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主題：2021「新冠肺炎疫情與台灣基督教機構」網路調查 

調查時間：110年7⽉20⽇⾄8⽉6⽇ 

調查⽅法：中華基督教福⾳協進會和機構聯禱會發起，透過中華基督教網路發展協會

機構名錄Email通知，藉SurveyCake平台填寫。 

調查對象：⽬前台灣基督教福⾳機構負責⼈。 

回收份數：共92份，有效樣本60份。（重複填答，系統⾃動剔除，不列入統計分析。） 

計畫主持⼈：夏昊霝 

計畫研究員：陶牧群 

台灣新冠疫情三級警戒中，福⾳機構遇到艱難的挑戰 

2020年全世界都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下，2021年５⽉19⽇台灣進入新冠疫情三

級警戒，使台灣的整體疫情雪上加霜。台灣教會因遵守政府規定，⼤部分都轉成線上聚會，

雖然仍⾯臨聚會⼈數減少、奉獻減少、聚會事⼯暫停等，但成為了教會轉型的契機，主⽇崇

拜⽅式、講道習慣與會友牧養，都展開了各種不同的嶄新嘗試 。 1

基督教福⾳機構和教會密不可分。中華基督教福⾳協進會和機構聯禱會於2021年７⽉

針對台灣基督教機構在疫情中所遇到的困境進⾏調查，希望更了解台灣基督教福⾳機構(以

下簡稱福⾳機構)在疫情影響後所⾯臨的需要與發展⽅向。 

根據基督教資料中⼼發⾏的「2019-2020年台閩地區基督教堂會、宣教機構⼀覽

表」，台灣福⾳機構有382間，但從中華基督教網路發展協會的「線上機構名錄」扣除各地

⽅辦公室的福⾳機構和教會附屬協會，約有700間。本次調查為求精確，僅邀請各機構負責

執⾏⾯的最⾼負責⼈來填寫，成為了問卷回收成功率的主要⾨檻，加上各種類型的福⾳機構

 http://trends.ccea.org.tw/article/2021「新冠肺炎疫情與台灣教會」網路調查_圖表版.p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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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差異頗⼤，最後有60間的基督教相關機構完成調查。雖無法代表全台灣的基督教機

構，但對於了解福⾳機構如何因應此次疫情，仍有⼀定價值。 

2020年有47%福⾳機構受到疫情影響，三級警戒後75%在事⼯執⾏上受阻 

 

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全世界，雖然台灣疫情相對控制得當，但仍有將近47%的福⾳機

構負責⼈表⽰，他們的機構事⼯在2020年的執⾏上，以然受到疫情影響。然⽽台灣疫情狀

態於2021年進入更嚴峻的三級警戒後，福⾳機構受到的影響更⼤，約有75%的機構在事⼯

執⾏上，感受到被影響。 

在本次調查中，我們看到有48.3%的福⾳機構，在2021年疫情更為嚴峻後，事⼯執⾏

受影響的程度比2020年更加嚴重。過去台灣教會福⾳機構，事⼯執⾏模式⼤多與教會相

似，都⼤量仰賴舉辦各類活動並⼈與⼈的密切接觸，因此疫情更加嚴峻後，事⼯執⾏受到影

響，似乎符合直覺。然⽽在本次調查中，也有13.3%的福⾳機構在2021年疫情更為嚴峻時，

表⽰其事⼯執⾏受影響的程度，反⽽比2020年疫情較不嚴峻時有所進步。藉由數據的交叉

比對結果來看，這13.3%的福⾳機構，全部在2020年就開始產⽣了危機意識，並積極開始

「轉型」。他們開始嘗試新的課程、培訓接觸更多⼈，並採取了新觀念與策略。然⽽在

48.3%於2021年受衝擊更⼤的機構中，有4成的機構表達，在2020年時，他們並不願意，

或沒有積極尋求轉型。直到2021年，在這48.3%明顯受衝擊的機構中，仍有1成的機構依然

偏向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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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不能武斷地認為，堅持不轉型就必然會受到疫情衝擊⽽無法挽救，且從數據

