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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全職工人

　 提供基層訓練

　 　 進行宣教研究

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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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心 語

∕院長 溫永生牧師

「他（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
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
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九36-
38）

兩千年前，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

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病趕鬼。看到許多

人，看到他們靈裏的需要，感到他們困苦流離，如

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就憐憫他們，要門徒禱告，求

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他的莊稼。

每個時代都急迫需要收割莊稼的工人！

AI時代的挑戰�不可缺少的是牧師

AI就是人工智慧，AI時代就是人工智慧時代，
尤指機器人的突破性發展，將大幅度地影響未來人類

的生活與工作。

創新工廠董事長李開復先生在「2017中國企業
領袖年會」發表專題演講時，指出人工智慧（AI）
時代來臨，人類有很多工作會被AI取代，人類未來
只剩下兩件事：一是創造力的工作，二是有愛心的工

作。

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克里斯多福預
言，將有六個行業受到最大的衝擊，有可能會消失，

如：電話行銷、貸款授信人員、櫃台員、律師助理、

計程車司機、速食餐廚師，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將會失

業；另外，相對的，有五種行業受到衝擊較小，如：

心理諮商師／諮商社工、職場治療師、營養師、外

科手術醫師／專家、牧師。

由以上兩項資訊看來，「牧師」這行業是機器

人無法取代的。AI雖然給我們方便與效率，卻無法
滿足我們的情感。人心對「愛」的需求與渴望，是任

何時代的社會變遷無法改變的，甚至可這麼說，科技

愈文明，對「愛」的渴求也愈大。因此，「牧師」是

愈到末世愈需要的「行業」！

客家福音的機會�全球台灣亟需人才

上帝在客神建校上行了一系列神蹟，祂的目的

絕不是只停在建校的工作上，而是建校之後祂要做的

事，就是人才培育的工作，並藉全職與帶職事奉人才

的培育，促成客家福音的興旺與客家教會的增長，並

投入普世差傳的工作，將福音傳到地極。

感謝上帝，客神遷校到龍潭後，報考客神的人

數倍增，全修生和選修生已有50位；兩年前，已有一
位來自印尼的校友，目前也有四位印尼的同學、一位

東馬的同學，海外生愈來愈多。

多年前，有同工與我談到巴拿馬、大溪地很多

客家人，很需要懂客語的傳道人；近來，也有加拿大

的一位牧者寫電郵信給我，希望客神有畢業生到印度

洋的毛里求斯去牧會，那裏的華僑大部分是客家人。

台灣客家地區的現有教會亟需年輕一代的傳道

人，在未來5∼15年中承接牧養的事奉；另外，為了
向台灣400萬中99.4%未信主的客家人傳福音，並建

AI時代的

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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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教會，我們還需要許多新一代傳道人。

