間成本。

2.由主耶穌親自喚醒、點燃並增强全台64間分校約120位行政人員、350位老師、300
位志工，因同在主裡合一事奉的靈火能力。

3.值此日新月異的現今世代，致福益人學苑總校偕同分校猶如豐沛不絕的「中央大水
池系統」，全台分校共享此便捷與優質的福音辦校平台。

4.藉由個人密室的禱告，在學期中各分校的肢體也使用此「禱告式問卷」，享受彼此
合一的禱告益處，神的國度必要在各分校中彰顯。全體同工眼要看見、心要領受那得
勝又豐盛的美好盼望！



最後，總校需要您的幫助，將這份問卷發給您的同工，並且透過分區line
群組回報總校您所轉發的對象與數目(回報內容：○○教會已轉發老師○
位、志工○位、校務人員○位)。問卷填寫連結如下：

校務人員問卷→https://pse.is/EBYVZ

志工問卷→https://pse.is/J6T3U

教師問卷→https://pse.is/HCXLV

總校會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問卷的回應進行分析研究，並將建議回報各分校，
並持續為此守望禱告。我們相信，在榮耀大君王耶穌的帶領下，每所分校、
每位同工，透過「定期」填寫與使用這份「永續經營建議禱告式問卷」，
必能在填寫的過程中獲得神大能的啟示與回應，如鷹展翅，得人如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