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加州教牧同工聯禱會

教牧同工的稅務是與一般人不同的，美國國會給予神職人員很特別的稅務優惠，但也
要教會和牧者都對這些稅例有認識，並加以善用。這些稅務優惠對教會來說是不用花
任何額外的費用，但對牧者來說卻可以節省不少稅金。以下我提到的省稅要點，請牧
者和教會領袖（特別是財務方面的負責人）留意，有任何問題歡迎以電郵（money＠
cchc.org）與本人聯絡。

以下是林修榮的事工簡介：林修榮在香港一個基督徒家庭長大，12歲信主，16歲認識
太太曾婉靜女士，17歲來美留學，半工讀完成學業，得加州大學UC Berkeley商科碩士
學位後開始事業，38歲成為聯合銀行總裁，後兼任董事會主席，45歲時蒙神呼召提前
退休，完全離開商業社會，全部時間義務服務華人社區，以輔導理財為傳福音之途徑，
至今已經第20年。

林修榮每週主持多個現場理財問答電台節目，分別為三藩市、洛杉機和紐約華人解答
問題，並每天透過電子郵件為全美華人解答財務問題，和輔導有特殊財務需要的家庭。
近年林修榮每年都帶領聖地旅遊團，並專心鑽研聖經末世預言。

林修榮經常被邀作主日講員、講座及退修會講員及電台時事評論員。林修榮曾兼任北
加州角聲佈道團事工主任(義務)七年、並同時為「號角月報」西北版主編(義務)，現
任中國信徒佈道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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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同工由於部份（甚至大部份）的收入都可以被房屋津貼（housing allowance）抵銷，
他們主要的稅項並非收入稅（income tax），而是自僱稅（self-employment tax）。既然
牧者一般都是教會的僱員，由教會發出W-2 表格顯示收入，為何要付自僱稅呢？原來
稅例規定，即使牧者是僱員，他們（和僱主）都不需像一般僱員繳納社安和醫療稅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ax），他們參加社安退休計劃，乃透過繳納自僱稅，由
牧者在報稅時使用Schedule SE報稅表計算自僱稅，稅率是平常的社安稅幾乎一倍，實
際的計算方法是收入（包括房屋津貼）的92.35％，用15.3％稅率計算；一位總收入
（包括房屋津貼）5萬元的牧者，每年便要繳納＄7065自僱稅，比收入稅多出不少。

有些教會顧念牧者自僱稅負擔重，可能會津貼牧者部份自僱稅，但這個津貼本身亦成
為牧者的收入。

因此，牧者要省稅的重點，是要降低自僱稅。不過以下我們先看看如何合法地去降低
收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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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省收入稅要點 :
1. 房屋津貼（Housing Allowance）

盡量將與住屋有關的費用放入津
貼

稅例容許教會可為神職人員批准將部份（甚至大部份或全部）薪酬訂為房屋津貼，在
年初正式通過和落案。「房屋津貼」的稅例沒有訂立最高房屋津貼金額，但規定是以
下三項中最低的一項﹕

1. 真正的房屋費用
2. 房屋的公平租金價值（fair rental value）
3. 教會訂立的津貼金額

通常教會是先由牧者估計今年的住屋費用，然後交由教會開會通過備案。這個津貼並
非教會的額外支出，而是將牧者的薪酬劃分一部份稱為房屋津貼，好處是將牧者的報
稅收入減少，教會在牧者的W-2表格內只需要顯示扣除了房屋津貼的金額，即房屋津
貼可直接為牧者節省收入稅。這個特別的稅務優惠乃根據稅例第107條，這稅例已經
存在數十年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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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津貼可包括:

我為教會和牧者們準備了一份表格，幫助牧者在估計今年住屋費用時不要漏了任何住
屋費用，這份文件亦在被教會作為批准津貼的檔案。這份房屋津貼估計表附在本文件
後面。

假如牧者在今年購買房屋，整個首期都屬於住屋費用（但受到「公平租金價值」限制，
見下）。牧者供房屋貸款的整個金額（不單是利息）都是住屋費用，其中的貸款利息
和地稅繼續可以在使用「逐項扣稅」（Itemized Deduction）的情況下用來扣稅，即可
得到雙重稅務好處。此外，房屋的保險、電話、互聯網、購置傢俬等費用都可包括在
內。