上來看，這48.3%在2021年受更⼤衝擊的機構中，也有6成的機構或多或少在2020年間，

就開始嘗試轉型，然⽽他們依然沒能與那13.3%的機構⼀樣，在2021年疫情更為嚴峻時，表

⽰其事⼯執⾏受影響的程度，能比2020年疫情較不嚴峻時有所進步。換⾔之，不是所有嘗

試轉型的機構，都能成功⾯對疫情衝擊，對其事⼯執⾏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所有成功

⾯對衝擊的機構，都進⾏了⼀定程度的事⼯轉型。 

疫情期間奉獻均受影響，三級警戒時21.7%福⾳機構比往年減少⼀半以上 

受到⼤環境以及機構在事⼯執⾏上所遭遇的困境，福⾳機構的財務狀況⾸當其衝。

2020年台灣有將近47%的福⾳機構，其奉獻或是營業收入（例如福⾳書房、出版社）明顯

因為疫情⽽有所減少，其中還有15%的機構，收入比2019年減少50%以上。但在2021年疫

情進入三級警戒後，有60%的福⾳機構在奉獻收入上，比2019年同時期夠少，⽽且有

21.7%的機構，收入比2019年減少50%以上。 

 

在本次調查中，以海內外差傳為事⼯主軸的「宣教型機構」裡，有46.3%⾯對奉獻收

入減少，甚⾄有21.1%奉獻減少50%以上。⾄於在困境中，往往更被社會需要的「社會關懷

型機構」，在2020年時，僅有40%⾯對奉獻減少，但到了2021年則⼜有33%的「社會關懷

型機構」⾯對了奉獻減少的壓⼒，總數來到所有「社會關懷型機構」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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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共將所有福⾳機構，概分為11類，其中有主要以對內服事教會為主要⼯作異

象的機構，比如宗派中⼼型機構（比如教派總會）、敬拜中⼼/禱告殿型機構，⽽在這11類

中，服事異象明顯對外的機構，就是「宣教型機構」與「社會關懷型機構」。疫情影響全球

經濟，進⽽影響台灣⼈的⼯作收入，連帶影響教會與機構的奉獻收入，這樣的連帶關係並不

難理解。但當「宣教型機構」與「社會關懷型機構」這兩種明顯代表「基督徒」與「非基督

徒」福⾳接觸⾯的機構，都⾯臨極⼤奉獻壓⼒時，顯然疫情正明顯讓教會走向「內捲」⽽非

「外展」。這是相當值得眾教會與基督徒憂⼼，也應該持續被關⼼的問題。 

有42%的機構認為未來困難重重 

在本次調查中，雖有47%的福⾳機構認為未來發展仍樂觀，但也有42%的福⾳機構認

為，後疫情時代帶來的是更加的艱難。 

 

⾯對後疫情時代，福⾳機構負責⼈普遍認為最⼤的挑戰，是未來充滿太多「無法預測

的環境因素」。雖然2021年8⽉，台灣疫情稍趨趨緩，但是9⽉初⼜有Delta的群聚感染、幼

兒園感染等，甚⾄不少原本都已恢復實體聚會的教會，現在⼜必須重新思考回歸線上聚會的

可能。我們看⾒疫情的確為未來帶來許多「不確定性」。與教會主要以「連結⼈」為主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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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式不同的是，福⾳機構往往主要以推動事⼯為主，且多數事⼯都需進⾏周密的事前準

備。因此對福⾳機構⽽⾔，難以預測的環境變因，的確會為機構⼯作帶來極⼤壓⼒。⾯對隨

時可能改變的環境條件，考驗著機構迅速⾒招拆招、隨機應變的能⼒。但要讓事⼯規劃能跟

上快速變化的環境，放棄原有計畫並修改或制訂新計畫，就會成為常態。但隨著原規劃的被

修正或放棄，往往也同時意味著福⾳機構在⼈⼒、物⼒、時間等資源上的成本相對提⾼。⽽

這正好與福⾳機構⾯對奉獻減少的事實相⽭盾。換句話說，環境變化越⼤，要能趕上變化的

福⾳機構，就必須在⼈⼒、物⼒與時間資源上，獲得更充⾜的能量。⽽當現實環境並非如此

時，機構負責⼈會對「無法預測的環境因素」感到憂⼼，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般來說，當福⾳機構⾯對各樣資源都無法提升的事實時，唯⼀還能因應快速變化環

