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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2021年10月 

10 
奉獻帳號: 上海商銀(011)儲蓄部分行03-10200-0678016 

新形象新氣象 –冠冕年輕化新Logo 

 

 

協會於 2006 年 8 月創立, 引進美國冠冕財務事工理念﹑運作模式及資源, 以

轉化台灣及華人基督徒成為合神心意的好管家為異象。 

15 年間和美國冠冕財務事工同步成長, 從聖經理財的形象轉型至「管家｣的定

位, 2021 年啟動「冠冕黃金十年｣, 祈盼透過冠冕 Logo 重設計﹑識別系統的

建立及網站更新帶來新形象﹑新氣象。 

商標理念(Logo Concept) 

冠冕新 Logo 運用管家的意象設計, 創造出三位人形圖象連結一起的 

立體視覺效果, 來呈現團隊事奉的意涵, 並代表協會的異象是要培育出忠心、

良善、有見識的管家，來歸榮耀與神！ 

企業色彩規劃(Color)   

 

理事長 吳道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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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謝您的代禱, 2021 年第二次線上帶領人訓練平安地順利完成 

已於 9/28 及 10/05(二)兩晚完成 2021 年第二次小組帶領人裝備, 請為受訓者有 

受召的心志, 願意委身成為生命影響生命的帶領人禱告。也請為完成訓練的準帶 

領人能在 2022 年上半年完成實習帶領 1-2 班的決心和行動力代禱。 

2. 請您為 2021 年管家學院免費的財務及領導講座代禱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講 員 型 態 地 點 

10/21 做一個 5000 兩的管家 陳茹婷 經理人 實體限 60 名 台北雙連教會 

10/28 韌性領導谷底翻身 陳俊英 博士 線上直播 Zoom 

11/11 把握時機開創新局 陳俊英 博士 線上直播 Zoom 

 領導講座報名網址：https://reurl.cc/GmMmY3 將於開課前 3 天 Email 會議室連結 

 

3. 請為冠冕新書《領導就是那麼神-變局中贏的方程式》上市代禱 

 

4.   

 

 

 

 

4. 請為 2021「冠冕黃金 10 年」年會及理監事改選禱告 

 2021「冠冕黃金 10 年」年會及理監事改選定於 12 月 11 日(六)上午 09:00-12 時於 

雙連教會舉行, 主題為「樂於委身發揮影響力｣。將致贈出席會員冠冕新書《領導就是

那麼神》一本, 請您踴躍出席並為理監事改選禱告。尚未繳納 110 年常年會費的會員請

您抽空繳交以利會務推展, 謝謝您持續的支持。 金融卡轉帳, 銀行代號：011(上海商業

儲蓄銀行) 帳號：03-10200-067-8016 

 

 

 

感恩與代禱 

陳俊英博士在聖靈的感動下撰寫屬靈與專業的新

書《領導就是那麼神-變局中贏的方程式》提出七

面向二十八項職場核心競爭力對於企業及個人面

對變局成功轉型助益極大, 適合職場轉化讀書會。

定價 NT$380 上市 1-4 本 79 折優惠, 5 本及以上

75 折,訂購少於 NT$1,000 加運費 NT$80,  

訂購網址：https://reurl.cc/YjeV4a 

 
 

https://reurl.cc/GmMmY3
https://reurl.cc/YjeV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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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又屬靈的領袖特質 

 