全球唯一的「客家」神學院，立足台灣，胸懷

全球。全球有八千萬客家人，本院願意承擔為全球客

家培育所需要的客語傳道人才；同時，遷校龍潭後，

「客家」與「宣教」並重，一方面繼續培育客家的傳

道牧者；二方面，開始著重宣教，培育跨文化的宣教

人才。

有一流的人才，才會有一流的事工！有好的牧

者，才能建立好的教會！

本院第一期建校後，可容納50位全修生和50位
選修生，目前還有空間容納更多學生，請關心者為本

院師資陣容的提升及每年招生的工作禱告，期盼未來

客神能為神國培養出各領域優秀的人才。

第一次接觸「客神」應該是五年前的事情了。當

時「客神」的教學場地是借用竹東一間教堂樓

上的幾個房間，教職員工的辦公間和學生教室結結實

實地擠在一起，說實在的，我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神學

院！然而，正因他們如此為福音在客家乃至普世中廣

傳而付出的信心代價讓我感動。

感動之餘，院長溫永生牧師又特別地帶給我們

一個驚喜，帶我們參觀神學院為未來發展買下的一

塊建校土地，並給我們講述了神為神學院的發展，

給他們通過主內弟兄的奉獻預備了這筆巨大購地金

額的神奇故事，使我們一行從溫哥華到本地短宣的

弟兄姊妹深受激勵；我們相信，神既然已為神學院

的購地預備了第一筆金錢，神必然會因著自己的信

實，繼續在弟兄姊妹的信心當中行更大的神蹟奇

事！我們一起携手為神奇妙的工作感恩與祈求，我

們相信在當今的世代，神依然有神蹟賜給我們。

前年教學大樓施工開始之後，我帶領溫哥華的

弟兄姊妹再次短宣，也專程來工地參觀和禱告；前

年年中，接到神學院建校落成感恩禮拜的邀請時，

真是驚喜至極，當時就決定要為這次感恩禮拜獻上

自己特別的感恩，帶領我們團隊的弟兄姊妹們獻上

了我們讚美的舞蹈，以表達我們對神的感恩之情。

如此這般的幾年過去，客神與我建立起緊密的生命

聯繫。

事奉多年，一直希望有一個進修和學習的機

會，感謝主的恩典，也感謝神學院的院長和同工們

在愛中接納了我，使我能實實在在地成為客神人和

大家生活和學習在一起。在這裡常常會認識一些新

朋友，不認識我的人也會時常問我：「您是客家人

嗎？」我立即響亮地回答：「我是客人！」是呵，

在我的心中，世上的客旅就像是客家人，同是從神

國淪落到世界的客人，我能以這樣的身份被接納並

融入這個大家庭，感到無比的自豪，也為有機會加

入這個屬靈的大家庭而萬分欣慰。

客神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為我們在這裡的成

長營造了美好的屬靈環境。我自己是一個粗人，在

屬靈方面，缺乏必要的敏銳與驚醒。初入神學院，

從院長到普通員工成熟與健康的屬靈生命，並由這

樣的生命而帶出來的柔和謙卑，不僅讓我感到溫柔

親切，更為我的屬靈生命操練樹立了美好的學習榜

樣。他們的美好不僅體現在言詞上，更體現在行動

上，經常的噓寒問暖，衣食住行樣樣提供方便，讓

我真實地感受到甚麼是賓至如歸。

客神有著極好的教學條件與環境。除了美好

的自然環境，神學院重視為學員提供全備的神學與

屬靈裝備的條件和環境。溫院長和教務主任田榮道

牧師都是資深的學者與牧者，強將手下無弱兵，神

學院整體的教學隊伍有著較高的學術與屬靈素質。

神學院有著良好的學習與治學環境，嶄新整齊的教

室都配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圖書室寬敞明亮，大

量的藏書，為學員學習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信息資

源；地下室的音樂教室和琴房，隔音效果一流，為

神學生聖樂素質和今後聖樂人員的培養提供了外在

優良條件。

神學院重視學員生命的培養與造就，學員被分

成不同的小組，有專門的老師以校牧的身分帶領與

扶持著學員的成長。禱告的操練是學員生命成長中

的一個重要內容，學院要求全體教職員工都要參加

每天的晨禱，在禱告中學習仰望和信靠神。在禱告

中，大家為世界、為國家、為客家事工、為學院、

為每個人自己和家人的需要迫切禱告，藉著禱告，

大家一次又一次地經歷了神的信實。以最近一次的

經歷為例：一直以來，學院上上下下一直努力為學

院建設尚未付訖的一筆巨額尾款禱告祈求主，某一

天，溫院長突然興奮地向大家宣佈，建築所一切費

用已全然到位，全院師生一片掌聲，歸榮耀給我們

在天上的父，因為祂是垂聽我們禱告的神！

客神與我在天國的建造與福音廣傳的責任中

被主聯結，願主通過對客神的祝福而使用我，願主

因著對客家人乃至普世之人的慈愛而大大地使用客

