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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



第一篇

行出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蒙神揀選實踐異象的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致福股份有限公司的創業股東們感恩於公司運作期間，蒙
上帝的恩典、保守與帶領，乃於1995年出資成立致福感恩

文教基金會。

本會董事會成員由企業、教會與學界信徒組成，旨在發揚
信望愛基督精神，培養社會人才，榮神益人。而後領受

「專業終身學習機構」的異象，推動社區學習風氣，期望
建構終身學習的幸福社區。



致福益人學苑緣起

越來越多的教會投入社區事工，期待透過終身學習與社
區服務吸引居民走入教會認識耶穌。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二十多年來在董事長周神助牧師的
異象帶領中，建構具福音策略的終身學習平台，提供整
全有效的模式來協助眾教會開辦致福益人學苑，

也是提供教會一種選擇，是否有此異象以終身學習的宣
教模式與服務平台，進行門徒訓練式的教會建造，使教
會不僅能有效完成神所託付的大使命，更能減少摸索，

省時省力，永續發展社區宣教福音事工。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

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馬太福音 22:37-40) 

※説明：
辦理學苑事工的每一位同工要以全心愛主、善盡本份的
態度來進行。對於其他同工、學員，要以愛人如己的心

態面對。

致福益人學苑的核心精神─大誡命



致福益人學苑的核心精神─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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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28:19) 

※説明：
益人學苑是耶穌的吩咐：「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

也是教會的主管機關(內政部)鼓勵教會須盡的本份(運用終
身學習來宣揚教義教化人心)，所以教會辦理益人學苑若没

有傳福音則有違法開設補習班的營利之疑。



致福益人學苑的營運觀念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
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

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 4:6)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
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127:1)

※說明：

希望學苑事工要有成就，必須多盡本份向神禱告、祈求、
讀經、關懷，而不是倚靠很多人力、專業、學歷、金錢、

努力、經驗或是犠牲其他本份。盡本份的一種說法就是
說了、做了之後，在主裡有平安，有喜樂。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介紹

▪ 異象：建立終身學習平台，以聯合眾教會在各社區廣傳福音，榮神益人。

▪ 策略：總校建立運作機制，推廣異象，協同教會設立分校，營運優質學習環境，服務
社區，引人進入福音國度。

▪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功能：

1.協同教會成功開辦致福益人學苑，加入福音化終身學習行列。

2.提供講師鐘點費補助

3.引介使用學員報名管理系統

4.協助養成辦校校務同工、授課老師、各類志工等。

5.協助分校長期穩定運作與人事傳承。

6.協助建立有效福音策略，落實大使命。



第二篇

如何加入成為致福益人學苑分校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加入流程

申請 評估 簽署說明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加入流程

請致電(02)2653-3275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加入作業說明

1.分校申
請表

2.長執說
明會

3.長執同
意書

申請

•1.禱告辦校

•2.福音辦校

•3.專業辦校

•4.合法辦校

評估 合作備忘

錄

簽署
1.異象說
明會

2.來電諮
詢

說明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加入作業說明

請致電(02)2653-3275



第三篇

如何籌備致福益人學苑



致福益
人學苑

辦校前教會

內部交通形

成共識

辦校時決定

負責同工

規劃年度學

期行事曆

(定期開會)

規劃福音策

略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營運方法



形成學苑優

質服務共識

配合教會重要

節慶活動行事

教牧長執定期

以禱告及行動

關懷學苑同工

牧長建立簡易
機制牧養校務
同工、老師、
志工、班長。

定期使用總校開

發的禱告式永續

經營問卷(一學期

使用問卷1~3次)。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營運重點



永續經營

建議禱告

式問卷

清楚的

異象呼召

持續的

守望禱告

專業的

辦校技能

有效的

福音策略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永續經營要件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培育階段

