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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剛剛過去，2019年已然來臨。回顧過
往，心存感恩；面對未來，充滿期盼。

對過去的感恩；

神在過去三年，對客神所施的恩典甚多。舉例

如下：

1、建校：從2007年領受聖靈的感動，開始建校
的規劃和行動。從禱告、籌款、購地、地目

變更、水土保持工程、建築、景觀、內裝，

水電、空調、視訊⋯⋯等工程的完成，直到

2016年7月取得使用執照。

2、認證：自2017年開始準備申請亞洲神學院協
會（ATA）的認證，直到2018年4月通過，
成為台灣第十家通過ATA認證的神學院，

3、法人：自2017年開始準備向桃園市政府申請
成立獨立的財團法人，直到2018年12月通
過。

4、招生：建校完成後，客神的招生，大有改
善。而且，已開始有更多從印尼和馬來西亞

來的神學生，來客神就讀。使南海絲路的宣

教異象，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5、師資：2018年，客神的師資，正開始大幅改
善。自2019年伊始，比起一年前，應該會增
加3位專任教師。

6、連結：無論是禱告、研經、延伸制課程、舉
辦或協辦特會，都與其他的教會或福音機構

（包含海內和海外）有更好的連結和配搭。

客福與客神的彼此配搭事奉，也更見緊密。

7、經費：2016年建校完成，經費總計1億5千7
百多萬元。因著神豐富的供應，到2017年
底，所有經費需求，已全數付清，且尚有若

干剩餘。

ATA（亞洲神學協會）正會員

董 事 長 心 語

∕台大名譽教授 范正成牧師

客神 的期盼和祝福新里程碑

培育神國人才

完成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從客家出發，投入普世宣教

本院使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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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都是神不斷的施恩、眷顧、引領

和保守；因此，我們要將一切的榮耀頌讚和感謝，

都歸給愛我們的主。此外，也要感謝許多的牧長同

工和弟兄姊妹，不斷的且無悔的關心、代禱、支持

和奉獻。也要感謝客神院內所有牧長同工、教職員

生，兢兢業業，且忠心委身的事奉；以及，客神所

有的院務委員（董事），長期以來，同心協力，積

極貢獻。我特別要感謝的是王寓文副董事長、溫永

生院長和何榮泰副院長，他們總是兢兢業業、盡心

竭力的在服事主，也服事人。相信大家在主耶穌基

督裡的勞苦必不徒然。

客神在完成第一期建校，通過亞洲神學院協會

的認證，以及成立新的財團法人之後，可以說是進

入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此之後，我們如何走在神的

旨意當中，是我們所衷心期盼的。

對未來的期盼

除了上面所述的可以繼續落實以外，其他方面

也有期盼。

1、異象：期盼聖靈賜下更清楚的異象和使命，
使我們能夠一同領受，一同承擔，一同完

成，並行在神的旨意當中。

2、招生：期盼客神的招生，能夠在量與質上都
提升；且隨著宣教的需要，求主感動更多各

地優質的神學生，前來就讀。

3、校友：期盼能夠更多為校友禱告，也常常主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
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或譯：在靈性稱義），被
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
裡。」（提前3：16）

十九世紀偉大的奮興家芬尼（C h a r l e s  G . 
Finney）認為，禱告之所以能夠感動神，並不是神因
著我們的禱告被改變了。反而是透過禱告，尤其是