境的⽅式，⼤概就只剩「發揮更⼤創意，帶來創新突破」⼀途了。然⽽依照本調查的數據顯

⽰，在2020年疫情早已影響全球，但對台灣尚未造成明顯威脅時，仍有30%的福⾳機構，

並未積極思考轉型，甚⾄當時序進入2021的疫情三級警戒後，依然有15%的福⾳機構並未

積極思考轉型。這的數據結果著實令⼈憂⼼，因為當福⾳機構⾯臨資源不⾜的現實，若連發

揮創意⼀途都未顯出積極性，那「無法預測的環境」這⼀因素的影響，就有可能讓福⾳機構

掉入擲骰⼦，賭運氣的光景，只能隨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未來」逐流⽽載浮載沈了。 

⾯對後疫情時代，福⾳機構負責⼈普遍認為第⼆⼤的挑戰，就是機構奉獻或收入不⾜

的困境。對於以實體課程、活動、⾳樂或戲劇為其主要產出的機構⽽⾔，原本的課程、演出

或是暑期營會，雖盡可能地轉成線上，但⼤多數則是⾯對取消。取消活動，往往不只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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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收入短少，退費作業甚⾄取消作業所需的⼈⼒需求，卻同時激增，對機構的衝擊實在

不少。 

台灣政府雖然有為受疫情影響的產業或團體提供紓困補助，但多數教會福⾳機構卻不

容易獲得這些補助。在2020年與2021年都有申請到補助的機構，僅佔全體機構的9%，⽽

且主要都以⽂字出版機構為主。有86%的機構，無論在2020年或2021年，都無法符合紓困

補助申請資格。這些機構亟需教會或基督徒以奉獻⽀持其事⼯，並助其保持持續轉型的可能

性。 

 

⽽「無法執⾏事⼯」，就是環境因素和財務因素所將直接導致的結果，這也是機構負

責⼈普遍必須⾯對的第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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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再艱難，福⾳機構仍不輕⾔關閉 

 

雖然疫情導致台灣的教會福⾳機構⾯臨極⼤難題，但在本調查中有85%的機構，卻完

全不曾把關閉機構作為他們考慮過的選項之⼀；僅有10%的機構曾經動念，考慮過關閉機構

的選項。這個數據竟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在2020年3⽉ ，針對香港的福⾳機構所做2

的調查結果類似。雖然我們沒有香港的詳細調查數據，因此無法得知香港的教會福⾳機構為

何⾼比例的，未曾考慮關閉機構這個選項；但在台灣擁有這份調查所有數據細節的我們，竟

意外發現，我們竟也無法看出台灣的福⾳機構為何也⾼比例的，未曾考慮過關閉機構這個選

項。 

我們發現在本次調查的所有提問中，凡是與理性決策相關的問題結果，都與「關閉機

構是否曾經成為⼀個選項」這個問題的結果，都沒有顯著的關連性。⽽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的

⽅式只有兩個：⼀、本次調查的所有問題本⾝，都與「會不會考慮關閉機構」這個問題完全

無關；⼆、在作答者⼼中，「不曾考慮關閉機構」的想法本⾝，並非完全來⾃於理性的決

定，⽽可能更多來⾃於非理性的因素。 

事實是，本次調查中的許多問題，與⼀般商業⾏為中，業主會不會考慮關閉該業務或

服務，甚⾄公司，都是⾼度相關的。比如，就⼀般商業⾏為⽽⾔，當⼀家公司或⼀⾨⽣意財

務出現瓶頸、業務推廣遭遇困難、產業市場前景不看好、缺乏⼈才等等因素，往往都⾜以讓

 詳⾒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調查報告。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2

v=799740504147291&ref=watch_perma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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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開始考量是否關閉業務或公司。然⽽在本次調查的提問中，我們也針對福⾳機構的財