開發中

分校

• 致福益人學苑異象說明會

• 總校到教會向長執同工說明

籌備中

分校

• 新校快速入門培訓

• 總校一對一籌備期輔導

開辦中

分校

• 對校務人員/老師/志工之教育培訓系統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教育培訓範疇

•校務營運

•教師招募與團隊經營

•志工招募與團隊經營

•招生宣傳

•終身學習法

•補習班區隔

•財會帳務

•稅務申報

•永續經營建議機制禱

告式問卷

•恩典夠用禱告網

•福音主題課程

•學員跟進機制

•福音班長養成

•門徒訓練系統 福音
辦校

禱告
辦校

專業
辦校

合法
辦校



一、禱告辦校永續經營



給分校領袖的勉勵

親愛的牧長同工平安：

本會領受以終身學習平台聯合眾教會在社區辦理成人學習以廣傳福音已25年，有超
過200所教會曾參與此事工，多從三五班開始，有些學校越辦越興旺，但更多的是樓
起了樓塌了，短的是兩三年就消失，長的六七年，不能辦的理由有許多，但能持續
運作的理由只有幾個：有福音企圖、有門徒訓練、有規劃的組織、有專業的培訓等。

總校同工在神的提示下，希望能協助眾教會永續經營益人學苑，減輕教會牧長的擔
子，總校同工在聖靈帶領下，開發了此問卷機制，內容涵蓋福音辦校、合法辦校、
禱告辦校、專業辦校。盼望致福益人學苑在神的帶領保守中永續運作，福音廣傳。

永續經營建議機制禱告式問卷分為三類，一為校務人員，二是教師，三是志工，隨
函檢送上述三分問卷，請參採。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 敬上



永續經營建議機制禱告式問卷
(校務同工版/志工版/老師版)

一、線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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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載問卷檔案：

https://reurl.cc/zyyN8Q

https://pse.is/EBYVZ
https://pse.is/J6T3U
https://pse.is/HCXLV
https://reurl.cc/zyyN8Q


恩典夠用禱告網：

透過每日line、每週禱告會、
每月禱告信，

總校連結各分校一起守望，

築起禱告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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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福音辦校社區宣教二、福音辦校社區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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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辦校異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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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辦校異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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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地界，

藉著禱告與聖靈的帶領，

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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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辦校異象說明



三、專業辦校有口皆碑三、專業辦校有口皆碑



校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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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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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辦校前教會內部交通



校務營運

◼ 設立分校校長兼校務長

◼ 工作内容為聘用教會内認同異象之會友為講
師（越多越好）、為校務工作人員、為學務
志工。

◼ 在開學前2個月從事課程規劃、宣傳招生海
報設計、招生流程規劃、學務流程設計等。

B.辦校時決定負責同工



校務營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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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規劃年度學期行事曆



校務營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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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點在學期中各環節之行動均使學員感受
到尊重，能使學校與學員建立良好互動關
係。

◼ 容易使學員在參加教會年度各種行事活動
中親近神。

D.福音策略規劃



校務營運

◼ 報名收費
◼ 教學内容態度
◼ 班長溫馨服務
◼ 開學儀式
◼ 期末成果展

E.校園優質服務



校務營運

◼ 母親節家庭主日、聖誕主日、中元平安主
日、社區福音主日⋯邀請學員特别參加。
每學期舉辦1～2次。

◼ 請講師在課程設計時酌情依教會重點行事
曆規劃在内。

◼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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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教會重點行事運用



校務營運

◼ 增進教會牧長與學苑同工合一關係

G.牧養承接機制



校務營運

◼ 牧養校務同工、講師、志工、班長。

H.牧長或負責同工建立機制

◼ 教導同工禱告、讀經、關懷、傳福音⋯。



師資招募、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

◼ 師資以本教會為佳，並傳遞辦學異象。

A.師資與課程

◼ 各類課程均以初級班開始，兩學年後方進入中級班。



師資招募、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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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課程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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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招募、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

◼ 講師靈命優於專業素養，講師有必要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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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學期至少做一次3分鐘見證分享或3分鐘金
句分享，與班長合作規劃關懷1～2位學員，
並為毎個學員禱告。

◼ 與班長合作鼓勵學員參加教會活動。
例:舉行小型茶會，增加凝聚力。

C.講師



招生宣傳與報名作業

A.招生簡章設計 (參考官網)