有效的禱告，我們被改變了，或者說我們被更新或

復興了，以致於神可以動工，使得祂的作為能夠施

行在我們身上。同樣的，其實我們的敬拜一點都不

能增添上帝榮美的一分一毫。但是透過敬拜讚美，

卻是可以改變我們這開口稱頌讚美神的人，使我們

的身心靈都預備好了，可以看見神的榮美和尊崇、

聖善和全能⋯⋯等等祂的偉大和高貴。而這樣親身

經歷神、感受到神，絕對可以讓神在我們身上動

工，使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活出基督門徒的生命，

更能在未信者的面前見證和傳講神的大能。

動與他們連結，協助他們，使他們在事奉的

道路上，不孤單，且更得力。

4、傳承：無論是客神的牧長同工，或董監事，
乃至所培訓的學生，都能夠看重傳承；使一

代過去之後，新的一代能夠起來承接。

5、宣教：期盼客神能夠在「客家」和「宣教」
上並重。最好能夠成立宣教中心，使院內宣

教的培訓和院外宣教的需求和配搭，都能更

緊密連結。

以上總總，就是期盼客神能夠更為主培育合神

心意的工人，特別是在南海絲路的這個區塊上宣教

的工人。

對未來的祝福

我們深信神對客家族群有特別的心意和計畫，

對客神亦是如此。神所引領的，神必保守、供應和祝

福。因為，「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1:6）

最後，願愛我們的父神，在主耶穌基督裡，藉

著聖靈，在新的一年，大大的保守祝福客神的每一

位董監事、教職員生、牧長同工、和關心支持客神

的弟兄姊妹和所有家人，身體心靈都平安、健康，

喜樂，並且「生命更被更新，生活更有見證，服事

更見果效」。無論在任何的事上，都靠主得勝有

餘。願一切的榮耀頌讚感謝都歸給愛我們的主。禱

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美國著名的牧者和講員派

博（John Piper）說，敬拜是
推動宣教的烈火和燃料。確實

敬拜與宣教的關係非常密切，

因為敬拜中的喜樂與節慶的氣

氛，高舉神榮美和尊崇的歡樂，配

合著音樂美、合唱美、團契美、信息美的傳播，可

以既豐富又獨特地在世人面前，將神的德性和作為

顯揚。而且在信徒的聚集中，又有宣召、頌讀神的

話語，並透過詮釋和傳講，將神的信息宣揚出來。

另外，我們歡呼歌頌神的尊榮，因為祂的權能彰顯

於諸天，祂的作為遍滿全地。我們的主遠超過世間

一切的偶像，甚至人所造的一切都無法與祂相比。

而且高舉唯獨信靠基督的信仰，更是斷定人世間所

有宗教性的努力毫無功效，唯有透過基督才能與神

恢復和好，才能重新回復人受造時光榮的形象和地

位。

∕潘定藩牧師（本院研究中心主任）讓敬拜點燃　　　之火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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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中，詩篇當然是指教信徒敬拜的金鑰

匙，引領我們進入與神相遇而真實敬拜的真理寶

庫，同時也是教導我們進入宣教行列，向全地宣揚

耶和華神，祂是掌管萬有，同時也是統治宇宙的主

宰。而在新約中，其實也有一些經文特別能夠幫助

我們進入敬拜，尤其是進入宣教導向的敬拜詩歌，

譬如提摩太前書3:16。在這篇短文中，就是想要透過
默想這一節經文，而來思考敬拜與宣教之間的緊密

關係。

第16這一節經文，其實是包含在提摩太前書
3:14-16這段經文當中，而就在這前兩節的經文中，
使徒保羅使用了社群團體的圖像，說明教會本質上

是「神的家」，也就是教會本是歸屬於永生神的生

命體。緊接著又使用了建築結構的用語，指明教會

功用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教會在功

用上，既是要維護真理，更是要宣揚真理。而到了

16節，則是用頌讚詩歌的形式，使用的是極其簡潔
的文字，卻是在這一首詩歌裡同時宣告了基督、福

音、宣教三個面向的真理內涵。

首先，提前 3 :1 6的一開頭，使徒說到「大
哉！」，而且斬釘截鐵地說是「無庸置疑的大
哉！」，這正是我們敬拜時歡喜高歌和興奮拍掌
的原因。因為我們的主是可頌可畏極其尊崇的神，