神！

與我客神 ∕王治宙牧師（客神客座老師）



客

神

院

訊

195
期

3

本院今年研經特會的主題是「流淚撒種、歡呼收

割」。第一場於元月27日在桃園浸信會我們教
會舉行，邀請浸信會慈光堂李慎政牧師講道。以馬太

福音耶穌講述的撒種和稗子的比喻，向與會的桃園多

間教會弟兄姊妹傳講信息。

特會開始時，先由浸信會我們教會的敬拜團和

詩班敬拜讚美神，接著，我介紹此次研經特會說：

神的話是建造教會的金銀寶石（林前三12），盼望
經由特會講員的真理建造，不僅讓個人生命得著更

新，而且教會的事奉能突破，促進教會成為堅固又

不斷成長的教會。

浸信會我們教會莊懷駟牧師，感謝客神辦研經

特會，藉以連結桃園眾教會，合一傳福音；桃園揚

名基督教會龔建誠牧師也盼望眾教會一起為客家福

音打拼。

李慎政牧師以馬太福音十三章1-23、24-30、
36-43三段經文，分別以「從撒種的比喻看撒種與收
割」、「從稗子的比喻看撒種與收割」兩個主題證

道。

「撒種不一定可以收割，即使撒種在好土，結

果也有100倍、60倍、30倍的不同。」李牧師說，耶
穌用以色列人最熟悉的撒種和收割農作物的比喻，

向門徒訴說天國真理的奧秘。撒種者包括主耶穌基

督、聖靈保惠師、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種子則代表

天國的道理、神的道、福音；影響種子成長的土

地，包括路旁的土地（心靈封閉的聽眾）、土淺石

頭地（膚淺接受的聽眾）、荊棘地（腳踏兩條船的

聽眾）、好土地（相信且遵行的聽眾）。

至於如何辨別好土地呢？李牧師說，人人都需

要主耶穌，撒種、收割是我們要負的責任，撒種以

後才會知道是否為好土；是神叫種子成長，要結出

100倍、60倍、30倍果實，全掌握在神的手中。即使
如此，我們仍要盡心盡力耕耘成為好土。

「神的心意高過人的心意，神的眼光是人難以

測度和理解的。」李牧師說，譬如耶穌的迷失羊比

喻，牧羊人為了找尋一隻羊，卻捨下手邊看顧的99
隻羊，若以人的理性眼光，牧羊人此舉可能導致羊

群「全軍覆沒」；但以神看重每一個微小的生命出

發，可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而在稗子和麥子比喻中，李牧師說，麥子如

同天國之子，稗子是惡者之子；耶穌是和撒但、仇

敵、 者爭戰，在主再來之前，撒但的攻擊是不會停

歇的，不但是針對個人，而且也攻擊教會；因為稗

子和麥子是必須等到長苗、吐穗才有辦法分辨。當

我們委身教會，得時時警醒，避免受到仇敵不符聖

經真理教導的影響；不走在神的心意中，單憑人的

熱心，是沒路可走的，終必毀滅。

對耶穌死而復活升天後，世界即進入末世。

李牧師說，生長過程中，貿然拔除稗子，也會把一

旁的麥子一起拔除，必須等到收割時；稗子在收割

時就一併被拔除，用火焚燒毀滅，而收割後的麥子

則收進「倉庫」裡，也就是神永遠同在的榮耀國度

中。所以我們努力耕耘人的心思，成為福音的好

土，教會回到聖經的教導，倚靠聖靈的幫助，無懼

教會內外的異端、邪說的挑戰，結出豐盛的果實，

「流淚撒種的必要歡呼收割！」

雖然各地的研經特會講道內容不同，但都會配

合「流淚撒種、歡呼收割」的主題，歡迎您就近參

加今年的研經特會。

桃園區研經特會記實

撒種與收割

∕羅源豐主任（本院企劃處）

（客神客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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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ATA認證通過  新聘專任老師  歡迎把握黃金時間報考

4/23~25亞洲神學協會（ATA）派三位評鑑委
員來本院進行評鑑，感謝主，經過他們兩天半審
閱本院各處室的文件，及約談院委（董事）、院內
同工、教師團隊、校友及在校同學後，評鑑小組 
提議向ATA推薦：本院「道學碩士科」、「宣教
碩士科」及「神學學士科」通過五年評鑑（2018-
2023）。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表示過去多年院委
們及院內同工團隊的努力耕耘，獲得肯定，本院的
教學品質也達到一定水平！

加上，今年8月1日起，美國富樂神學院宣教學
跨文化PhD潘定藩博士將來本院任教，並擔任「基
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9月10~14

