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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2021年5月 

05 
奉獻帳號: 上海商銀(011)儲蓄部分行03-10200-0678016 

10th 

美國冠冕財務事工執行長 班查克 Chuck Bentley 於新冠疫情之始便

提出「七步驟預備你的財務面對新冠疫情的經濟衝擊｣： 

 步驟一 在 90 天內減少 25%的支出 

 步驟二 開源節流盡可能增加儲蓄 

 步驟三 分享資源慷慨給予 

 步驟四 教導孩子改變理財習慣 

 步驟五 失業則隨遇而安靈活應變 

 步驟六 請神幫助你面對壓力及挑戰 

 步驟七 投資你的時間學習神的理財原則 

 

 面對疫情焦慮與經濟危機 

對疫情及可能的經濟危機難免焦慮，心理學家提出「疫情期間 6 大健康策略｣，

幫助我們身心靈都健壯： 1. 善用通訊軟體，主動向親友釋出關心 2. 固定 

時段使用「社群與媒體」，謹慎過濾資訊避免焦慮，培養自己成為好的閱聽人  

3. 練習獨處, 也能透過線上課程學習或讀好書來精進自己  4. 在保持社交距

離的狀況下，運動、曬太陽  5. 均衡飲食，提升免疫力 6. 伸出援手，助人 

能提升自我正向價值。 (摘錄整理自 2021/5/14 Edward，Bella 貝儂) 

  

超前部署的小富翁 
師資研習會延期如下 

     報名網址 ht tps: / / reur l .cc/bzgzxX  

相約 6/12 高雄 6/26 台北 7/3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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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為冠冕課程研發創新代禱 

 

 

 

 

 

2. 請為第 11 屆國際生涯指引顧問培訓招生代禱 

生涯指引顧問協助門徒找到領導亮點﹑進入命定。不僅滿足職涯重規劃的需求,解決青

年就業困難的問題,更能建造五重執事團隊, 是職場宣教的利器。顧問培訓將於 6 月

17-19 日(四五六)在台北舉行。報名截止日: 5/31,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e934LL 

 

3. 請為｢超前部署的小富翁師資研習會｣代禱 

懇請您代禱師資研習會不受疫情影響仍能平安 

順利地舉行。 目前三場皆延期：6/12 高雄場 

6/29 台北及 7/3 嘉義。 求主呼召對教導兒童 

正確金錢觀有負擔的牧者、傳道、兒主校長及 

老師來接受裝備, 講師萩洵主任聖靈充滿代禱。 

報名網址  ht tps: / / reurl .cc /bzgzxX 

 

4. 請為｢冠冕會員召募｣代禱 

會員代表認同並支持冠冕協會理念與異象的個人或團體, 是本協會人力資源發展的人

才庫(Talent Pool)。請您為我們禱告合於下方資格的信徒願意申請加入冠冕會員： 

1. 完成帶領人訓練並取得認證  2. 完成生涯指引顧問訓練並取得認證 

洽詢專線: 02-25684800  

 

感恩與代禱 

 

6/17-19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934LL 

11th 

 

請為經營有道小組員手冊的修訂有來自神的創

意和啟示禱告。基於聖經真理, 引導信徒用神的

法則治理經營的經營有道能更本土化。研發團隊

有共識能聚焦需深化的專題, 同心合一。 

 

https://reurl.cc/e934LL
https://reurl.cc/bzgzxX
https://reurl.cc/bzgz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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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虛己、渴慕、奠基於聖經真理的追尋探究之旅 

恩友中心、葡萄園基督教會 長老、臺北基督學院 公共事務室主任‧朱永言 

冠冕總部牧者班帶領人魏榮祈牧師 

我曾任職於科技業近 13 年；在上帝的帶領，於 2009 年離開科技業國際執行長

的職務，來到寶貴的基督教高等教育體服務，同時也投身於福音機構、教會的建造和

帶領，迄今逾 12 年。於科技業服務時，即在北美宣教士的指引，接觸了 Crown 的

資源，過去近十年因服事高度進出內地，我也向許多內地的教會與肢體推廣介紹

Crown 的資源，見證了 Crown 的課程在華人領域中的興起，成為基督徒門訓建造的

資源與福音事工的策略，同時，推薦了很多的同工與學生，在台灣冠冕上課學習。 

 

 由於 CoViD-19 全球疫情的衝擊，我從 2020 年 1 月起即停止了高頻率的國際差

旅，感謝神，也因此讓我有機會在主的感動中，謙卑、虛己，帶著一份渴慕的心，有

計畫的在台灣冠冕真道理財協會，開始逐一的獲取許多寶貴課程的學習與服事的裝

備。在 2021 年 11 月有幸參與協會所舉辦的第一屆理財有道牧者班，令我在極大的

感動中深受建造，整個冠冕獨特與卓越的課程內容、結構與學習模式，是奠基在聖經

真理的自我深究(Biblical Self-study)、習題指引的思想回應寫作(Question 

Answering)、實踐性應用實作(Practical Application)，再通過資深的帶領人，引

導學員，在互信、互愛、敞開、保護的學習小組中，進行小組式的學習與分享(Group 

Learning & Sharing)，這樣獨特的學習模式，符合 Dr. Edgar Dale 的學習金字塔教

育理論研究中所提到的”主動與參與式學習”其中的小組式的探討、做中學/學中做

的實踐、反饋/貢獻/分享/教導予他人的學習模式，可以將學習效益，推進增強到

50~90%，遠超過傳統的”被動式學習”中的授課聽講、閱讀、聽/看示範的學習模

式僅能達到的 5~30%的學習效益。 

 

