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神

院

訊

194
期

1

國內郵資已付

新 竹 郵 局 許 可

新竹字第0 0 3 2號

發行者：客家宣教神學院　　發行所：（325）桃園市龍潭區新原路82號　　	 	 					電話：886-3-411-6253
傳真：886-3-411-6387	 E-mail：hms507@ms52.hinet.net　　　　　　　　　　　　　　網址：www.chs.org.tw
劃撥帳號：50289892	 帳戶：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客家宣教神學院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字第玖貳貳肆號	中華郵政登記中台字第0868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出刊日期：主曆2018年3月31日

培育全職工人

　 提供基層訓練

　 　 進行宣教研究

院訊

第194期

客福簡訊目錄

1、主委的話～掃墓		客家基督徒不必躲閃∕劉正惠	.................9
2、客福40客家翱翔活動～客家從山肚到四海—客家詩歌的新里程碑∕劉志忠	10
3、專題報導～虔貞女校展覽館的故事	(下)	∕王豔霞	...............11
4、見證分享～學客語之感懷∕秋讚鎬、我願為祢去∕羅際旻	........ 12
5、客庄教會～改革宗長老會竹東教會∕鄒仁裕、為客家歸主禱告的感動∕蕭莉明	13
6、客福消息與代禱、客福邀您同慶客家慶典	募款信	.............. 14
7、奉獻徵信................................................. 15
8、信用卡授權書、劃撥單	..................................... 16

客神院訊目錄

1、院長心語─憶三事	盼復興∕溫永生	...................... 1
2、「民間信仰與佈道」學習心得∕傅詠恩	....................... 2
3、客家宣教神學院2018年密集課程.............................. 3
4、追思三禮的見證∕高文清、植堂與宣教課後感言∕杜祺玉	....4
5、學院動態與代禱、2018年第四-六場研經特會	.............. 5
6、奉獻徵信	.................................................6
7、遠大的眼光	永恆的投資、四月客神主日、溫院長敬祖研習會..... 7
8、信用卡授權書、劃撥單	................................... 8

本

期

客

福

請

見

第

9
頁

！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耶和華啊，
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
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哈三2）

又到了「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的

季節，很多華人家庭都不能免俗地安排時間

去掃墓。客家人掃墓的時間更是早，從元宵節就開

始家族的掃墓，一直到清明節。這讓我回憶起三件

事，分享我對客家復興的負擔。

憶三事

第十一屆青年宣道大會（2010/7/11∼17），有
幸受邀在第二天的大堂聚會中，代表客家向大專青

年分享台灣本土客家宣教的需要。剛好當天早上帶

領大堂聚會查經的講員是香港中神副教授莫陳詠恩

博士。會前我們有機會認識及分享，當她知道我正

準備出版《慎終追遠迎復興∼轉化華人祭祖文化》

一書時，她與我分享說：「第一線的接觸，都會衝

擊傳統的神學！」意思是，在第一線從事宣教工作

的人（如佈道家或宣教士），因著他們宣教經驗的

反省，將衝擊到在教會中或神學院內傳統的神學觀

念，而帶出改變與更新。她的一席話帶給我很大的

鼓舞，肯定了我過去在客家區開拓教會時，在敬祖

事工上所做的努力。

第二件事是，我想到華神前院長、美國費城

三一教會主任牧師周功和牧師在我的《慎》書序言

上，寫了一段讓我頗感興奮的一段話：「溫永生牧

師著書的目的是為了移除台灣宣教的一大障礙，就

是祖先崇拜的問題。在祭祖及喪禮儀式的處理上，

他採取了取代模式，並且試圖為取代模式建立一套

整全牢固的神學理論。筆者的評估是：溫牧師成功

院 長 心 語

∕院長　溫永生牧師
三事 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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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並且他在實踐方面的建議能幫助福音在民間的