日敦聘新加坡三一神學院前院長鍾志邦博士，前來
教授密集班《約翰福音：從釋經到講臺》；10月1~5
日敦請美國三一國際大學宣教學博士莊祖鯤牧師，
前來教授密集班《跨文化宣教面面觀》。

另外，與「愛學網」合作，將於9月17日起，開
辦校本部碩士科的「網路」課程《人人的神學~使徒
信經》，教師是新加坡神學院院長謝木水博士。

歡迎有志全職事奉或帶職事奉的弟兄姊妹，把
握黃金時間完成報考手續，提早裝備自己，成為合
乎主用的器皿。

報名截止日：國內考生6月22日；先修網路教學之海外
考生5月31日

回顧2017年5月24日起個大早，我以「活潑的生
命」來QT，正好讀到民數記6:24∼27節，『願

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

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感

謝主，在領受如此美好的祝福中，我們帶著滿心的期

待和感恩的心出發了！

我們搭乘7:10的班機飛，進行為期8天的華東三
省教會訪問之旅。這一團共有40餘人，來自全台從
南到北，有牧師、傳道、長執和兄姐們。為了充分

利用時間，我們每日早晨在車上，使用研經釋義，

一起唱詩讚美神，靈修禱告親近神。也在車上輪流

分享見證，彼此激勵造就。

首先我們到達徐州，拜訪淮海西路的崇真基督

堂，徐州的信徒就有37萬人，教會有550間，牧師只
有37人，長老89人，已按立的傳道129人。有這麼龐
大的信徒需要被牧養，而實際按牧的牧師傳道卻寥

寥無幾，因此，有義工2800多位加入牧養行列。所
以，這是徐州教會的需要，需請代禱！

每天早晨我們先拜訪當地教會和神學院，計

有：山東基督教會和山東神學院，南京的金陵協和

神學院，（佔地250畝，今年6/6新建會堂獻堂，也將
擴大招生，現有學生370多人，同年9月預估有新生
200人。另有函授約3000人。）還有愛德印刷廠（成
立於1985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成立的非營利
組織，愛德印刷廠的願景是：讓生命更豐盛，讓社

會更公正，讓世界更美好）。也拜訪了江穌基督教

會。主日在南京聖訓堂參加主日聚會（這是2013年3
月才竣工的方舟型會堂，可容納5000人。）晚上到
無錫國際禮拜堂參加晚崇拜。第七天到上海

參訪「聖三一堂」，歌德式建築，使用清水紅

磚，又稱「紅禮拜堂」。最初建於1847年，是英國聖
工會使用的僑民教堂。1966年文革後，被政府占用，
歷經40年，直到2005年終於歸還教會使用。然後拜訪
浙江教會和浙江神學院。在杭州拜訪崇一堂和鼓樓

堂。

當然，沿途我們也順道參觀有名的景點，如：西

湖、太湖、大明湖、中山陵、美齡宮、上海的外灘、

東方明珠塔、新天地廣場等。每到中國大陸最深的感

觸就是；讚嘆神的奇妙可畏和祂美好無比的創造！如

此更顯於人的渺小，卻蒙 神如此寶愛，如此恩典，怎
能不俯伏敬拜祂呢！

中國大陸真是地大物博、地廣人稠。那裡的教會

和神學院，面積都是幾畝甚至幾百畝的建築基地。當

然，台灣的小而美，小而精或是對岸所羨慕的吧！目

前教會牧養的問題是他們最大的困難，羊群不斷湧入

教會，卻沒有足夠的牧人可以牧養，以致屬靈饑渴之

下，有人餵養就急著抓食，易落入異端而不能察覺。

馬太福音9：37.38節：『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
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這正是中國大陸目前教會的寫照啊！

∕羅美鳳姊妹（延伸制頭份區領袖科畢業生）短宣參訪心得大陸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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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處：
請為今年與全台重點城市有美好連結，並透過研