最後，最令我們在班學習的全體牧者所珍惜的收穫，就是在學習過程中， 

大家敞開、傾心的求問、並提出許多遭逢的衝突、問題，都能在課堂彼此真誠 

的分享與回應中，並在帶領人魏牧師深邃清晰的指引裡，得到莫大的啟發， 

兩個半月的學習歷程中，奇妙的使從不相識的彼此，深刻的締結編織出寶 

貴的情誼。若要舉一學習歷程中的收穫，我想本班全體牧者都會同意，在 

課程中，幫助我們清楚的認識與明白，金錢，常常是弟兄姊妹生命中遭逢的 

難處與困境、或試探，然而，在金錢問題的背後，所存在的生命問題、 

與上帝的心意與法則，才是需要先被看重與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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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聯絡網 

 

 

        

一)理財有道小組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嘉南區 

嘉義祥和教會 李琳姊妹﹑許大雄弟兄等 週 (四) 19:30-21:30 03/11-06/10 

嘉義榮光堂 江琇貞姊妹﹑孟璋弟兄等 週 (二) 12:30-14:30 04/06-06/29 

台南神學院 許大雄弟兄 週 (五) 09:00-11:00 04/09-06/25 

太平境教會 王愛真姊妹 週 (四) 19:00-21:00 04/15-07/01 

南神富強教會 吳道昌理事長﹑許大雄弟兄
尤安平弟兄 

週 (四) 19:30-21:30 06/10-08/19 

        

地區 連絡人 電話 地區 連絡人 電話 

台灣冠冕 林玫馨姊妹 0910-682-904 高屏區 陳秀卿長老 0934-089-810 

北  區 林玫馨姊妹 0910-682-904 宜羅區 張丹薇姊妹 0922-054-977 

桃中區 于國釗弟兄 0952-521-040 營會事工 林萩洵姊妹 0955-104-165 

竹苗區 張美莉姊妹 0922-804-301 天主教會 嚴睦涵姐妹 0928-279-978 

中  區 楊明城弟兄 0931-594-888 禱告推廣 黃綺雲姊妹 0922-159-955 

嘉南區 江琇貞姊妹 0985-910-777    

美國華人事工  香港冠冕事工 
聯絡人 電話 聯絡人 電話 

邱燕惠師母 832-866-4329 陳茂偉博士 852-9012-3650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北區牧者班 蔡寬惠牧師 週（一）14:00~16:00 03/08-05/17 

 
台北區 

冠冕訓練中心 徐家聲弟兄等 週（一）19:00~21:00 03/22-06/14 

 晶睿科技 余光化弟兄李瑞琦姊妹 週（二）12:00~14:00 04/12-06/29 

 榮美教會 曹植茗牧師﹑陳新弟兄 週（六）09:30~11:30 04/17-07/17 

 南勢角貴格會 
蔡寬惠牧師﹑邱雪萍牧師
高麗娟傳道 

週（四）19:15~21:15 06/03-08/05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桃中區 楊梅靈糧堂門訓 何明華弟兄﹑劉祝玲姊妹 週（三）19:30~21:30 04/21-07/07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中  區 
全福會台中 楊明城主任 週 (三) 19:30-21:30 05/05-22´05/04 

潭子福音中心 劉獻瑞牧師 週 (三) 19:00-20:30 05/12-07/28 

歡迎各教會牧者、機構、職場主管、同工與本會各地負責同工聯絡，共商事工連結配搭！ 

 

北區報名 請上冠冕官網 www.crow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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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線上理財有道小組 

 

三) 經營有道小組 

 

 
 

 

 

 

四) 讀書會 

《歡迎轉載》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高屏區 

二苓福音教會 鄭室宜牧師﹑李一君弟兄 週（六）10:30~12:30 03/13-05/29 

高雄活石靈糧堂 陳秀卿主任 週（四）19:30~21:30 04/08-06/24 

七賢路禮拜堂 池美枝姊妹 週（五）19:30~21:30 04/09-06/25 

屏東瑪哈念教會 羅淑貞傳道﹑方瓊玉姊妹 週（一）19:00~21:00 04/26-07/05 

武昌教會(2班) 
黃崧瑜弟兄﹑陳妙欣姊妹
吳建勳弟兄﹑薛安廷弟兄 週（四）19:00~21:00 05/06-07/22 

高雄靈糧堂(2班) 陳秀卿主任﹑王文足姊妹 週（二）19:00~21:00 06/01-08/03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台北區 冠冕訓練中心 
林道平弟兄林玫馨姊妹 週（二）19:30~21:30 03/30-06/01 

林道平弟兄林玫馨姊妹 週（二）19:30~21:30 06/08-08/10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 期 

台北區 冠冕訓練中心 蘇美玲姊妹朱永言長老 週(二)19:15-21:15 05/11-06/29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 期 

桃中區 客家/中壢聖潔堂 黃品璋弟兄 週(一)19:30-21:30 03/08-06/07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中  區 CBMC台中 蕭泉安弟兄 週 (一) 19:00-21:00 04/12-08/16隔週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嘉南區 台南神學院 吳道昌長老老 週(一)09:00-11:00 03/08-05/17 

區域 推動單位 書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嘉南區 天橋教會 
 段香吟姊妹 週(二)19:00-21:00 04/13-05/18 

方美玉姊妹 週(四)09:00-11:00 04/15-05/20 
金錢與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