廣傳，同時在聖經真理上，沒有任何的妥協。溫牧

師所提供的理論基礎包含嚴謹的解經，也牽涉宣教

學、傳播學、語意學的討論。」

第三件事是，2014年4月6日受邀到屏東浸信會
主領「敬祖主日崇拜聚會」，有非常不錯的迴響，

帶去義賣的敬祖書籍及DVD，第一堂聚會後就一
掃而空，第二堂的會友們只好預約訂購。聚會後，

八十多歲的創會元老楊伯伯跟我說：「今天的追思

三禮太棒了，我等了好久，終於有機會參加，你要

好好在全國各地推廣！」我聽後心中頗受激勵，我

請他為我禱告，期盼台灣眾教會能了解敬祖事工對

迎接復興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能每年舉辦、長期

推動、全面實施，如此，國人大量信主、教會復興

可期！

盼復興

客神建校完成了，上帝以許多「神蹟」印證祂

一直顧念客家、祂必要拯救客家！客神建校是途徑

（means），客家復興才是目的（ends）！硬體建設
完成後，更重要的是今後的軟體建設，就如師資陣

容的增強、師生同工的靈命成長及帶出復興的教學

訓練！渴望客神能成為客家復興的基地，培訓出靈

命成熟、服事幹練的各類人才，促成福音在全球客

家地區遍傳，教會得著增長與復興。

我在《慎》書的自序中，為「復興」下了一個

定義：當「復興」臨到時，台灣的基督徒普遍地充

滿生命力，促使得救的人數不斷激增，整個台灣教

會也因此得著大幅度的增長，並對社會的各個領域

產生明顯的影響力，類似威爾斯大復興的復興。若

由這標準來看，台灣教會雖然近年來有令人雀躍的

成長，但離「復興」還有一段非常大的距離！

但願今年的敬祖事工成為強而有力的福音預

工，有效掃除華人（尤其是客家人）信福音的障

礙。加上近來不少教會推動「幸福小組」，積極帶

領親友信福音，祈願這一波的福音運動能促成客家

區教會進一步的增長，復興早日臨到客家！

學習心得
　　前言：

　　哎呀！我的命不好啊！是不是需要改個名字，

命運就會好了呢？藉由葉明翰老師教的課程，我學

到了如何破除民間迷信並轉化命運的關鍵。

　　民間宗教信仰都說如果命不好，那就改個名

字！若是運不好，那就去安個太歲！這些都是民間

宗教信仰的說法！也是信奉一般宗教信仰的迷思。

難道改個名、安個太歲，這樣就能改變我們的命運

嗎？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31）「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
從以上經文看，唯有十架的寶血，才能洗淨我們的

罪！唯有主耶穌基督，才能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意即，唯有相信主耶穌，我們的舊生命，我們不好

的過去，才會有了新的開始！因此，破除民間信仰

的迷思，就是要回到聖經！要相信耶穌！

　　當我們願意相信主耶穌，讓主耶穌住在我們心

中，並由主耶穌來掌管我們的生命時，我們的所

思、所言、所行，都會開始榮耀神。

　　我回想我自己就是

最具體的實例。我以前

曾經吸毒七年，是一個

無惡不做的壞人！偷、

搶、拐、騙，樣樣都

來！我的命運暗淡無

光！感謝上帝帶領我到

晨曦會福音戒毒中心，

我認識了主耶穌，相信

了主耶穌，從此，我的

生命就不再一樣了，我

的命運也不一樣了！

　　我的經驗印證了葉

牧師在課堂上所教的內

容。人不能藉改名、安

太歲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上帝能藉福音改變我們

的生命！

　　透過這「民間信仰與佈道」的課程，破除了我

在民間信仰的迷思，也學習到如何向有這些迷思的

人傳福音。這課程很豐富，以後再開這類課程時，

希望有更多人來選修獲益。

「民間信仰與佈道」 ∕傅詠恩弟兄（基宣科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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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三禮
　　前年6/20，媽媽回天家，我和現在的老婆欣明
於6/26舉行婚禮，6/30辦媽媽喪事。曾經一度想過不
要結婚了，也不要讀神學院了，因為上帝沒有顧念
我，讓我遇上人生的大風暴，這是什麼樣的玩笑？
居然在我決定日期預備結婚，也預備轉全修就讀神
學院的時侯，卻要我在短短10天內嚐盡悲歡離合。