確實是配得我們所有的讚美、一切的敬拜，因此信

徒理當用各種各式的敬拜和讚美，不斷地稱揚和高

舉「大哉！」永世的真神，使祂的名在全地上被人

稱頌、受人高舉。我們的敬拜不只是要在信徒的聚

集中稱揚祂，更要在世人面前大大宣揚祂的一切榮

美。

接著提前3:16就呈現出一首短短的讚美詩，在
原文裡這首詩歌的頭一個字，它是陽性的關係代名

詞，眾多的聖經註釋者都認為這個關係代名詞指的

是耶穌基督。因此，這首詩歌述說的焦點就是身為

彌賽亞的耶穌的事蹟。我的恩師唐書禮（Philip H. 
Towner）是以研究三提書而舉世聞名的新約學者，
他更建議這六行詩歌全都要透過「基督論的眼鏡」

（a Christological lens）來閱讀。相信唯有戴上這副
「基督論的眼鏡」，才能領悟主耶穌從降卑到昇天

的一生，全都是我們敬拜讚美的核心事件。而主耶

穌所做所說的一言一行，全都可以化成吟唱頌揚的

素材，更成了我們不論在今生今世，還是進入永恆

圍繞在寶座前敬拜歌頌的焦點。

很有意思的，這首詩歌中共有六個動詞，每一

個卻都是使用被動式語態的動詞。這很容易讓我們

連想到主耶穌所有的動作，即便是作成救贖整個宇

宙的無比功勞的舉止行動，也全都是在父神的掌管

和護理之下進行的。同樣的，父神才是造成我們每

個動作存留，以及促成作工的果效可以發生的那一

位。因此我們每一次的敬拜，不論是團體還是個人

的；我們每一次的宣教和佈道，不論是在本地還是

在海外；全都應當服在父神的領導和指引之下，為

了是使主的名在本國本地被宣揚，進而到列國列邦

也被稱頌。

聖經學者對於提前3:16這首詩歌，最大的爭論是
聚焦在討論它的組成結構上。到底這六行詩，原本

是應當三行為一組，而由二組經文合成的詩歌呢？

又或是二行為一組，由三組經文合成的詩歌呢？對

於這些辯論，絕對不是我們這篇短文能夠含蓋的。

在此我們只是想簡要地說明，對這首詩歌結構性的

探討，更讓我們看見敬拜與宣教的緊密關連。

如果提前3:16是二行結構，而由三組合成的詩
歌。那麼，它就是許多學者眼中最愛的「交叉體」

（a chiastic arrangement），也就是第一組的二行所
提到「肉身」和「聖靈」，其實說的是一「地」

一「天」不同的事物；而第三組也是一「地」一

「天」的說法，談到的是「世人」和「榮耀」。但

到了第二組卻是變成了一「天」一「地」的內容，

因為說到的是「天使」和「外邦」（新譯本是「列

國」）。第二組的反轉，正是「交叉體」最顯眼也

最迷人的標記，它提醒我們第一組述說的死而復活

的基督，以及第三組講論建立並進入榮耀國度的基

督，但中間夾著第二組的內容：那就是在天上的天

使天軍，以及列邦中的萬族萬民必定宣揚祂榮耀尊

貴的名。這樣的結構分析，清楚地提醒我們，就在

過去得榮耀的基督，以及已得榮耀，並且還要再來

得更大榮耀的基督，在這兩者中間交付給信徒一個

重大的使命，那就是他們理當應和天使天軍的宣

揚，成為在全地上宣揚主基督的宣教大軍。

如果提前3:16是三行結構，而由二組合成的詩

歌。我們看到的第一組：「在肉身顯現，被聖靈
稱義，被天使看見」，清清楚楚地描寫的是道成肉
身的基督；而第二組：「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
服，被接在榮耀裡」，則是明確地勾劃出己經得著
尊榮的基督。而在這個結構分析當中，我們可以清

楚地看見第一組的內容裡，信徒所能扮演的是讚嘆

和領受的角色，這一組全是全能神所作成的工作，

信徒只能作個享受者和稱謝者。但是到了第二組經

文的內容，信徒就進一步可以投身在其中作個參與

者了。我們現在就處在基督當「被傳於列邦」，也

就是教會當投身普世宣教的歷史進程當中。不只如

此，經文所說「被接在榮耀裡」的基督，其他聖經

的經文宣告祂將要再來迎接教會，也就是祂的新

婦，與祂一起進入永恆的榮耀裡。這就是奉行基督

大使命的信徒，辛苦宣教的信徒將會親身領受的獎

賞。這也是為什麼使徒保羅勉勵提摩太，同時也

是勉勵我們：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提後
4:2），因為有未來「將要與祂一同作王」的應許
（參提後2:11-13）。是的，領受將基督傳於外邦的
使命，努力使基督「被世人信服」的我們，未來必