假如牧者用了10萬元作首期買屋，或得到一筆款項而用來提前清還貸款，這些都屬於
住屋費用，那麼牧者是否能夠有十萬元甚至更多的房屋津貼呢？這是不可能的，首先，
房屋津貼的費用不能超過牧者的薪金；第二，房屋津貼的金額不能超過「公平租金價
值」。假如牧者居住的那一區類似的房屋租金為3千元，加上傢俬水電等費用為4千元，
則只能用4千元作為房屋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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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津貼可包括:

其他與住屋有關的費用都可包括在內，例如：房子維修保養、園子修葺、HOA月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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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省收入稅要點 :
1. 房屋津貼（Housing Allowance）

盡量將住屋有關的費用放入津貼

教會不必訂立教牧最高津貼金額

年中發覺費用超過預期可以修改

退休教牧的退休金可以津貼抵銷

我發覺有些教會自行訂立一個最高津貼金額，教會內每一位牧者的津貼都不能超過這
個金額，這是不必要的做法，因為每一個牧者即使薪酬差不多，但他們的住屋情況都
不同，訂立最高金額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假如教會年初時已經批準房屋津貼金額，年中牧者發覺金額太低，是否可以要求教會
更改和增加津貼金額？答案是﹕稅例容許教會將房屋津貼金額修改增加，但也要正式
通過和記錄在議案上，並且教會只能修改以後的房屋津貼金額，不能修改過去的金額。
舉個例，牧者在五月要求修改，教會可由六月開始批准新的房屋津貼，一月至五月的
津貼金額不能改變。

已經退休的牧者是否可以享受房屋津貼？牧者必須有收入才能享用房屋津貼，但牧者
已經退休，沒有在教會支薪，何來收入呢？加上牧者已經沒有教會批准津貼，該津貼
從何而來呢？原本稅例容許退休牧者在以前教會或宗派設立的退休計劃中提取存款，
這些本來要作為收入的金額，可以使用房屋津貼去抵銷，即退休牧者可免稅提取退休
儲蓄。即使牧者沒有教會為僱主，宗派的退休計劃本身便可發給房屋津貼。這個特別
的稅例需要牧者在牧會時已經參加退休儲蓄，亦即是教會需要為牧者設立退休計劃，
讓牧者可以參予。後面我會解釋教會為牧者設立退休儲蓄計劃是「一石三鳥」，我在
本文件後面附上我為「神國雜誌」撰寫的「關愛牧者安穩入晚境」一文，更詳細解釋
為何教會應該為牧者設立退休儲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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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省收入稅要點 :

1. 房屋津貼（Housing Allowance）

2. 事工費用（Ministry Expenses）

 撥款任用（Unaccountable 
Plan）

 實報實銷（Accountable 
Reimbursement Plan）

另一項教會為牧者降低收入稅的措施，是成立所謂「實報實銷」（Accountable 
Reimbursement Plan）制度，讓牧者遞交在預算範圍內的事工費用單據，而獲得教會歸
還（reimburse）這些費用。這個制度令牧者的事工費用無需成為收入，除了為牧者節
省「收入稅」外，更重要的是節省「自僱稅」。

有些教會採用給予牧者一定的薪酬，而將所有的事工費用都包括在內，表面上是教會
省卻行政的麻煩，而牧者亦可自由運用這些金額，無需留下單據遞交教會。這個做法
在稅例上稱為「撥款任用」，最大的問題是要作為牧者的薪酬，要付「收入稅」和
「自僱稅」。我建議教會和牧者寧可將部份薪酬改為「實報實銷」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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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應為教牧設立「實報實銷」
事工費用制度
• 設立了這個Accountable Reimbursement Plan 制度，教牧可

取回事工費用，並免成為收入要繳「收入稅」和「自僱
稅」。

要訂立「實報實銷」制度，教會需要先通過一個「實報實銷」政策，內容是根據稅例
而訂立。在本文件後面符上這個政策，歡迎教會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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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省收入稅要點 :

1. 房屋津貼（Housing Allowance）

2. 事工費用（Ministry Expenses）

3. 退休儲蓄（Church Sponsored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一石三鳥的稅務優惠