經特會與客神主日，帶領客神向前行代禱。

延伸處：
請為今年9月秋季班計畫在台中以北20個地區開

20班代禱，希望在師資的邀請及課程的排定有最好

的安排。

校友會：

吳金梅校友（平鎮崇真堂）
1.請為我們夫婦能同心服事神，並有從神來的信心陪

伴兒女成長代禱。

2.請為暑期英語品格營籌備工作，求主帶領招生及同

工的招募順利代禱。

白美月校友（客家福音協會）團）

請為客家福音協會舉辦「4/16∼18前膽研討會」

後，董事會將尋求神的帶領，研擬出「40週年」後的

異象與目標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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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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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六）宜蘭區研經特會講道；5/20楊梅行道會榮

耀堂客神主日講道；5/27台北忠孝神召會客神主日

講道；6/2（六）台北靈糧堂客崇講道（其餘的週

末主日在平鎮崇真堂講道）。

2.請為申辦獨立財團法人代禱，目前正籌組第一屆董

監事會及擬訂組織章程的過程中，求主幫助年底前

能順利完成申辦的手續。

總務處：
1.請為學院外牆油漆顏色異常問題，為建築師、營造

廠商、油漆承包商之間溝通能達成共識，並提出有

效改善方案代禱。

2.請為籃球場增設照明燈工程及廠商有合適的設計與

報價代禱。

107年暑期海外短宣隊代禱信
親愛的牧長、同工、弟兄姊妹們，收信平安！

為了承接基督的大使命，以及向海外客家人

宣教的異象，客神師生今年七月組成二隊短宣隊—

大陸隊與印尼隊，向全球最多客家人的地區傳福音

（大陸6500萬、印尼1000萬），二隊人數共十七
人，目前正如火如荼地積極籌備與訓練中。

宣教的腳蹤除了需要全備的軍裝外，也實在需

要您的迫切代禱及支持，相信上帝透過您的禱告與

我們同工，為主打那美好的仗！在經費方面也需要

多方協助，目前估計二隊短宣隊所需要的經費共約

42萬元（含往返機票、食宿、為當地教會奉獻、行
政費用等），若您有從上帝來的感動願意為短宣隊

奉獻，必使短宣隊蒙受相當大的祝福，也相信上帝

必記念您的愛心與熱忱。

請為短宣隊員身心靈蒙主的恩典保守與聖靈

引導代禱，願主厚恩澆灌，使行前籌備事工一切順

利。再次謝謝您的禱告與支持，

願上帝使用您與短宣隊一起同工、一同蒙福！

客家宣教神學院師生短宣隊  敬上

【若有感動為短宣隊奉獻】

1. 使用郵政劃撥，帳號50289892，戶名：財團
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客家宣教神

學院，並請註明：「為客神海外短宣隊奉

獻」。
2. 使用現金袋，請郵寄：桃園市龍潭區新原路

82號，客家宣教神學院短宣隊收。

※聯絡人：牧育處主任 陳美華教師

　電　話：03-4116253分機305

好消息！ATA認證通過  新聘專任老師  歡迎把握黃金時間報考

（延伸制頭份區領袖科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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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3月份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 $47,000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1000／1000 $16,000 黃有妹 蔡惠予 陳康芬