定會分享主耶穌在永世新天新地中作王的榮耀。

（本院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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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孫秀琴校友（關西聖潔會）

1.請為教會慶祝聖誕節來了許多福音朋友代禱，盼能

持續跟進，為他們守望，結出永存的果子。

2.請為1/25～26遇見神營會，同工信徒都能踴躍參加，

經歷聖靈的充滿與醫治釋放禱告。

王少妹校友（平鎮崇真堂）團）

1.請為原勝協會明年理事長和理監事的改選，求主掌

權預備合適的人禱告。

2.請為同工們身心靈興盛，家庭都蒙神賜福禱告，也

請為我們牧區今年的幸福小組有更多組員投入一起

做幸福小組禱告。

院長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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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虎尾浸宣教會客神主

日；1/29～30青年門徒營教課；2/1台東客家得福餐

會證道；2/10草漯靈糧堂客神主日講道；2/24高榮

禮拜堂客神主日講道（其餘的週末主日在平鎮崇真

堂講道）。

2.請為本院籌設教牧博士科代禱，目前正邀請籌備委

員，組成後，將開始開會研討籌辦事宜，求主帶領

能設計出有特色的教牧博士進修學程。

本院2018年台南場研經特會，11/15在台南聖教會

順利舉辦完成。溫院長及羅主任專程南下，分

別傳講信息及傳遞本院的異象與使命。

客家人是台灣第二大族群，但是信主的比例只

有千分之六。溫院長說，在最近幾年，在客家福音的

工場上神行了一連串的神蹟！客家人信主較不容易，

客家的教會為數不多，又很弱小，但神特別賜福客

神，在沒有向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建校順利完成！

台南聖教會精心預備這場聚會，號召了教會的

「客家血統」會友組成客家詩班，只要能「追溯」

到客家血源的人都歡迎加入，他們帶來一首

動人的詩歌《牽我的手》；陳龍祥弟兄代表

客家人來讀經，並分享自己以「客家語」錄

製「泉源甘露」所經歷到的恩典。

這次研經特會的主題是：「流淚撒種、

活出感動」。在信息中，溫院長的分享帶著

真摯的情感，分享了許多牧養的感動故事，

深觸弟兄姊妹的心。

溫院長引用列王紀下先知以利沙和書

念婦人的故事，來引導弟兄姊妹更深入地

思想。他提出兩點：一、讓人感動的服事；二、讓

神感動的服事。書念婦人真誠主動地服事以利沙，

讓以利沙很感動，而願意每次經過都進去吃飯。可

見，「真誠主動會讓人感動」！書念婦人盡己所能

地獻上最好的，讓神感動，於是藉以利沙賜她兒

子，「盡己所能獻上最好，會讓神感動」！

溫院長最後呼籲：把自己最好的獻給祂！什

麼是我們最好的？我願意拿出我最好的獻給神嗎？

願台南的弟兄姊妹在服事上能「真誠主動，讓人感

動」！「盡己所能獻上最好的，讓神感動」！

花絮報導台南研經特會 ∕院訊編輯小組 

本院已是亞洲神學協會（ATA）正式會
員，道學碩士科、宣教碩士科、神學學士科已獲
認證。去年八月，美國富樂神學院跨文化研究博
士潘定藩牧師正式上任，成為本院溫院長、田榮
道主任、陳美華主任之後的第四位專任老師，並
兼任「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今年
年初，國際差傳協會（SEND）香港宣教士羅偉