以上提到由教會設立的退休儲蓄計劃，可以為牧者節省很多稅（包括「收入稅」和
「自僱稅」），我用「一石三鳥」來形容三重的優惠，請所有的教會都考慮為牧者設
立這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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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安排的退休儲蓄計劃

1. 降低當年收入稅

2. 降低當年自僱稅

3. 退休後免稅提取

「一石三鳥」的三重優惠，包括為牧者降低當年收入（就像普通僱員的401-K計劃），
同時為牧者降低要付「自僱稅」的收入（這是個特別的稅例，因為普通僱員的401-K
儲蓄亦要付社會安全稅，但牧者放入教會訂立的退休儲蓄計劃的金額無需付「自僱
稅」）。第三，退休後可使用房屋津貼去為提取的金額免稅。

教會要設立退休儲蓄計畫手續十分簡單，可到如Schwab、Fidelity之類的經紀行設立
403-B儲蓄計劃，之後每年教會沒有向政府申報的需要。除商業的經紀行之外，美南
浸信會附屬的 GuideStone 機構，近年開始為浸信會以外的教會提供退休儲蓄計畫服務。
有了這些退休儲蓄計劃，牧者便能自行將薪酬的部份放入，50歲以下的牧者每年最高
可存放＄18000，50歲或以上的牧者可最高存放＄24000。

有些教會會為牧者存放一些退休金，這個金額不包括在以上最高限額內，牧者亦無需
為這金額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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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省收入稅要點 :

1. 房屋津貼（Housing Allowance）

2. 事工費用（Ministry Expenses）

3. 退休儲蓄（Church Sponsored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總結一下，為牧者節省收入稅主要有三項措施，教會在使用時是沒有任何額外支出，
只是聰明地利用稅例為牧者提供的優惠。

以下為你解釋為牧者節省「自僱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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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省自僱稅要點

 新任職或轉會重新按立的教
牧可考慮申請「4361 豁免」

 自付的事工費用（un-
reimbursed ministry expenses）
即使不能扣稅，都可以用來
降低要付「自僱稅」的收入

稅例容許新任職的牧者由於不同意教牧必須參與社安福利制度而獲得豁免繳納「自僱
稅」。由於申請豁免需要遞交4361號稅表，故又稱為「4361 豁免」，申請限期是牧者
開始服事（而賺取超過＄400事工收入）的第二年報稅期限，即假如我在2017年開始
服事，便要在2018年的報稅期限（2019年4月15日）前申請，獲得批准後，之前繳納
的「自僱稅」可獲得發還。

獲得「4361 豁免」不等於放棄所有社會安全退休福利，假如牧者在牧會前已經工作
超過10年，或配偶將會在退休前工作起碼10年，牧者都一樣將來可以享受社會安全退
休福利。

有一個案例是已經牧會多年的牧者，在轉會（宗派）後被重新按立，便可以好像初牧
會的牧者一般申請「4361 豁免」。

假如牧者自付一些事工費用，教會是沒有「實報實銷」，或教會是採用上述的撥款任
用（Unaccountable Plan）制度，牧者自付的事工費用都可以從要付「自僱稅」的收入
中扣除，從而降低「自僱稅」，以下是一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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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付的事工費用（ministry expenses）即使不能扣
稅，都可以用來降低要付「自僱稅」的收入

出外領聚會收到車馬費，
扣取費用後的淨金額

房屋津貼與扣掉津貼後
的報稅收入

三項數字加起來是＄41,600，
「自僱稅」本來應該是＄5,87841,600

要扣除自付費用，令要付的「自僱稅」減少，是要在Schedule SE上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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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付的牧養費用（ministry expenses）即使不能扣
稅，都可以用來降低要付「自僱稅」的收入

將同工一切自付的事工費用來
降低要付「自僱稅」的金額

本來「自僱稅」是＄5,878 ，扣
減後降為＄5,413，即省稅＄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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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同工省稅的重點

•同工自付的事工費用包括：

• 探訪會友與參加事工聚會的交通費用（自駕汽車每哩
54仙）
• 送給會友的慰問咭或禮物
• 購買書本或雜誌的費用
• 家中互聯網的月費
• 手提電話月費
• 注意：假如教會是以Unaccountable Plan的方式給予一定

