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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帳號: 上海商銀(011)儲蓄部分行03-10200-0678016 

10th 

校 正 回 歸  

 上週六（5/22)疾管局公佈每日確診人數外，還公布「校正回歸」400 例，

一時與論譁然，譴責之聲不斷，這名詞馬上變成網路關鍵字。其實是因為

5/15 確診爆量成 185 例後，導致檢疫的嚴重塞車。日後才檢查確診的數字，

再「校正回歸」到該案的收件日計算。理論上，這是程序是可以理解的，而

且各國檢疫塞車時，都是相同作法。只是如果人謀不臧，捏造數字或是互相

不信任，任意謾罵，就看到這個社會被撕裂！ 

神在創造萬物和人類後，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只是人

類卻犯罪，打亂了一切，但是神仍一直盼望我們「校正回

歸」當時創造的美好，甚至派耶穌來將我們從罪裡救出

來。只是神也知道，當我們信耶穌白白地稱義後，我們無

法馬上瞬間變好，神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羅

3:25)，容忍我們以一生的時間校正回歸，這是神偉大的

救贖計畫！只是很多人受洗後，仍活在罪中，無法藉著信

主來顯明神的義，造成這背逆乖謬的世代。 

對照疫情和信仰，非常相似。面對疫情只要確實隔離，就

可以被控制，現在已經有疫苗，就更不要擔心了。我們的

信仰一樣，只要我們常常校正回歸信靠神，遠離罪，「惟

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 24:13)。與冠冕家人共勉！ 

 

 

理事長 吳道昌  

  CALM 冷 靜 

C：Calibrating 校準 
   自潔﹑認罪﹑悔改 

A：Approaching 標竿 
   新酒﹑新思維﹑新方向 

L：Learning 學習 
   大量讀經禱告﹑新課程﹑新技術 

M：Maintaining 維持 

    家庭親友關係維繫﹑健身 

 



 2 

                 

1. 讓愛成為動詞, 用慷慨奉獻和代禱展現行動力! 

疫情嚴峻除了自發地少出門之外, 「用愛防疫｣, 禱告進入安息守望台灣列國, 用慷慨奉

獻扶持神國度需要和幫助貧窮人。讓我們更多禱告與神對齊成為觸媒, 在關鍵時刻做光

做鹽展現基督的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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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6/19 高雄場。延期：台北場。 

如期舉行：7/3 嘉義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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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 11 屆國際生涯指引顧問培訓延期了請為招生代禱 

儲備未來技能, 強化職場競爭力；擴張自己又能助人, 生涯指引顧問國際認證培訓是最

佳方案! 生涯指引協助門徒找到領導亮點﹑進入命定。不僅滿足選系及職涯重規劃的需

求,解決青年就學就業的問題,更能建造五重執事團隊, 是職場宣教的利器。顧問培訓將

延期至 8 月26-28 日(四五六)在台北舉行。報名網址https://reurl.cc/e934LL 

  

4. 請持續為冠冕 2021 數位轉型及年輕化兩大策略代禱：  

求主賜下智慧﹑啟示﹑創意及行動力給冠冕的領袖及同工團隊, 在疫情中秉持神的託付

繼續前進。實體課程轉線上教導順利推動, 帶領人及學員都能有從神來的信心願意突

破。 2021 年度預算近新台幣 420 萬, 數位科技轉型及新媒體整合行銷需要主的供應和

您的奉獻。請求奉獻勇士慷慨解囊, 共襄盛舉, 助冠冕轉型一臂之力。 

奉獻帳號: 上海商銀(011)儲蓄部分行03-10200-0678016 

 

感恩與代禱 

 

8/26-28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934LL 

11th 

 

https://reurl.cc/bzgzxX
https://reurl.cc/bzgzxX
https://reurl.cc/e934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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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上冠冕理財有道之前，覺得我和先生兩個人都在工作，是平等的。 

所以, 每當我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看見身為職業軍人的老公躺在床上滑手機、玩電

腦時，心中便會燃起無名火, 對老公碎碎唸地攻擊他, 可是我的老公依然故我，無動

於衷。這樣的場景在我家一直在上演，讓我覺得很累。 

一直到上了理財有道，發現這課程不單單是在教理財，而是在調整人的生命

以及優先次序。馬太福音 6 章 33 節說到「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 因此, 原本因工作而教會生活不穩定的我, 不僅恢復了小組聚集，

並且和孩子回到主日聚會。 

有一課談到「諮詢｣強調已婚的妻子要尊重丈夫，用謙卑柔軟的方式。當我開

始去做的時候，看先生的眼光有了奇妙的變化。有一次我必須要買卵磷脂但身上錢

不夠，所以, 我就詢問先生的意見，他說有需要就買，然後也幫我補齊了所缺的金額。

當我開始學會尊重丈夫，凡事與丈夫討論，我們的關係變好了。而且，每當我先生

收假回部隊的時候，我們會擁抱親吻，孩子也會用相同的方式去對待他的爸爸。 

     天上地下全部都是神的，當你甘心樂意奉獻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祂必保守。

當我開始十分之一奉獻後，我的物質慾望變的沒有那麼高。以前看到喜歡的，就算

我沒有帶現金，只要有卡刷就好了。導致有一段時間賺來的錢，全部都給銀行還不

夠。牧師教導我們下載記賬軟體記帳。如果要刷卡，就一定要預留下個月要繳的費

用。現在我要買東西之前，都會先想一下，到底是需要還是想要的，上這課程，我

省下了不少錢。 

     為了能正常聚會我辭去了工作。 由於我對烘焙有興趣, 又有烘焙天賦，便參加

實體烘焙課程, 除了增進自己的手藝，也希望能夠成為阿爸天父可以使用的器皿。最

後我要感謝我的老公及公婆，有了你們的支持與幫助我才能學習並發揮恩賜。 

     謝謝阿爸天父，把之前在婚姻當中所欠缺的全部都補還給我， 

                  祂給的超乎我所求所想。 

 

屬靈防疫重優先次序 

二苓福音教會 簡汝宇姊妹     帶領人 鄭室宜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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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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 

嘉義榮光堂 江琇貞姊妹等 週 (二) 12:30-14:30 04/06-07/06 

台南神學院 許大雄弟兄 週 (五) 09:00-11:00 04/0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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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7-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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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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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 榮美教會 曹植茗牧師﹑陳新弟兄 週（六）09:30~11:30 04/1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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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 

全福會台中 楊明城主任(延後) 週 (三) 19:30-21:30 06/16-2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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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高屏區 
 

除*外 
轉線上 

高雄活石靈糧堂 陳秀卿主任 週（四）19:30~21:30 04/0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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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07/15 

高雄靈糧堂(2班)* 陳秀卿主任﹑王文足姊妹 週（二）19:00~21:00 06/1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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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經營有道小組 

 

《歡迎轉載》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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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冕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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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道平弟兄林玫馨姊妹 週（三）19:30~21:30 06/23-08/25 

林裕芳弟兄余明君姊妹 週（五）19:30~21:30 07/09-09/10 

朱永言長老等 週（二）19:30~21:30 07/13-09/14 

土城真理堂 徐家聲弟兄等 週（三）19:30~21:30 07/07-08/25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宜羅區 宜蘭靈糧堂 張丹薇姊妹 週（一）19:30~21:30 07/05-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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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線上) 05/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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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線上) 04/12-08/16隔週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台北區 冠冕訓練中心 林玫馨姊妹 週(一)19:30-21:30 07/12-08/30 

台北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