　　剛結婚那幾天，也就是為媽媽辦後事那幾天，
每次想到媽媽還是會掉眼淚。感謝主，有信仰陪我
度過那陣子最難熬的日子。我知道，教會很多弟兄
姊妹和親友們看見我，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來安
慰我，其實，我也不知如何安慰自己，所以，我就
在人前更加堅強，也藉著忙碌工作讓自己忘記失去
母親的痛。

　　前年7/1起，我辭去工作，離開鶯歌，轉換環
境，全時間投入客神的學業和教會的實習。教會眾
人的禱告使我經歷平安；新婚妻子的相伴，扶持我
度過低潮；基督信仰的力量幫助我不論風暴，逆
境，耶穌都是我最大的避難所。在祂裡面有真正的
平安。

　　我的母親1932年10月2日生，2016年6月20病逝
醫院，享年84歲。感謝主！2016年2月27日在住家，
由本堂溫永生牧師施洗歸入主名下。因為家人從小
受家族影響，祭拜偶像和各路神明，至今，大哥和
二妹三妹都還在祖先崇拜的綑綁中。所以，當母親
病逝醫院，家人慌亂一團不知所措時，文清雖上過
追思三禮的課程，卻仍心有戒懼，難以向家人啟齒

說明要以基督教儀式來辦理母親後事。6/20當晚，第
一時間，溫牧師趕來中壢殯儀館，安慰家人並為其
禱告。居間說明基督教追思三禮儀式的流程。沒想
到，家人都沒意見，異口同聲同意採用，連我那拜
得最兇的大哥也接受。文清放下心中大石，開始著
手籌備後事。

　　母親受洗後到辭世回天家，短短四個月的時
間，媽媽從沒放棄或是有輕生的念頭。只因我們永
遠是她的，心頭掛念。加上主內眾多牧者傳道和
弟兄姊妹的代禱守護，陪伴母親走到最後的，不是
病痛，不是針頭藥罐，而是眾人滿滿的關懷和上帝
的慈愛。感謝主垂聽孩子20年來為母親的禱告，讓
母親在最後知道要往哪裡去，就是那好的無比的地
方—永生天父的家。

　　去年（2017）3月26日主日後下午，我們全家去
到新北市軍人忠靈祠記念母親。比照去年追思禮拜
儀式，有啟有應，以倒水禮、獻花禮、點燭禮，飲
水思源，慎終追遠。文清仍然安排兄弟姊妹和妹婿
們參與三禮司獻；最後人人點起小燭，以詩歌、追
憶、和禱告結束追思。會後，文清詢問家人對儀式
的看法，家人都說追思三禮非常好，以後每年都要
以這樣的儀式進行。

　　親愛的天父在我家行了神蹟。透過母親的洗禮
和追思三禮向我家人顯現。不只安慰家人的心，也再
次堅固文清向家人傳福音的心志。感謝主，藉著一
粒麥子的死（母親），將來要結出許多的子粒來。

∕高文清弟兄（學士科二年級生）的見證

植堂與宣教課後感言
　　一堂課能不能夠有大收穫，除了要看學生是否
用心學習以外，就看老師是否認真備課。「植堂與
宣教」廖卓堅牧師非常用心的準備。讓我們清楚明
白宣教士的種類，因為這是關係到每個人性格上的
不一樣，所以可以了解上帝所給予每個人的恩賜，
進而分析其優缺點，就可以在宣教與植堂的事工
上：對症下藥，截長補短。