的事工費用，則一切事工費用都可當為自付費用

牧者應該記下這些事工費用，尤其是事工的汽車費用。扣稅的方法有兩種，第一種為
「實際費用」方法，第二種為「哩數」方法。顧名思義，「實際費用」是所有與該汽
車有關的費用，包括﹕汽油、維修、保險、牌照、貸款利息、租賃費用、稅項等。
「哩數」方法比較簡單，去年每一哩可扣稅54仙，將事工用的哩數乘54仙便是扣稅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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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省自僱稅要點

 新任職或轉會重新按立的教
牧可考慮申請「4361 豁免」

 自付的事工費用（un-
reimbursed ministry expenses）
即使不能扣稅，都可以用來
降低要付「自僱稅」的收入

 提醒：參加教會退休儲蓄，
每＄100可降低自僱稅＄14.13

最後，再次提醒上述「一石三鳥」的稅務優惠，牧者存放教會設立的退休儲蓄計劃，
每＄100便節省＄14.13「自僱稅」，另可能亦節省＄20「收入稅」。要得到這個稅務
好處，必須是教會設立的退休儲蓄計劃，牧者自己設立的「個人退休儲蓄計劃」
（IRA）沒有「一石三鳥」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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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oneyradio.org

歡迎到本人「理財天地」網站瀏覽，其中包括「教牧理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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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歡迎到本人「談天說地」部落格網站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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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牧者安穩入晚境 

作者：林修榮 

原載：神國雜誌第37期 

 

欲退不能  並非美事 

   每一個人總有一天要從工作上退下來，牧者也不例外；我們弟兄姊妹不

能以一句「傳道是終生的呼召」，便咬定牧者不該在事奉崗位上退下。不

錯，傳福音的神國使命是終生的，但「凡事都有定期」，牧養教會的責任十

分繁重，年紀老邁還要勉力肩負牧會重任，不能退下去，這並不是善待牧者

的表現。當然，現代人的壽命較長，假如牧者身心靈健康良好，事奉至70甚

至80歲也不出奇，所以要看牧者本身的情況而定。可是，事奉不一定是要牧

養教會，從牧職退下來，還可以當自由或半職傳道人、「正等候牧者」教會

的暫代牧者、福音機構顧問或同工，或文字事奉等，這些工作壓力都比全職

牧會輕省。除了減壓和多享受晚年生活之外，放手給予年青接班人機會，並

在適當時候提醒幫助，為神國培育精兵，實在是一件美事！ 

 應退不退  或有苦衷 

   也有年長牧者應退而選擇不退，以迦勒「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

如何」為由，不願從主任（甚至是創會）牧師崗位退下。為了保障自己的職

位，可能一方面要拉攏教會領袖，也可能要打壓年青的牧者，造成教會不健

康的文化。戀棧牧職的年長牧者，可能有幾個動機∶害怕失去會眾的敬愛、憂

慮接班人出問題、不願放低權力、擔心退休後經濟發生問題等。以下筆者就

牧者退休的經濟財務規畫提供一點意見。 

經濟情況 因人而異 

  退休牧者家庭也有經濟上的需要，當然，每一個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

近年越來越多從事專業多年的信徒，中年以後蒙召，放下專業，攻讀神學之

後牧會事奉，他們可能已有相當的經濟能力，包括退休儲蓄和社安退休金，

且已付清自住的房宅，他們退休後經濟情況不成問題。另一類退休後無憂的

牧者家庭，是因師母長期從事較高薪酬的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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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多年牧會(特別是長期在中小型教會事奉)的牧者又如何呢？假如