戴國揚 蕭騰忠 吳淑芬 邱福全 賴建興 蕭偉光 曾淑義 鍾美珍 丁○○ 張碧玲 李知昂 呂心彤 陳采築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554,265 內含零赤字 $3,000
 台北靈糧堂  9,000  新社行道會  2,000  苗栗館福教會(田榮道牧師講道謝禮)  2,000 
 蘭陽靈糧堂  5,000  三重靈糧堂  40,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中壢靈糧堂  5,380  浸信會中和牧心堂  1,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基督成功教會  5,000 
 平鎮崇真堂  48,548  基督教生命泉教會  1,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東勢教會  6,000 
 台北崇真堂  5,000  台灣基督徒見證協會  20,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神召會竹南分會  5,000 
 台灣華人動員宣教協會  4,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零赤字)  3,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11,004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1,5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台灣信義會台北救恩堂有志  4,6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1～3月)  3,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1,000  LAMP～Mission Taiwan(USD11,725.26)  343,233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個人奉獻 $311,550  內含零赤字 96,800  田鴻英(零赤字)  1,500 
 林維達  100,000  馬嘉圓  2,000  黎惠貞  1,000  張苗興  100  崔王少妹  1,000  溫永生(零赤字)  4,000 
 謝宏志  500  官昭容  1,000  張書琴  1,000  主知名  500  吳周秋子  5,000  溫永生(零赤字)  2,300 
 主知名  100  涂世浩  2,000  胡聲恩  2,000  劉旻宜  1,000  葉范寶妹  300  王秀芳(零赤字)  2,000 
 游本義  2,000  李彥井  1,000  陳渫聰  1,000  周桂香  1,000  澳洲蔣弟兄  2,000  蔣○○(零赤字)  40,000 
 游宏益  500  古秀惠  2,000  楊淑郁  1,000  林明山  1,000  羅源豐(零赤字)  4,000  林祺文(零赤字)  500 
 簡玉霞  1,000  唐振玳  1,000  蔡芳慧  1,000  廖慶福  300  徐吳雄(零赤字)  5,000  陳木蘭(零赤字)  1,000 
 江福女  500  王懷寧  2,000  梁仰芝  1,000  劉正男  1,000  彭慧雅(零赤字)  3,000  溫永生(零赤字)  2,300 
 陳阿敏  500  何莉芳  500  湯○○  800  謝六妹  2,000  施慎微(零赤字)  3,000  范正成(零赤字)  7,000 
 張季仁  1,000  陳正鴻  1,000  伍恩昌  500  劉正惠  1,000  陳家玉(零赤字)  1,000  鍾惠屏(零赤字)  3,000 
 林金德  1,000  李元鳳  2,000  鄒正男  500  黃麗紅  100  戴國揚(零赤字)  1,000  張耀棟(零赤字)  1,000 
 葉玉芸  1,000  溫淑玲  500  莊金波  300  柳葉萍  2,000  姚映慈(零赤字)  1,000  田榮道、陳美華(零赤字)  5,000 
 許書毓  1,000  任麗華  1,800  潘秋榮  2,000  邱垂恩  1,000  沙哲雄(零赤字)  1,200  葉旭明、李碧雲(零赤字)  2,000 
 沈介仁  1,000  宋旻興  300  主知名  200  劉玫芳  7,000  葉旭明、李碧雲  1,800  主知名(3/8匯入土銀)  15,000 
 徐菊英  1,000  林元鼎  5,000  黃妃伶  1,000  陳采築  300  范綱成、范溫美妹  2,000  2018士林區研經特會  16,050 
 葉玉芸  1,000  主知名  200  鄒段妹  300  余慶榮  1,000  溫永生(零赤字，信義會救恩堂講道謝禮)  2,000 
 潘俊文  2,000  黃美釗  1,000  秦勝芳  100  梅許蘭香  1,200  溫永生(零赤字，龍潭活水靈糧堂講道謝禮)  4,000 

客神之友 $80,700

 嚴文星  3,000  王忠義  1,000  劉晨煜  300  陳○○  500  黃秀真  1,000  鍾豐建  1,000  王李嬌鳳  1,000 
 莊萬益  1,000  翁仁聖  1,000  余瑩瑛  300  張世宏  300  龔麗芬  300  陳紹賢  300  陳彭寶英  1,000 
 鄒坤記  800  陳其順  1,000  劉紹華  5,000  曾美芬  200  侯以玲  300  李淑玲  500  崔王少妹  1,000 
 蕭定暉  1,000  鄧錦敦  1,000  薛沛枎  3,000  張鳳英  500  溫瑞美  1,500  林美雪  300  田榮道、陳美華  2,000 
 徐光泰  100  高文清  1,000  羅美鳳  600  王○○  1,000  徐川崙  500  劉錫軒  300  溫兆攝(1～3月)  3,000 
 潮　春  300  孫秀琴  1,000  余瑞美  1,500  葉佳桂  1,000  陳艷花  1,000  莊智如  300  鄭鏡偉(2～3月)  1,000 
 陳品悅  1,800  范揚傑  1,000  王宏仁  1,500  孫韻如  300  謝鳳貞  2,000  張永勝  1,000  張亞梅(1～2月)  600 
 薛佳恩  1,000  張金葉  300  林志榮  5,000  曾淑義  1,000  邱敏文  400  丁藍月鳳  6,600  廖培英(2～3月)  1,200 
 翁菁穗  1,000  徐梅嬌  300  蕭偉光  1,000  林慶宜  1,000  陳協全  1,000  沛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其他 $31,000
 劉○○  3,000  湯○○  800  范正成  3,000  鄭彩雲  300  黃滿春  500  平鎮崇真堂  12,400 
 房子欽  1,500  徐嘉繁  2,000  劉悅姒  5,000  賴暉昌  500  鄧鍾瑞蘭(1～2月)  2,0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5,100  姚映慈  1,000  蘇玉枝  100  李淑珍  3,000  謝美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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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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518,867  47,000  91,386  474,481 