森牧師也將來本院成為專任老師。師資陣

校本部2019暑假招生考試
容不斷加強，歡迎有心服事的弟兄姊妹報考，接
受神學裝備，成為神國工人。

今年招生分二梯次：

第一梯次：筆試6/03，口試6/17
第二梯次：筆試7/12，口試7/26

歡迎眾教會推介合適弟兄姊妹報考（有任何
問題請洽教務處 彭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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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12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230,977
 平鎮崇真堂 	48,548	  蘭陽靈糧堂 	5,000	  台北靈糧堂(屏東長治愛加倍靈糧堂) 	12,000	
 桃園靈糧堂 	4,800	  雙和崇真堂 	2,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基督成功教會 	5,000	
 基督教生命泉教會 	1,000	  2018高雄區研經特會 	11,227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循理會中崙教會 	10,000	
 2018台北區研經特會 	6,100	  2018屏東區研經特會 	4,800	  財團法人台灣省中華基督教信義會恩霖堂 	20,000	
 基隆安樂福音堂有志 	2,500	  金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天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3,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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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2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寶山) 	5,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台中真道堂) 	10,000	
 中壢靈糧堂(龍潭活水靈糧堂) 	1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3,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拿撒勒人會(楊梅福羚教會) 	5,000	
 台北靈糧堂(新店活水泉靈糧堂) 	3,000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二重埔教會 	20,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個人奉獻 $$686,800   內含零赤字 114,000  姚文媜 	1,000	  戴國揚(零赤字) 	1,000	
 魏金桃 	500	  葉恩慈 	1,000	  廖培英 	1,000	  邱見利 	500	  周碩猛 	100	  蔣○○(零赤字) 	40,000	
 廖家健 	2,500	  劉以琳 	2,000	  黃麗紅 	200	  古　昕 	600	  林元鼎 	5,000	  彭慧雅(零赤字) 	3,000	
 翁文章 	2,000	  范秉添 	1,500	  賴○○ 	1,000	  莊萬益 	1,000	  徐惠珠 	200	  王秀芳(零赤字) 	2,000	
 陳明福 	1,000	  王建慶 	2,000	  陳靜好 	500	  林常文 	1,000	  邱垂恩 	1,000	  施慎微(零赤字) 	3,000	
 楊菊娣 	2,000	  徐嘉繁 	2,000	  吳淑芬 	1,000	  張文英 	2,000	  馮聖鈞 	100	  彭慧盈(零赤字) 	4,000	
 吳勝任 	1,000	  許書毓 	1,000	  林恩慈 	5,000	  主知名 	400	  余慶榮 	1,000	  陳家玉(零赤字) 	1,000	
 黃為簇 	2,000	  古秀惠 	2,000	  徐吳雄 	600	  郭恩慈 	2,000	  李彥井 	1,000	  王寓文(零赤字) 	12,000	
 莊東傑 	1,000	  房子欽 	1,000	  王秀芳 	500	  官昭容 	1,000	  張鄧春妹 	500	  林祺文(零赤字) 	500	
 潘品雯 	1,000	  李必忍 	6,000	  李圖南 	2,000	  涂世浩 	2,000	  丁藍月鳳 	1,000	  孫玉芝(零赤字) 	1,000	
 胡碧貞 	2,000	  葉玉芸 	1,000	  劉勝全 	100	  洪萬鎮 	6,000	  顧彭春敏 	1,000	  范正成(零赤字) 	6,000	
 范○○ 	700	  李　健 	4,000	  張季仁 	1,000	  施慎微 	500	  吳周秋子 	3,000	  田鴻英(零赤字) 	1,500	
 彭兆鴻 	5,000	  鄭志琴 	100	  李建儒 	1,000	  范綱成 	2,000	  羅源豐(零赤字) 	4,000	  徐吳雄(零赤字) 	5,000	
 邱垂恩 	1,000	  呂瑞貞 	1,000	  張耀棟 	1,000	  周碩猛 	200	  曾貴珠(零赤字) 	1,000	  彭慧盈(零赤字) 	4,000	
 曾義龍 	5,000	  主知名 	1,000	  楊佳代 	2,000	  李　潔 	12,000	  姚映慈(零赤字) 	1,000	  陳吉光(零赤字) 	3,000	
 陳阿敏 	500	  蕭莉明 	1,000	  李美潔 	1,000	  謝○○ 	50,000	  田榮道、陳美華(零赤字) 	5,000	
 主知名 	200,000	  邱福全 	1,000	  郭宗宜 	1,000	  何志宏 	80,000	  康文成、羅靜文(零赤字) 	10,000	
 吳敏華 	100,000	  周桂香 	1,000	  鍾梅貴 	2,000	  賴明德 	20,000	  潘定藩(零赤字，11～12月) 	6,000	