        我們常説沒有很專業又屬靈的，實際上是因爲沒有合適的專業和屬靈融   

    合的裝備。因此, 專業和屬靈的領袖需具備三個融合領域的三個特質： 

第一個特質是「要有成熟的屬靈生命、價值觀和品格｣：以此為基礎，幫助您在工

作專業的表現。這個原則其實也跟前面治理呼召要高於福音呼召、公義大過慈愛

一樣，信徒的專業應該要大於屬靈。 

第二個特質是「專業與屬靈融合｣：「滿足照顧您的跟隨者｣，是專業和屬靈融合的

領袖蠻重要的任務，這是和非基督徒的職場領袖很重要的價值觀不一樣的地方。

您事業經營得好、工作表現得好的原因是您要讓您的跟隨者「有安全感和信任感

｣，讓他們願意跟隨您。這一點是雅各書二章 15-17 節提出的，假如您周圍的弟

兄姊妹有人沒飯吃了，您爲他們禱告，說神會幫助帶領您的，雅各在罵這些人，

雅各說您應該要讓他們的困難先得到解決。其實整卷雅各書，我認爲是新約裏面

最寶貴的一個關於職場事奉，講職場神學觀的一卷書，我自己非常喜歡雅各書。 

第三個特質是「低調｣：這是七山的創始者彼得魏格納牧師所提出的，他提醒職場

領袖，在職場要低調，不用常常跟別人說：您沒有信主，我帶您信主或跟您傳福

音。爲什麽不用做這些？ 把信仰放在後面，將您的屬靈生命、價值觀及品格，自

然的流露出來，無形中就能影響到這些非信徒。這就是我所説的建立健康平衡的

職場事奉觀。 

結  論 

我來做個結論，第一個是治理呼召要高於福音呼召，第二個是公義要大 

於慈愛，第三個是專業重於屬靈。我的感受是職場事奉能引導信徒成爲平 

衡健康，在專業領域盡責、與神有美好親密關係，並且自由事奉的信徒。 

在各行各業中，不論公司大小、職位高低，都能發揮專業重於屬靈 

的品格與能力，積少成多就能形成全面的影響力。 

 

干文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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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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神學院 許大雄弟兄 週 (五) 09:00-11:00 04/0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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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3-12/02 

 

二) 線上理財有道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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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美教會 曹植茗牧師等 週（二）14:00~16:00 10/19-12/21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潭子福音中心 劉獻瑞牧師 週 (三) 19:00-20:30 05/12-10/13 

中  區 
 

全福會台中 楊明城主任 週 (三) 19:30-21:30 08/11-22´07/04 

冠冕訓練中心 楊明城主任 週 (三) 19:30-21:30 10/20-22´3/21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高屏區 天泉611靈糧堂 康忠義牧師 週 (六) 09:30-12:00 10/16-12/11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 期 

台北區  
林玫馨姊妹古欣怡姊妹 週（四）10:00~12:00 08/05-10/14 

林玫馨姊妹李威霖弟兄 週（二）19:00~21:00 08/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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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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嘉南區 天橋教會 方美玉姊妹等 週 (三) 19:00-21:00 10/20-12/22 

 

三) 經營有道小組 
 

 

四) 線上經營有道小組 

五) 鹽計畫線上讀書會    

《歡迎轉載》 

朱永言長老吳禹德弟兄 週（三）19:00~21:00 09/01-11/03 

魏榮祈牧師倪健育弟兄 週（四）19:30~21:30 09/09-11/11 

徐家聲弟兄林玫馨姊妹 週（五）19:30~21:30 09/24-11/26 
朱永言長老陳珮菁傳道 週（二）19:00~21:00 10/12-12/14 

林道平弟兄等 週（三）19:30~21:30 10/27-12/29 

林玫馨姊妹等 週（三）09:30~11:30 11/10-1/12/´22 

台北旌旗教會 蔡寬惠牧師 週（二）19:30~21:30 08/13-10/15 

 YW 團契 林道平弟兄吳靜足姊妹 週（四）19:00~21:00 08/19-10/21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桃中區 
楊梅靈糧堂 

溫浩羿弟兄蔡心慈姊妹  週(三)19:20-21:20 10/13-12/15 

 柯明華弟兄陳鳳玉姊妹  週(三)19:20-21:20 10/13-12/15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期 

高屏區 
好茶循理會 吳建勳弟兄鍾貞傳道 週 (日) 13:00-15:00 10/17-12/19 

冠冕訓練中心 黃崧瑜博士吳建勳弟兄 週 (二) 19:30-21:30 10/2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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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0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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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英博士蘇美玲姊妹 週(一)19:15-21:15 09/27-11/22 

林玫馨姊妹 週(一)19:15-21:15 11/08-12/27 

區域 推動單位 帶領人 小組時間 日 期 

 
冠冕訓練中心 

林玫馨姊妹 週(二)19:30-21:00 11/16-12/07 

 方美玉姊妹 週(五)09:30-11:30 11/19-12/10 

台北區 

 

台北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