　　很感謝神，讓我在客家宣教神學院學習，對一
個退休了的牙醫，再一年多，就可以領老人年金，
上帝還讓我有機會進深，裝備我，使我成為一個神
的工人。我們的學校，從院長開始，一直到每一位
學生，一個個都是被上帝從世界各地選召的祂自己
的工人。學校的教職員工，以院長為模範，兢兢業
業地把份內的事做好。尤其每一天的早上，都是從
敬拜上帝開始，這非常地感動我！因為在約翰福音
15:5「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
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院長所聘任的每一位老師，更都是一時之選。就像
這位廖卓堅牧師，院長特地從澳門請他過來為我們
上課（用華語），為的就是要讓學生們得到更多的
幫助，將來進入禾場服事時，也比較能很快的進入
狀況。「客家」這個族群，屬於未得之民。因為信
主的比例偏低！我自己是客家人，更應該在有生之
年回應上帝的呼召，順服神的旨意，努力的打這一
場屬靈的戰爭！

∕杜祺玉姊妹（宣教碩士科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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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與配合代禱。

總務處：
1.感謝主廣場連通馬路的新建工程於過年前完成施

工，請為日後車輛停放管制工作代禱。

2.請為本院熱水供應系統增設的小型熱泵輔助設備代

禱，求主使這輔助系統能在各種氣候及全天穩定供

應熱水代禱 。

企劃處：
請為今年與台東和花蓮的聯禱會能有機會連結代

禱。

延伸處：
請為今年9月秋季班的師資邀請及課程排定代

禱，希望有最好的安排。

校友會：

劉晨煜、余瑩瑛校友（台北崇真堂）

1.請為我們帶領思語及恩語姐弟在家自學能適應、能

有智慧恩典代禱。

2.請為我們能鼓勵小組姐妹，實際使用3×3禱告手冊

代禱。

王忠義校友（原勝協會）團）

1.請為得勝之家戒治的弟兄禱告，能有渴慕的心仰望

神，靠主得勝。

2.請為我能有謙卑順服、忠心、用心、專心來服事得

勝弟兄們代禱。

白美月校友（客家福音協會）

1.請為客家福音協會今年40週年慶典，所需經費250萬
禱告。

2.請為客福主日有更多教會可以開放推廣禱告。

3.請為宏敦牧師，美月牧師身體健康，可以服事更寬

廣禱告。

院長室：
1.請您持續代禱守望，使溫院長在主持院務與教學及

兼任牧會外，還有不少外出事奉禱告，求主膏抹

他，四處祝福更多教會：3/25下午1：00新莊民安

長老教會敬祖專題講座；3/29北醫團契敬祖專題講

座；4/8台中貿易九村浸信會客神主日講道；4/13
竹北研經特會講道；4/14台北靈友堂退修會講道；

4/16客福40週年前瞻研討會專題講演；4/20台中基

督徒聚會處敬祖專題講座；4/22員樹林拿撒勒人會

客神主日講道；4/28浸信會百年教會敬祖研習會；

4/29楊梅福羚教會客神主日講道（其餘的週末主日

在平鎮崇真堂講道）。

2.今年九月中，校本部將開「網路教學」課程「人人

的神學—使徒信經」（2學分），講師為謝木水

博士（新加坡神學院院長）。歡迎台灣遠地及海外

弟兄姊妹報考報，考上後先選修網路課程。報名截

止日：國內考生6月22日；海外考生5月31日。請為

此招生的工作代禱。

3.請為ATA（亞洲神學協會）將於4/23∼25來本院評

鑑代禱，求主保守這過程一切順利。

4.請為申辦獨立財團法人代禱，目前須提早確定成立

財團法人後第一屆董事會的成員，請為這徵詢的過

程能順利代禱，並求主預備合適的十個單位董事和

五位個人董事、三位監事人選。

行政處：
1.請為107年度經常費1200萬，專款400萬，共1600萬
經費需要求神供應。

2.行政處會計帳今年尋求會計師認證，請為今後會計

帳收支能符合政府規定，並能符合會計師認證要求

代禱。

3.學院配合一例一休，實施每日工時滿8小時即可彈

性上、下班，彈性上班時間為7:30-8:30，彈性下班

時間為17:00-18:00，8:30-9:10為每日晨禱時間，核

心上班時間為9:10-12:00，13:30-17:00，請為同工的

2018年第四─六場研經特會 主題：流淚撒種  歡呼收割

竹北區　時間：4/13（五）晚上19:30∼21:10

　　　　地點：竹北勝利堂（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二路

  193號4樓03-658-5220）

　　　　講員：溫永生（本院院長／平鎮崇真堂

  主任牧師）

竹東區　時間：4/20（五）晚上19:30∼21:10

　　　　地點：竹東五尖長老教會（新竹縣竹東鎮東

  峰路137巷34弄6號035-940-706）

　　　　講員：彭志鴻（內壢長老教會主任牧師）

大園區　時間：4/27（五）晚上19:30∼21:10

　　　　地點：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桃園市大園

  區建國路133-135號03-383-8275）

　　　　講員：王寓文（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長老）

免報名費，自由奉獻，
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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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2月份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	 $75,600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1000／1000 $15,000