客神之友 $110,100   內含零赤字 3,000
 陳心儀 	3,000	  張世宏 	300	  溫瑞美 	1,500	  張永勝 	1,000	  李泳滿 	10,000	  鄧錦敦 	1,000	  孫秀琴 	1,000	
 鄒坤記 	900	  曾美芬 	300	  徐川崙 	500	  鍾瑞玉 	2,000	  嚴文星 	2,000	  陳品悅 	2,000	  鄭志琴 	3,000	
 關永武 	10,000	  張鳳英 	500	  謝鳳貞 	2,000	  吳秋玲 	500	  蕭國棟 	500	  陳其順 	1,000	  呂瑞貞 	2,000	
 羅美鳳 	600	  王○○ 	1,000	  陳協全 	1,000	  張　麗 	500	  林吉雄 	3,600	  薛佳恩 	1,000	  崔王少妹 	1,000	
 余瑞美 	1,500	  曾淑義 	1,000	  鍾豐建 	1,000	  卓秀美 	300	  宋旻興 	300	  翁菁穗 	1,000	  陳吉光(零赤字) 	3,000	
 林志榮 	5,000	  林慶宜 	1,000	  李淑玲 	500	  賴慧玫 	1,000	  翁仁聖 	1,000	  高文清 	300	  范正純,邱仁嬌 	22,000	
 蕭偉光 	2,000	  龔麗芬 	300	  林美雪 	300	  邱龍香 	1,000	  沙哲明 	1,000	  潮　春 	300	
 陳○○ 	500	  侯以玲 	300	  劉錫軒 	300	  陳艷花 	1,000	  鄭鏡偉 	500	  沛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 $37,800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1000／1000 $10,000
蕭騰忠 戴國揚 丁○○ 張碧玲 黃有妹 蔡惠予 陳康芬 李知昂 鄧鍾瑞蘭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其他 $27,800
 鄧毅中 	700	  劉悅姒 	5,000	  范正成 	2,000	  邱子芸 	2,000	  秦勝芳 	100	  彭林英嬰 	5,000	
 王惠蓉 	5,000	  余智能 	2,000	  賴暉昌 	2,000	  莊經綱 	2,000	  王曾秀蘭 	2,000	

特別 $4,000

 范揚傑 	3,000	
 彭錦光 	1,000	

基甸三百 $30,000

 盧莉芳 	3,000	  溫永生 	3,000	  林志榮 	3,000	  吳淑敏 	3,000	  李徐鳳英 	3,000	
 徐菊英 	3,000	  林佩蓉 	3,000	  劉駿杰 	3,000	  鍾心怡 	3,000	  王萸芳 	3,000	

M2宣教專款 $4,300

 王瑞淇 	2,000	  楊文聰 	1,000	
 張金葉 	1,000	  曾美芬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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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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10	 	37,800	 	250,811	 -35,101 

國內助學金 	800,000	 	688,372	 	96,020	 	110,520	 	673,872	
圖書專款 	600,000	 125,265	 	54,240	 	82,958	 	96,547	
師資培育專款 	700,000	 	939,096	 	52,300	 	59,456	 	931,940	
宣教專款（含跨文化

宣教獎學金）
	400,000	 3,178,246	 	4,300	 	81,539	 3,101,007	

戊菊牧家關懷專款 	100,000	 	475,200	 	100,000	 	6,000	 	569,2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500,000	 	404,126	 	97,030	 	81,030	 	420,126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300,000	 	191,073	 	129,733	 	-	 	320,806	
離職預備金 	726,083	 	24,647	 	-	 	750,730	
合計 	4,000,000	 	6,905,371	 	596,070	 	672,314	 	6,829,127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07年預算 	$12,000,000	
上期餘絀 -147,659	
當月收入 	1,028,431	
當月支出 	2,314,983	
本期餘額 -1,434,211	

