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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心 語

∕院長 溫永生牧師

「大衛安慰他的妻拔示巴，與她同寢，她就生了兒

子，給他起名叫所羅門。耶和華也喜愛他，就藉先

知拿單賜他一個名字，叫耶底底亞，因為耶和華愛

他。」 （撒下十二24、25）

我是無可救藥的節省者。

小時候家裏窮，省慣了，改不了。

客神剛遷校龍潭時，常有人開燈不關燈，我就

到處關燈，得了關燈的「恩賜」。

去年十月，小舅子的車換給我們開以後，體積

雖稍大些，我進出校門仍只開一扇門。理由無他，省

電！

我去游泳池游泳，一定洗完澡才回家，也順便

把泳衣、泳帽洗乾淨；時間若夠，還刷完牙才回家。

原因無他，省家裏的水！

這幾年理髮，我請教會從事家庭理髮的姊妹，

帶著工具來聚會，聚會後就在辦公室幫我理髮，只要

100元！之後，短三週、長三週，我自己修修剪剪又
三週，真是省時又省錢。

因為愛，祂很幽默
大衛與拔示巴犯姦淫後，上帝藉先知拿單嚴厲

地責備他：「你為甚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
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捫人的刀殺害赫人烏
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你既藐視我，娶了赫
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

家。」（撒下十二9∼10）並宣告所得的孩子必定要
死（撒下十二14）。

《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網站解釋說，

在孩子生病的七天中，大衛禁食禱告時，寫了詩篇

五十一篇。在這詩篇中，大衛渴望他的重罪能得

赦免（詩五十一2），他也深怕上帝會丟棄他（詩

五十一11）。

的確，堂堂在上、令人尊敬的國王，卻為了掩

飾與人妻犯姦淫的罪而借刀殺人，罪上加罪！做了

那麼卑鄙、那麼詭詐的事，上帝還會愛他嗎？還會

賜福他嗎？心中的罪惡感、被拒絕感必在不短的時

間中籠罩他的心。

在這種情況下，當他與拔示巴生下所羅門時，

上帝藉著曾責備他的先知拿單，賜給所羅門另一個

名字─耶底底亞，意思是耶和華所摯愛的！上帝

用這行動來安慰大衛，並傳達上帝赦免與接納的信

息，雖然罪會帶來後果，但上帝不會丟棄他。

這是上帝的幽默！上帝待人如此幽默以對，是

表達祂對人的愛！

因為省，我曾懊惱
為了活絡屏東內埔家鄉的經濟，十多年前回內

埔，到燦坤店買了一個電動刮鬍刀，用了十多年。不

久前，發現刮鬍刀的蓄電能力降低，更大的問題是，

它的刮刀金屬網已有小破洞，不小心還會刮傷皮膚。 
心想：應該是換刮鬍刀的時候了！

默幽上帝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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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亞洲神學協會）正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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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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月，教會的全職同工借客神舉行年度退