招生課程 招生費用
印製份數

發放地區/時間
社群行動

多元安排

因屬於宗教法人
推廣終身學習
之公益活動，

收費需低於行情。

約10,000份
上傳

教會網站、LINE、FB 等

※註明:
1.每班人數
2.額滿為止

不足開班人數
可安排轉班

$1200-
$1800

之內左右

教會附近
公車15分鐘距離，
在開學前3週左右
可分兩階段發放。

鼓勵會友
傳到朋友圈



招生宣傳與報名作業

◼ 相關表格設計、收費、退費流程規劃，
可洽詢總校安排適當分校請益。

B.報名流程規劃



志工招募與培訓

致福益人學苑的異象另一種說法就是一場屬
靈的爭戰。

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大元帥，帶領教會這個軍
隊走出去，在每個社區爭戰，要尋找拯救那
些流離失喪的人。

A.前言



志工招募與培訓

學苑行事安排，需注意與教會重要活動配合。
課程師資安排及管理、
宣傳招生、
報名安排、
學員學籍管理⋯

B.志工角色-校務志工



志工招募與培訓

徵召會友參加課程，學費可打8折，
並培訓成為初級能關懷非信徒學員，關懷學
習、工作、生活及家庭，
能為非信徒學員祝福（為健康、工作、情緒、
各種人際關係、靈魂等禱告），
特别有感動者可委任為班長，接受訓練後可
參加每月一次擴大校務會議，
並協同會友學員關心其他學員。

C.志工角色─學務志工



志工招募與培訓

第一學期以每一會友學員關注1～2位其他學
員即可，
以友好行善態度，以施比受更為有福之意念
建立關係，
除非有強烈聖靈感動，請勿輕易以言語勸人
信主，十分注意不要評論其他信仰。
同時也協助校務志工在招生時分發招生簡章，
在成果展時安排會場等⋯

C.志工角色─學務志工



志工招募與培訓

只需一月一次參加每月一次擴大校務會議，
平時為學苑校務、同工、講員、課程、學務
及同工禱告，
也為教會在社區做光做鹽禱告，
為教會牧長領䄂與學苑同工常有主同在，
彼此溝通順利成為一體禱告，
為學苑營運經費禱告。

D.志工角色─禱告志工



志工招募與培訓

◼ 由教會牧長或學苑負責同工培訓志工能禱
告，懂得關懷，並鼓勵志工有每日靈修。

◼ 鼓勵志工參與總校各種培訓課程。

E. 志工培訓



志工招募與培訓

◼ 結合各班各類志工，建立名册。
◼ 組成志工團隊
◼ 訂定年度計畫
◼ 以每學期召開一次半日的專業學習或品格

學習，同時舉辦餐會。
◼ 建議講員費用由學苑支出，餐費由教會補

助一半。
◼ 另外，每年辦理二天一夜以培訓、休閒、

聯絡感情的退休會一次。(經費建議如上)

F. 志工團隊經營



四、合法辦校不藏破口四、合法辦校不藏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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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協助分校長期穩定運
作。分校招生DM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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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福益人學苑分校與補習班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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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DM(須出現致福
益人學苑或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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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點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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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點費扣繳與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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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點費繳納二代健保(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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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點費繳納二代健保(投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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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點費簡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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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校終身學習平台五、總校終身學習平台



禱告辦校 福音辦校 專業辦校 合法辦校 綜合資源

永續經營建議

禱告式問卷
主內師資招募 北區研習會 招生DM撰寫教導 講師鐘點費補助

恩典夠用禱告網 主內師資培訓 南區研習會 招生DM檢閱 慈惠專案補助

週三禱告會 主內師資轉介 新校快速入門 法規稅務提醒 招生宣傳協力

禱告line 福音性課程推薦 分校個別輔導 會計師免費諮詢 主內媒體露出

致福益人學苑總校終身學習平台資源



分校可規劃近程、中程、遠程目標

近程 中程 遠程

階段 摸索與修正 成型與優化 發展與造就

目標
敞開教會大門，
活化教會空間，

吸引社區居民進入教會。

建立益人學苑良好口碑，
招生輕鬆校務穩定運作，
學員慕道或接受福音。

益人學苑興起二軍，
成為分享辦校經驗的典範分校，
學員成信徒，信徒成門徒。

作法

1.開班數至少3班
2.建立至少3人的校務團隊
3.建立有效的福音策略
4.與學員建立好關係

1.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2.培育本會師資
3.與里長合作

4.與社區居民建立好關係

1.發展成熟的一站式福音策略
(居民→募道友→信徒→門徒)

2.成立教會附屬之社團法人
3.成為社區不可或缺的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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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