務、事⼯執⾏、對未來的評估，與⼈才獲得等⽅⾯都進⾏了提問。然⽽所有的數據結果都與

「不曾考慮關閉機構」沒有顯著關連性。甚⾄連「教會對機構的⽀持度」，都與機構是否考

慮過關閉沒有顯著關連性。因此我們僅剩，較為合理的解釋就是，台灣多數福⾳機構「不曾

考慮關閉」的決定，並非完全來⾃於理性，⽽可能更多來⾃於非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並非本次調查所能覆蓋，但在教會界常⾒的非理性因素可能有哪些呢？比

如，堅守異象，往往是非理性因素；相信盼望，也是非理性因素。正是這些非理性因素，在

初代教會每⼀次受到的迫害中，持續擴展；正是這些非理性因素，在每⼀個困境所帶來的幽

暗危機中，帶領歷世歷代的眾聖徒，持續為主發光。這些非理性因素，出於我們對神極⼤無

比的信⼼，更是基督徒活出「與眾不同」的基礎。 

但同樣的非理性因素，是否也有可能讓我們失衡，⽽誤以為「拒絕創新、堅守傳

統」，就是在「堅守信仰底線」？同樣的非理性因素，是否也有可能讓我們失衡，⽽誤把

「事⼯的常規作法」，當成「真理唯⼀的實踐⽅式」？這⼀點反⽽更值得教會與教會福⾳機

構深思。 

在這個疫情快速影響全世界，也深深影響台灣社會、⼈⽂、經濟各⽅⾯發展的季節

裡，台灣所有教會福⾳機構的經營與延續，都如同這次調查的數據所顯⽰的⼀樣，進入了極

⼤的艱難與不容易之中。我們深深為無論是台灣或香港的教會福⾳機構，在艱難中依然堅守

主道的信⼼⽽感動，但在這如同⽺進入狼群，四⾯楚歌⽽危機四伏的季節裡，我們也需要更

多的「靈巧像蛇，馴良像鴿⼦。」才能在理性與非理性因素之間，找到神要我們⾏在其間的

那條，不偏左也不偏右的平衡之路。 

⼤部分福⾳機構因疫情被迫轉型或發展新的模式 

⼀般企業在⾯對收入減少、業務執⾏困難，卻仍不考慮關閉的狀態時，往往就會選擇

減薪、裁員、放無薪假等⽅式來進⾏節流。然⽽在疫情的影響下，教會福⾳機構⾯對奉獻與

收入減少，事⼯或實體業務執⾏困難，並且不曾考慮關閉的狀態下時，卻有⾼達85%的機

構，未曾考慮過以減薪、裁員、放無薪假等⼈事緊縮⽅案，來⾯對疫情的衝擊。 

既然常⽤的節流策略也鮮少被機構考慮，那麼如何開源就成了⼤部分福⾳機構需要⾯

對的課題了。「轉型」是許多機構預備採⽤的策略。 

2020年的疫情期間，雖然台灣疫情相對和緩，但是⼤概有70%的福⾳機構認同機構本

⾝需要因應環境⽽轉型，其中非常同意要轉型的機構有16.7%。⽽到了2021年台灣整體⼤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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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更為嚴峻，並進入三級警戒時，有覺得需要轉型的機構增加了15%，佔機構總體的

85%，其中非常同意要轉型的機構佔28.3%。所以乍看之下，所有機構都不是死守原地不

放的非理性之輩，但關鍵問題是，轉型要轉成甚麼樣呢？ 

 