2019年第三場研經特會
主題：時代的契機

竹南區　時間：2/22（五）晚上19:30∼21:15

　　　　地點：竹南神召會（苗栗縣竹南鎮和平街58號 037-472-543 ）

　　　　講員：蕭偉光牧師（橫山教會牧師）

免報名費，自由奉獻，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2019年二月客神主日
2/3 天母禮拜堂∼趙國俊 牧師

2/10 草漯靈糧堂∼溫永生 院長

2/24 高榮禮拜堂∼溫永生 院長

2/24 東勢行道會（敬祖）∼余慶榮 牧師

2/24 竹東厚賜堂∼田榮道 主任

本院為了營造客語環境，在大樓的公共空間貼

了一些客家諺語，供師生同工學習記誦。自去年九

月起，也藉院訊一隅分享一些諺語，讓有心學客語

者多一個管道。

　　頭擺（即從前）釀酒都是自己來，酒濾掉，會
剩下“糟粕”，農家會留下，可以當蜜餞吃；或者
養豬，卡路里很高，營養價值不錯。

　　這師傅話的意思是「不知足」。送你酒喝就很
好了，還嫌酒糟沒給你，真是不知足哩！

每月一篇客家諺語

人心節節高，有酒嫌沒糟（客家師傅話）

圖書專款 $54,000

 楊菊娣 3,000	  姚映慈 	1,000	  主知名 	50,000	

師資培育專款 $52,300

 田榮道、陳美華 2,000	  姜○○ 300	  主知名 	50,000	

戊菊牧家關懷專款 $100,000

 主知名 100,0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97,030

 洪○○ 	25,000	  郭台麟 	1,000	  洪嬿陵 	5,00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Agape獎學金） 	66,03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129,733

 姚映慈 	1,000	  張鄧春妹 	500	  主知名 100,000	
 溫永生(基隆安樂福音堂講道謝禮) 2,000	  台幣兌換入帳 	23,233	
 溫永生(長治愛加倍靈糧堂講道謝禮) 3,000	

助學金專款 $96,020

 郭台麟 	1,000	
 劉紹華 7,00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

 協進會（Agape獎學金）

	
88,020	

2019年年度目標為提昇「學術性」與「即時性」資
源。在「學術性」方面，需要擴增中、西文圖書、
期刊及工具書；在「即時性」方面，需定期的蒐集
及購進最新出版的中、西文圖書及工具書。

本館除了依預算編列採購之外，更需要關心客神的
您，給予我們支持，為我們代禱及奉獻。本館仍歡
迎牧長及弟兄姊妹們捐贈書籍，特別是1.著重在研
究學術性的類別：包含中英文之聖經注釋、神學教
義、宗教比較、教牧、宣教、心理輔導、文化人類
學、社會學、研究方法。2.客家研究特色。

 【圖書館訊息通告】

自2019年度起，本院以新的法人「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開始運作
銀行匯款奉獻

戶　　名 : 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
帳　　號 : 015001082491
收款銀行 : 土地銀行 — 石門分行
銀行代碼 : 土地銀行 — 005

郵局劃撥

劃撥帳號：50416881
帳　　戶：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

　　　　　客家神學宣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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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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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
2. 銀行名稱：臺灣土地銀行 - 石門分行
3. 帳戶號碼：015 - 001 - 0824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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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lder Street, Waltham, MA 02453 林莉玟長老收。

 有任何有關奉獻的問題或需銀行電匯資料可與林莉玟長老
 連絡∼聯絡電話：(617)410-6336，電郵：lihwenlin@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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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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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
                      （Christian Hakka Seminary）
2. 銀行名稱：LAND BANK OF TAIWAN-SHIHMEN BRANCH  
3. SWIFT Code：LBOTTWIP015
4.帳戶號碼：015 - 101 - 0174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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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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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4-43-04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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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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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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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擴校購地專款： 元   

    □ 國內助學金： 元

    □ 圖書專款： 元

    □ 師資培育專款：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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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性  別：□ 男 □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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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奉獻種類：為客神奉獻 
     □經常費 □客神之友 □擴校購地專款 
     □其他用途：                                                 

收據寄發：□年度收據 □按次收據 
奉獻徵信：□徵信匿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