師母一起事奉，沒有在外工作，牧者便要及早為退休後的生活所需預先安

排。我相信大部份華人教會的牧者都屬於這一類型。 

預作準備 責任誰屬？ 

  先介紹美國社會為退休經濟財務安排的轉變。 

  上世紀中業前，美國主要的雇主是政府和大商業機構，很多美國人終生

為同一機構工作，機構通常為他們提供安穩的退休福利，讓他們在一定年紀

退休後，可終生按月享受退休金，金額視工作收入和工齡而定，這種退休金

制度稱為Defined Benefit（DB）Plan。1935年美國開始實施「社會安全」制

度，由員工繳納社安稅，讓大部份工作起碼10年的家庭，可以終生享受退休

金福利。這兩種退休福利，成為上世紀大部份美國人依靠的退休收入。 

  可是，上世紀中業後，美國人平均壽命由1900年的47.3歲快速增至1990年

的75.4歲，大機構發覺DB退休計畫經費太昂貴，有些機構財務出現了危機，

退休計畫便由政府接管，員工只能獲得小部份退休金。此時另一種叫Defined 

Contribution（DC）Plan的計畫開始盛行，它本來主要是由雇主為員工儲存退

休金，但1978年稅例容許雇主提供401(Ｋ) 退休儲蓄計畫，DC計畫開始變為

主要是員工從自己工資中存放退休金，由政府給予稅務優惠作為鼓勵；即使

雇主參予，也只是象徵性的放一點配繳（Employer Matching）而已。至此美

國人的退休儲蓄模式，由雇主包辦的DB計畫，轉為員工自己儲蓄的DC計

畫。 

  美國主流教會的退休儲蓄計畫與上述大略相同，目前有少數主流宗派

（天主教、衛理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等）依然提供DB計畫，即牧者退

休後享受長俸，另加上社會安全退休金。可是，大部份教會都沒有DB計畫，

而是使用DC計畫，主要是401(K)和403(B)(亦稱為Tax-Sheltered Annuity , TSA)

儲蓄計畫。前者本來是商業機構專用，後者則被學校、非營利機構和教會使

用，但近年稅例基本上已將二者的分別消除。 

  由於社會安全退休金一般都不夠生活，大部份牧者要盡量利用401(Ｋ

) 或 403(B)儲蓄計畫，為將來退休作好準備。 

設立計畫 手續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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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DB或DC計畫，都必須由教會設立，牧者才有機會享用。我接觸到

不少小型的華人教會，竟然沒有為牧者設立儲蓄計畫，這是十分可惜的。 

  設立403(B)之類儲蓄計畫，手續十分簡單，可到如Schwab、Fidelity之類

的經紀行設立，之後每年教會沒有向政府申報的需要。除商業的經紀行之

外，美南浸信會附屬的 GuideStone 機構，近年開始為浸信會以外的教會提供

退休儲蓄計畫服務。 

  假如教會沒有設立DC計畫，牧者只有自行設立個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或IRA)，但這種個人退休帳戶，每年最多只能存入$5500(50

歲或以上最高可存$6500)，可是，403(B)計劃每年可存入$17500（50歲或以上

可存入$23000）。 

  為了鼓勵和幫助牧者退休儲蓄，教會應考慮為牧者存入部份資金，教會

可按本身財務情況作決定，該決定每年可以修改。教會存放的金額，不在以

上最高金額限度之內。 

退休儲蓄  稅優特多 

  以上提到的DC退休儲蓄計畫，除了讓牧者為將來退休經濟早作安排之

外，當年亦為牧者帶來兩項重要的稅務優惠。 

第一，牧者從收入中扣除存放DC計畫的金額，報稅時不包括在總收入

內，即可幫助減少收入稅。這個稅務優惠對工資不高的牧者好處可

能不大，他們卻能以「房屋津貼」(housing allowance)優惠減少收入

稅。 

第二，存放DC計畫的金額，可以免除「自雇稅」(self-employment tax)。牧

者們都知道，除非申請了「豁免自雇稅」(Form 4361 Exemption)，牧

者每年最大筆的稅金並非收入稅，而是自雇稅，大約是收入（包括

房屋津貼）的15%。存放DC退休儲蓄計畫的金額，是不需要繳納自

雇稅的。（請注意∶存放IRA的金額沒有這個優惠） 

 坦誠商討  尋求協助 

   假如教會未有設立DC計畫，牧者應該向教會提出，千萬不要怕被會友

批評，因為會友們自己大多數已經享有DC計畫。但有一些教會的領袖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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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長者，他們對退休儲蓄計畫不太明白，或者對牧者要求教會設立退休