吳淑芬 蕭偉光 鍾美珍 張碧玲 蔡惠予 李知昂 邱子芸 劉旻宜

戴國揚 曾淑義 丁○○ 黃有妹 陳康芬 呂心彤 陳采築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357,170 內含零赤字 $8,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平鎮崇真堂 	11,820	  南桃園城市之光教會 	9,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蘭陽靈糧堂 	5,000	  張偉明建築師事務所 	30,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1月) 	1,000	
 台北崇真堂 	5,000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22,700	  桃園市基督教豐盛生命關懷協會 	5,380	
 平鎮崇真堂 	48,548	  台灣華人動員宣教協會 	8,000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嘉義活水教會 	37,273	
 平鎮崇真堂 	42,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2,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雙和崇真堂(零赤字) 	2,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1,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基督成功教會 	5,000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嘉義活水教會有志 	1,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零赤字) 	3,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000	
 NEHEMIAH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C(USD3,000) 	88,449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嘉義活水教會(零赤字，溫院長講道謝禮) 	3,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個人奉獻 $307,079  內含零赤字 207,265  范正成(零赤字) 	7,000	  胡毅勤(零赤字) 	2,000	
 許書毓 	1,000	  張耀棟 	1,000	  陳采築 	300	  廖培英 	3,000	  戴國揚(零赤字) 	1,000	  黃○○(零赤字) 	20,000	
 黃維忠 	10,000	  主知名 	10,000	  余慶榮 	1,000	  劉正男 	1,000	  溫永壽(零赤字) 	10,000	  蔣○○(零赤字) 	40,000	
 林昭仁 	9,191	  主知名 	1,100	  曾政忠 	2,000	  范○○ 	323	  岳桂櫻(零赤字) 	2,000	  林進福(零赤字) 	1,000	
 秦勝芳 	100	  黃○○ 	700	  邱垂恩 	5,000	  張鄧春妹 	500	  彭慧雅(零赤字) 	3,000	  黃○○(零赤字) 	3,865	
 鄒正男 	200	  張美圓 	1,000	  周桂香 	1,000	  吳周秋子 	5,000	  陳家玉(零赤字) 	1,000	  陳吉光(零赤字) 	3,000	
 黃妃伶 	1,000	  洪萬鎮 	6,000	  林明山 	1,000	  羅源豐(零赤字) 	4,000	  王秀芳(零赤字) 	2,000	  徐吳雄(零赤字) 	5,000	
 古秀惠 	2,000	  江英英 	500	  劉正惠 	1,000	  林政廷(零赤字) 	10,000	  李錦輝(零赤字) 	3,600	
 邱垂恩 	1,000	  劉英吟 	1,000	  傅玉蘭 	5,000	  林義捷(零赤字) 	10,000	  田鴻英(零赤字，1～2月) 	3,000	
 虞韻琴 	2,000	  陳守煌 	5,000	  黃麗珍 	100	  林祺文(零赤字) 	500	  田榮道、陳美華(零赤字) 	10,000	
 沈介仁 	1,000	  葉明清 	2,000	  劉晨煜 	1,000	  譚文雄(零赤字) 	1,000	  康文成、羅靜文(零赤字) 	10,000	
 李建儒 	1,000	  鄭明照 	1,000	  賴建興 	1,000	  姚映慈(零赤字) 	1,000	  林德有、林康碧蘭(零赤字) 	10,000	
 張季仁 	1,000	  陳聯正 	1,000	  廖慶福 	1,000	  施慎微(零赤字) 	3,000	  范正成(零赤字，台中浸信會講道謝禮) 	6,000	
 李彥井 	1,000	  徐光泰 	200	  主知名 	2,000	  潘政偉(零赤字) 	3,000	  溫永生(零赤字，蘭陽靈糧堂講道謝禮) 	4,500	
 涂世浩 	2,000	  主知名 	3,000	  主知名 	300	  沙哲雄(零赤字) 	1,200	  范正成(零赤字，竹東靈糧堂講道謝禮) 	2,600	
 官昭容 	1,000	  陳采築 	300	  主知名 	1,000	  朱○○(零赤字) 	20,000	  溫永生(零赤字，台北靈糧堂客崇講道謝禮) 	3,000	