有73.3%的機構，都想要將原本實體的事⼯、會議、課程或是關懷，轉入線上。另外

也有10%的機構，預備加強影像事⼯。有少數機構選擇不變，也有少數機構趁機調整整體的

事⼯⽅向與模式，開發新課程、進⾏網站更新。在數據中，我們也看⾒不少機構在疫情中，

預備加強橫向連結，思考著與其他機構⼀起合作新可能。 

疫情對於福⾳機構儘管帶來不少虧損，但也的確帶來了改變。在「疫情對於貴機構，

帶來了哪些好的發展？」這個開放的問題中，我們得到很多回應。統計⼤家的回應關鍵⾃做

成⽂字雲，我們可以看到⼤部分的機構因應疫情發展所期待的改變，都與轉型進入網路事⼯

和發展線上模式有關。 

然⽽隨著全世界的教會與各⾏各業，都在努⼒進入「網路與線上化」的當下，我們似

乎也看不到機構提出其他類型突破框架的新概念，這其實是個值得令⼈憂⼼的現象！如果疫

情只是短暫的影響並改變世界，那麼網路與線上化的確可能是⾜以解決眼前困境的解決⽅

案。然⽽，就⽬前的觀察看來，疫情帶來的影響恐怕並非暫時，⽽是更深遠⽽全⾯性的變

⾰。那麼網路與線上化，恐怕只會是所有機構能夠延續⼯作的「基礎建設」。所有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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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都要照著這個國家未來的發展願景來進⾏規劃。比如，每個國家都需要交通

建設，但隨著發展願景不同，交通建設的規劃與作法也不同。同樣的，隨著疫情為世界帶來

的改變，「回不去了」早已是教育界所有⼈的共同認知，因此雖然線上化與網路化也是必然

趨勢，但要⽤甚麼樣的網路服務與平台，卻⼤量決定於不同的「新教育⽅案」所需要的不同

執⾏⽅式。我們期待看⾒更多教會福⾳機構，不只走向「網路與線上化」，⽽是能夠在整個

社會都快速往「網路與線上化」⽅向移動的同時，找出福⾳事⼯的新契機；並開始嘗試各種

「眼睛未曾⾒過、耳朵未曾聽過、⼈⼼也未曾想過」的新可能。 

結論： 

此次調查，由於涉及財務、⼈事等敏感問題，只設定由機構負責⼈回答，因此回收的

份數，在統計上並沒有辦法代表全台灣的福⾳機構現況。但藉由不同機構的同⼯⼈數、設立

年份以及機構性質的對比，仍能顯⽰台灣多元機構發展的部分概況。 

相較去年3⽉由「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所做的調查⽽⾔，台灣機構在疫情下，整體發

展還是比較好的。雖然在三級警戒的這⼀段時期，機構的財務與事⼯執⾏，都受到了巨⼤影

響。⾯對疫情外還有其他考量與壓⼒，有將近81％的香港教會福⾳機構，在環境變化對機構

未來發展的影響上，都較為負⾯悲觀 ；但台灣的福⾳機構⾯對未來的發展，仍有47%的機3

構對未來充滿樂觀。 

此外，⼀項由台灣NPOst公益交流站在2020年舉⾏的《NPO⼤調查》中也顯明，這次

的疫情的確造成64.8%的NPO捐款下降，49.1％被迫改變型態 ，但在我們這次的調查中發4

現，台灣的福⾳機構不管在2020年的疫情初期，或2021年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後，雖以60%

的福⾳機構奉獻收入下降，但仍比⼀般的非營利組織狀況良好。 

然⽽⾯對疫情發展，未來環境實在難以預測，因此台灣的教會福⾳機構也將持續⾯對

不同的挑戰。雖然疫情使得⼤部分的教會福⾳機構展開事⼯形式的調整，但若只是將線下事

⼯搬到線上，恐怕仍難以應付後疫情時代快速變遷的社會需求。我們感謝主，因為有85%

的機構負責⼈從未想過要關閉機構，但當他們決⼼在信⼼裡繼續走這條不容易的路時，我們

可預期的是，未來幾年，將有更多台灣的教會福⾳機構，陸續⾯對重⼤難關與挑戰。然⽽我

們同樣可預期的是，當台灣的教會與教會機構，攜⼿⾯對難題、彼此互補，並⼀同浴火重⽣

 疫情持續下基督教機構的營運狀況調查及回應建議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3

v=799740504147291

 《NPO ⼤調查：COVID-19 對 NPO 的衝擊與影響》結果出爐。 https://aiplus.systex.com/4

2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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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有更多富有創意的變⾰、轉型與可能性，被這個快速變動的時代激發出來，成為台灣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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