計畫不表贊同。遇到這類困難的情況，我建議牧者與本人聯絡

(money@cchc.org)，由我與教會的領袖們溝通，很多時候他們不支持是因為不

明白稅例，或不知從何入手。 

   有些美國人教會為牧者提供週詳的退休儲蓄計畫，並幫助牧者選擇儲蓄

計畫內的投資項目，但在華人教會這種情況不多見，即使教會已經為牧者設

立DC計畫，也不會為牧者提供投資協助，這方面牧者亦應該尋求專業的理財

顧問協助。 

   牧者妥善安排自己和家人的退休經濟財務，需要與教會合作，並加上正

確的資訊。牧者們不要害怕為自己作合理的要求，教會弟兄姊妹也應對牧者

關愛，讓牧者享受一個安穩的晚年。 

作者小檔案 

林修榮，前銀行家，四十五歲提早退休，之後義務以理財服事教會與牧者，並以理財為工

具幫助社群，廣傳福音。現為北加州角聲佈道團義務負責人；「生命麵包」福音企業創辦

人；美西北版《號角》月報主編。其著作《人間有情》已發行第十三版。 
 



Housing Allowance Worksheet 
 
For federal income tax purposes, ministers are permitted to exclude from their church 

income a “housing allowance” designated by the Church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llowance 

is used to pay housing expenses. To assist the Church Board in designating an 

appropriate amount, please estimate on this form the housing expenses you expect to pay 

next year and present this form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CATEGORY OF EXPENSE    AMOUNT FOR 2018  
 

 Down payment on a home    $__________________ 

  

 Mortgage payments      $__________________ 

 

 Rental payments      $__________________ 

 

 Real estate taxes      $__________________ 

 

 Property insurance      $__________________ 

 

 Utilities (including telephone/internet charges)  $__________________ 

 

 Furnishings and appliances (purchase and repair) $__________________ 

 

 Structural repairs and improvements   $__________________ 

 

 Yard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s   $__________________ 

 

 Maintenance items     $__________________ 

 

 Homeowners association dues    $__________________ 

 

 Miscellaneous      $__________________ 

 

Total Estimated Expenses     $__________________ 
 

This list of expenses represents a reasonable estimate of my housing expenses for next 

y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Pastor       Date 

 

I attest that I received this form from the above minis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On Behalf of the Church Board    Date 



ACCOUNTABLE REIMBURSEMENT POLICY 

The following resolution was duly adopted by the congregation council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at a regularly called meeting held 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quorum being present: 

Whereas income tax regulations 1.162-17 and 1.274-5(e) provide that an employee "need 
not report on his tax return" expenses paid or incurred by him or her solely for the benefit 
of his/her employer for which he/she is required to account and does account to the 
employer and which are charg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the employer; and 

Whereas income tax regulation 1.274-5(e) further provides that "an adequate accounting 
means the submission to the employer of a ... statement of expense or similar record 
maintained by the employee 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as to each element of expenditure 
(amount, time and place, business purpose,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is recorded at or 
near the time of the expenditure, together with support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a 
manner which conforms to the 'adequate records' requirements" set forth in the regulation; 
and 

Wherea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desires to establish a reimbursement 
policy pursuant to regulations 1.162-17 and 1.274-5(e); therefore be it 

Resolved, th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hereby adopts a reimbursement 
policy pursuant to income tax regulations 1.162-17 and 1.274-5(e), upon the follow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1. Any pastor called, or any person now or hereafter employ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shall be reimbursed for any ordinary and 
necessary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expense incurred on behalf of the church, i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 (1) the expenses are reasonable in amount; (2) the 
person incurring the expense documents the amount, time and place, business purpose,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of each such expense with the same kinds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as would be required to support a deduction of the expense on the person's 
federal income tax return; and (3) the person documents such expenses by providing the 
church treasurer with an accounting of such expenses no less frequently than monthly. In 
no event will an expense be reimbursed if substantiated more than 60 days after the 
expense is paid or incurred by a pastor, associate in ministry or employee. 

2. The church shall not include in a pastor's or employee's W-2 form the amount of any 
business or professional expense properly substantiated and reimbursed according to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nd these persons should not report the amount of and such 
reimbursement on his or her Form 1040. 

3. Any church reimbursement that exceeds the amount of business or professional 
expenses properly accounted for pursuant to this reimbursement policy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church within 120 days after the associated expenses are paid or incurred and shall 
not be retained by the pastor, associate in ministry or employee. 

4. If, for any reason, the church's reimbursements are less than the amount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expenses properly substantiated by a pastor or other employee, the 
church will report no part of the reimbursements on the person's W-2, and the pastor or 
employee may deduct the unreimbursed expenses as allowed by law.  