客神之友 $61,700  陳協全 	1,000	  廖慶福 	100	
 鄒坤記 	800	  林元鼎 	5,000	  張世宏 	300	  林慶宜 	1,000	  鍾豐建 	1,000	  丁藍月鳳 	600	
 鄧錦敦 	1,000	  潮　春 	1,000	  曾美芬 	200	  黃秀真 	1,000	  陳紹賢 	300	  陳彭寶英 	1,000	
 宋旻興 	300	  孫秀琴 	1,000	  張鳳英 	500	  龔麗芬 	300	  李淑玲 	500	  崔王少妹 	1,000	
 陳品悅 	1,800	  羅美鳳 	600	  呂瑞貞 	2,000	  侯以玲 	300	  林美雪 	300	  孫秀琴(1月) 	1,000	
 翁仁聖 	1,000	  余瑞美 	1,500	  王○○ 	1,000	  溫瑞美 	1,500	  陳紹賢 	300	  薛佳恩(12月) 	1,000	
 陳其順 	1,000	  王宏仁 	1,500	  葉佳桂 	1,000	  徐川崙 	500	  張金葉 	300	  薛佳恩(1月) 	1,000	
 翁菁穗 	1,000	  林志榮 	5,000	  孫韻如 	300	  陳艷花 	1,000	  徐梅嬌 	300	  沙哲明(1～2月) 	1,000	
 鄭鏡偉 	500	  蕭偉光 	1,000	  曾淑義 	1,000	  謝鳳貞 	2,000	  余瑩瑛 	300	  余友金(1～12月) 	3,600	
 廖秀娟 	5,000	  陳○○ 	500	  曾繼雄 	1,000	  邱敏文 	400	  劉晨煜 	300	  田榮道、陳美華 	2,000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其他 $60,600
 林讚西 	10,000	  徐知順 	30,000	  范正成 	3,000	  鄭彩雲 	300	  黃滿春 	500	
 徐嘉繁 	2,000	  平鎮崇真堂 	7,300	  劉悅姒 	5,000	  賴暉昌 	500	  邱福全 	2,000	

基甸三百	 $30,000

 涂百見 	3,000	  江恩進 	3,000	

 黃成鋒 	3,000	  舒德文 	3,000	

 徐菊英 	3,000	  劉駿杰 	3,000	

 盧莉芳 	3,000	  吳淑敏 	3,000	

 林志榮 	3,000	  李徐鳳英 	3,000	

師資培育專款	 $4,800

 姜○○ 	300	  陳愛鈴 	1,000	

 王萸芳（基甸） 	3,000	  徐梅嬌 	5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1,000  姚映慈 	1,000	

特別	 $47,000  潘卉郁(為黃意情) 		20,000  張偉明建築師事務所(為溫永生) 		20,000

 范揚傑(為溫永生) 		3,000		  彭錦光(為溫永生) 	1,000	  台灣貴格會頭份生命教會(為杜建強)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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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收支月報表
專款科目 107年預算 上期餘絀 當月收入 當月支出 累計餘額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 