國內助學金  800,000  478,245  101,479  23,110  556,614 

圖書專款  600,000 16,895  182,223  -  199,118 

師資培育專款  700,000  450,501  18,100  377  468,224 

M2宣教專款  400,000 70,644  133,988  3,000 2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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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41  3,000  48,300  141,041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300,000  87,560  5,100  -  92,660 

離職預備金  625,171  10,658  635,829 

合計  4,000,000  2,919,424  501,548  166,173  3,254,799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07年預算  $12,000,000 

上期餘絀 -622,264 

當月收入  1,088,559 

當月支出  765,715 

本期餘額 -299,420 

2018年目標單位數—1000
2018/3/31已籌募單位—246

客神之友統計： 尚需籌募單位—754
（每單位為300元）

助學金專款 
$101,479 

 李必忍 3,000  林美瑛 300 
 張秋玟(為高美玲同學)  7,360  台灣貴格會頭份生命教會(為杜建強同學)  3,000 
 LAMP～Mission Taiwan(USD1,000.00 蔡希晉) 29,273 
 LAMP～Mission Taiwan(USD2,000TRINITY CHRISTIAN CHURCH OF GREATER PHILADELP) 58,546

師資培育專款
$18,100

 賴明德  10,000  徐月琴  2,000  林尚水  1,000 
 石義成  1,000  姜○○  300  湯○○  800 
 王萸芳(基甸三百)  3,000 

M2宣教專款
$133,988

 楊文聰  1,000  溫永生(宜蘭敬祖大會講員費)  4,000 
 曾美芬 300  溫永生(基隆敬祖大會謝禮)  2,000 
 溫永生(天恩專題謝禮)  2,000  溫永生(民安長老教會講道謝禮)  3,000 
 LAMP～Mission Taiwan(USD3,000.00 Ralph Riggin為暑假學生短宣奉獻)  87,819 
 LAMP～Mission Taiwan(USD1,157.00 Kairos Communication Service錄製客語生命旋律)  33,869  

圖書專款
$181,993

 陳心怡  500 
 LAMP～Mission Taiwan(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81,493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3,000

 李必忍 3,000 

特別 $4,000

 彭錦光(為溫永生院長) 1,000 
 范揚傑(為溫永生院長) 3,000 

基甸三百 $30,000

 涂百見  3,000 
 徐菊英  3,000 
 黃成鋒  3,000 
 盧莉芳  3,000 
 林志榮  3,000 
 江恩進  3,000 
 舒德文  3,000 
 劉駿杰  3,000 
 吳淑敏  3,000 
 李徐鳳英  3,000 

2018年五月客神主日

5/20 大溪拿撒勒人教會∼田榮道 主任

5/20 行道會楊梅榮耀堂∼溫永生 院長

5/27 台北忠孝神召會∼溫永生 院長

2018年第七、八場研經特會

主題：流淚撒種  歡呼收割

宜蘭區　時間：5/5（六）早上09:00∼12:10

　　　　地點：基督徒宜蘭禮拜堂（宜蘭縣宜蘭市

  舊城東路20號 03-932-2454）

　　　　講員：溫永生牧師（本院院長／平鎮崇真堂

  主任牧師）

基隆區　時間：5/19（六）早上09:00∼12:10

　　　　地點：基隆喜信會（基隆市中正區正義路

  68號  02-2423-3973）

　　　　講員：廖明發牧師（板橋萬民長老教會主任牧師）

免報名費，自由奉獻，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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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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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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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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