5.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the church reimburse a pastor or other employee for 
business or professional expenses incurred on behalf of the church that are not properly 
substantiated according to this policy. Church and staff understand that this requiremen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our reimbursement plan from being classified as a 
"nonaccountable" plan. 

6. All receipts and other documentary evidence used by a pastor or other employee to 
substantiate the business nature and amount of business expenses incurred on behalf of 
the church shall be retained by the church. The pastor or employee may, at his or her 
election, make copies of such evidence. 

 



我對特朗普當選當政的看法 
 

 雖然特朗普以306選舉人票勝出，並在全國大多數縣（counties) 獲勝(2626對487)，但其實他

勝利的關鍵是那13個所謂「搖擺州」，特朗普在「搖擺州」勝出的票數是7萬票，即今次

大選中一億三千萬張選票，這7萬張是決定性的選票，可以說是險勝。希拉莉落選是神給

予美國的恩典，希拉莉比奧巴馬更左傾（自由放縱），更反對基督教和敵視以色列，她比

奧巴馬更詭詐、更腐敗，更專權，假如她當選，將會由她提名數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必定

是左翼自由放縱派的activist法官，美國將進入萬劫不復的情況。 

 

 特朗普並非完人，但他的確愛國，他的心似乎比較傾向基督教信仰，亦對以色列比較友善

，對伊朗不會似奧巴馬般姑息甚至助長，副總統彭斯是敬虔的基督徒，除他之外特朗普內

閣有多名基督徒，高等法院候任大法官Neil Gorsuch亦是基督徒。因此，美國會有短暫的時

間放緩傾向回教的趨勢，起碼表面上有多一點基督教的味道，但這絕對不等於美國回復建

國時那種以猶太教／基督教的精神，道德滑落勢將繼續。 

 

 美國分化（種族分化、左右分化、警民分化、貧富分化等）情況將繼續惡化，特朗普當選

後左翼議員、傳媒、法官、暴徒不斷抗議示威暴亂，奧巴馬甚至可恥地（與史無前例地）

公開推動抗議行動，對暴動行為沒有任何指責，極左派還公開鼓吹行刺特朗普，過氣女歌

手Madonna宣稱要將白宮燒毀，我們必須為總統安全祈禱。 

 

   
 
 年青一輩（包括有些基督徒）傾向社會主義，多數對特朗普政府不滿，但憤怒與失望

情緒無處發洩，逐漸變成反叛的心態，甚至參加暴動行動，或索性逃避現實（加州正

開始娛樂大麻合法！），社會上用雪花（snowflakes）來形容這班自以為很獨特，而其

實毫不獨特的一群。 

 

https://sauwing.com/2016/09/12/first-blog-post/20170204_village/
https://sauwing.com/2016/09/12/first-blog-post/attachment/1479157008051/


 

 特朗普會無視困難和強大的阻力（正如他在整個選舉過程中的表現）大力推行「令美國重

新偉大」(Make America Great)新政策，短期內會將大部份奧巴馬的政策拆除，我們不要少

看特朗普的決心和辦事能力。美國人將會面對翻天覆地的變化，短期內會令美國人透不過

氣，甚至惶恐不安。 

 

 特朗普當選，不會倒轉美國道德的滑落，充其量是稍為放緩而已，因為接近一半美國人 

（當中包括越來越多基督徒）繼續支持像墮胎、同性婚姻、安樂死、大麻全面合法、變性

人權益等放縱思想，特朗普政府無法改變人們「邪僻的心」（羅1：28） 

 

 主耶穌回來的日子不因特朗普當選而改變，以色列被四面包圍，完全孤立的末世預言必定

實現，蘇俄與伊朗、土耳其等國家結盟必定出現，蘇俄已經因敘利亞情況進入中東，逐步

實現以西結書38-39章中「瑪各地的歌革」(Gog and Magog)的預言，我們距離主耶穌回來的

日子更近了。 

 

 特朗普當選，我們稍為多了一點空間傳福音，但亦有許多基督徒覺得危機已過，我們可以

繼續照常生活，信徒沒有心傳福音，撒旦繼續分化教會、家庭、信徒(基督徒中越來越多

持左翼思想)，我們面對的危機與挑戰沒有因為特朗普當選而減少。 

 

林修榮 

201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