（建校專款）
	600,000	 868,795	 	75,600	 	425,528	  518,867 

國內助學金 	800,000	 	481,495	 	31,985	 	35,235	 	478,245	

圖書專款 	600,000	 74,345	 	3,310	 	60,760	 	16,895	

師資培育專款 	700,000	 	445,701	 	4,800	 	-	 	450,501	

M2宣教專款 	400,000	 67,561	 	37,568	 	34,485	 70,644	

戊菊牧家關懷專款 	100,000	 	485,200	 	-	 	-	 	485,2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500,000	 	164,341	 	27,000	 	5,000	 	186,341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300,000	 	86,560	 	1,000	 	-	 	87,560	

離職預備金 	614,513	 	10,658	 	625,171	

合計 	4,000,000	 	3,288,511	 	191,921	 	561,008	 	2,919,424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07年預算 	$12,000,000	

上期餘絀 12,186	

當月收入 	1,010,743	

當月支出 	1,645,193	

本期餘額 -622,264	

2018年目標單位數—1000
2018/2/28已籌募單位—245

客神之友統計： 尚需籌募單位—755
（每單位為300元）

M2宣教專款
$37,568 

 蕭騰忠 	1,000	  黃志宏 	5,000	  湯美芳 	4,168	
 主知名 	20,000	  主知名 	1,100	  楊文聰 	1,000	
 曾美芬 	300	  溫永生(台北靈友堂講道謝禮) 	3,000	
 中華聖潔會新豐教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2,000	
 國際恩典大使命教會(USD1,000)尚未兌換台幣

圖書專款	$3,000  潘政偉 	3,000	

助學金專款	 $31,985

 吳麗寬 	1,000	

 錢韻玖 	5,000	

 張秋玟 	25,985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27,000

 洪○○ 	15,000	

 郭台麟 	2,000	

 主知名 	10,000	

很多關心者會問，支持一位神學生一年到底

需要多少錢？我們通常都會先這樣回答：按不同學

制，每位全修生每學期的學雜費在2萬元上下，一學
年兩個學期的學雜費約4∼5萬元，加上住宿費、伙
食費、書籍費、交通費等，每年需要12∼15萬元新
台幣。

但是，以上的費用只是同學須繳付及花用的

費用，其實是遠遠不足的。若按學院每年的經費預

算，除以學生的人數，每位學生約需40萬元，不足

遠大的眼光  永恆的投資
的25∼28萬元須由學院統一募款，
才能讓院務正常運作、教學穩定進行。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有人才，才有事
工；有好的人才，才有好的事工！」神學教育是人
才培育的工作，是神國的百年大業，只有具遠見的
人才會看到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您是有遠見的人嗎？請您在積財在天、作永恆
的投資時，請支持本院各專款的需要，讓客家百年
大業的「軟體建造」可以穩定地向前推進。

2018年四月客神主日

四月份溫院長敬祖研習會

4/8 台中貿易九村浸信會∼溫永生 院長

4/8 平鎮城市之光教會∼宋智達 顧問

4/8 北埔聖潔會∼田榮道 主任

4/8 中壢播道會∼曾政忠 牧師

4/15 新豐聖潔會∼何榮泰 副院長

4/20 （五）晚上：台中基督徒聚會處 4/28 （六）上午10：00 浸信會龍潭百年教會

4/22 拿撒勒人會員樹林教會∼溫永生 院長

4/22 新店活水泉靈糧堂∼范正成 主委

4/29 埔心福羚教會∼溫永生 院長

4/29 峨眉教會∼羅源豐 主任

4/29 大竹世界歸主航空城教會∼曾政忠 牧師

4/28-29 平鎮崇真堂∼范正成 主委



信 用 卡 授 權 書 客神聯絡人：徐吳雄 主任　TEL:（03）411-6253 #125 FAX:（03）411-6387

台灣本地為本院奉獻的管道
一、劃撥帳號與信用卡：請使用每期簡訊所附印的表格。
二、支票：抬頭請寫「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
 並請在用途上註明：為客家宣教神學院奉獻。
三、銀行電匯：請匯入本院台灣土地銀行的帳戶：

1.  抬頭名稱：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
 （Christian   Hakka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2. 銀行名稱：臺灣土地銀行 - 竹東分行
3. 帳戶號碼：017 - 001 - 03502 - 9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據傳真、註明帳號末五碼，並註明姓
名、電話、地址或來電（886-3-411-6253#128）告知上述

資料，以利建檔及寄發收據。

海外為本院奉獻的管道
一、 美國的奉獻者若要抵稅收據，因奉獻給台灣財團法人的金額

不適用於美國抵稅。若需要美國抵稅優惠，請支持我們在美
國的宣教夥伴。支票抬頭請寫宣教夥伴之名稱，並請註明：
「為台灣客家宣教神學院」。

   我們目前有下列在美國的宣教夥伴：
1. 大波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簡稱 TPCGB），支票抬頭請寫：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或TPCGB，並
請註明：『為台灣客家宣教神學院』奉獻，地址請寄：
TPCGB, 14 Collins Road,Waban, MA 02468 徐于雯執事收。

 有任何有關奉獻的問題或需銀行電匯資料可與徐于雯執事
(Shannon HSU)連絡∼聯絡電話：(781)591-2087，電郵：

shannonhsu@hotmail.com。
2.  LAMP-Mission Taiwan(台宣) ( www. Mission Harmony.

com)，支票抬頭請寫：LAMP-Mission Taiwan，for（用
途）：CHS，地址請寄：PO BOX 820308, Ft Worth TX 
76182 溫正祥弟兄（John Wen）收，連絡電話：817-888-
2183，電郵信箱：john wen <johnwentx@yahoo.com>

二、 加拿大的奉獻方式：
1. 信用卡：上Reach Beyond Canadan官網（http://www.

reachbeyond.ca/）點選Donate再點選Hakka Seminary
2. 支票：抬頭Reach Beyond Canada，郵寄到1546 East 35 Ave, 

Vancouver, BC V5P 1B3 。
 MEMO 註明 Hakka Seminary 客神。
3. 電話聯絡客神代表趙婉君姊妹778-839-4938或RBC代表曾
傳道 604-340 6099

三、 香港地區需抵稅收據者：請以支票抬頭寫「基督教香港崇真
會」，背書：「為台灣客家神學院建校籌款」（港幣100元
或以上才可以申報免稅），寄至：香港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8樓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四、 海外各地若不需要抵稅收據者，可直接寄支票至本院台灣地
址（325桃園市龍潭區新原路82號），抬頭請寫：財團法人
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或直接以銀行電匯方式，入本
院台灣土地銀行的帳戶：
1. 抬頭名稱：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
 協會（Christian Hakka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2. 銀行名稱：臺灣土地銀行 - 竹東分行      
3. 帳戶號碼：017 - 001 - 03502 - 9

電匯後，請來電（886-3-411-6253#128）或來信告知並說明，願
上帝賜福您愛心的支持與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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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院下列用途奉獻

一、經常費奉獻

    □ 基甸勇士： 元

    □ 客神之友： 元

二、專款奉獻

    □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 元

    □ 國內助學金： 元

    □ 圖書專款： 元

    □ 師資培育專款： 元

    □ M2宣教專款： 元

    □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元   

三、收據請□按次□按年寄發

四、徵信錄□匿名□其他

五、其它用途：

姓　　名：                                                                        
性  別：□ 男 □ 女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奉獻種類：為客神奉獻 
     □經常費 □客神之友 □建校專款 
     □其他用途：                                                 
收據寄發：□年度收據 □按次收據 □匿名

信用卡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信用卡卡號：                 -                 -                 -                 

期  限：西元                 年                 月止

消費日期：                 年                 月                 日

□單筆奉獻：                                   元

□定期奉獻：每月                           元

 　　　　　□自即日起，至本人通知結束為止。

　　　　　　□即日起，至            年            月止。

簽  名：                                           ( 同信用卡上簽名 )

信用卡末三碼：                                   

單位代碼：                                           ( 本欄免填 )

授權碼：                                               ( 本欄免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