修會，這次內容的設計，雖有事工的分享與禱告，但

希望更多彼此的團契，並在輕鬆的活動中增進關係。

所以，第二天分享與禱告後，就安排同工們去客神附

近的密境健走運動，走一個多小時可抵達渴望會館吃

午餐。

正要出發時，才知客神廚師請假，中午同工們

須各自外食。心中突發奇想：何不兩個單位的同工一

起吃飯聯誼？！但，哪個單位出錢？教會？客神？好

像都不宜，乾脆由我自掏腰包請客！就這樣出發了，

中午大夥兒約二十人高高興興地吃午餐。

飯後，不料，收到一通訊息，一位弟兄說，他

朋友送他一個禮物∼飛利浦牌的電動刮鬍刀，他用不

到，想送給我，已送至教會辦公室。我到了教會，看

到禮物一大箱，裏頭不只有刮鬍刀，還有電動牙刷、

德國雙人煎盤組，價值應超過我請同工吃飯的費用！ 
上帝又再次讓我經歷「路六38」的應許。

不過，我還是捨不得就這樣丟掉舊的刮鬍刀。

只要我小心調整刮的動作，就可以不傷到皮膚，蓄電

力不足也沒關係，只要隨身帶電源線就可以了。還會

動的刮鬍刀怎麼可以丟？！所以，3/4∼11受邀到印
尼服事，我還是帶舊的刮鬍刀出門。3/11回到台灣，
整理行李時，電源線怎麼找都找不到！難道我忘了收

到行李內？十多年來，帶它出門已超百次，都沒發生

過！這次，怎麼會忘記呢？！好懊惱！

一轉念 內心發笑
心情鬱卒中，突然有一個念頭出現：「天父，

祢知道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節省者，祢就用這方法逼

我換新的刮鬍刀？祢好了解我！」我的內心發笑。第

二天，我馬上把舊的刮鬍刀丟進資源回收箱。

新的刮鬍刀真好！聲音小，刮得更舒服、更乾

淨。我慢了兩個月享受它！上帝真幽默！

幽默，可拉近與人的距離，化解尷尬的場面，

有時也可化解人與人間的緊張關係，讓鬱悶的心情得

著紓解。上帝愛我們，也會以幽默待我們；我們為了

愛，也應培養幽默。

很感謝客神2月25日安排這次的會議。有人說，刀
是愈磨愈亮，腦袋是愈磨愈靈光。我同意這句

話，特別對於教學這件事。

一方面是實際的上課教學可以磨出老師的熱情與

經驗，另外一方面，透過老師們的互相研討，可以把

不同的思維及洞見給激發出來，還可以從研討會的當

中，察覺自己在教學上的盲點。

首先，我覺得學院在這次研討會中所安排的四位

小組長非常稱職，原來以為一個多小時的討論時間很

長不知道要講什麼，但因著小組長的引導，把組員的

想法和領受變成了很真實的回饋，甚至是欲罷不能，

不得不在組長的貼心提醒下結束分享。

第二是，在聆聽彼此分享的時候，聽到了一些大

家共同都遇到的問題，例如：學員個別程度有差異、

學生年齡差距大、各人學習能力不同及很怕寫作業，

這些實際上的問題往往考驗授課老師的智慧，如何能

夠在同一段時間，同一個課程之中，去讓上課學習的

每位同學能夠被鼓勵，可以持續地學下去，產生真實

的學習果效，這是我們為人師者要去真實面對的。

另從不同老師的分享中，得著很好的提醒，例

如：有位老師分享在上課中一定要讓學生有說話的機

會，多讓學生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能夠拉近

老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這對講的人和聽的人都有好

處。

我自己覺得有時候站在教導者的位置，總會覺

得想要預備更多的資料和內容提供給學生。不過，扣

掉敬拜及破冰，教課的時間往往剩下不多，就會想要

很努力地把自己所精心預備的東西一古腦兒地塞給學

生，因此，常常會有時間不夠用的感覺，這時候還要

多讓學生有時間分享就會很為難。心裡會開始思考，

我是要堅持把課上完？還是讓學生有真正學到東西？

或許沒有絕對的做法，卻是值得我在備課時做更多好

的延伸性的思考。

研討會中還聽到很多老師們很有幫助的分享，在

此就不一一詳列。期待下次美好的相聚，可以碰撞出

改變思維、增進教學果效的收穫。

延伸制老師教學研討會心得 ∕林瑞光牧師
（本院延伸制老師／新店活水泉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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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延伸制老師／新店活水泉靈糧堂）

不容許特洛伊事件

平日不常看電影，有次找個機會去看一部「特洛

伊─木馬屠城」。這部片子之所以吸引我，

原因為在電腦病毒中，也有一種叫做木馬病毒，其種

類多得不可計數。在幾年前，因為我的電腦受到這種

病毒的影響，導致電腦的主機板全毀，因此，對「木

馬」實在印象深刻。木馬病毒的原理，乃是基於「木

馬屠城」的故事；從古至今，人類發動戰爭的理由各

式各樣，有的為了權力，有的為了名利，有的為了榮

耀，有的為了愛情。

我極喜愛歷史，經對本劇與原著詳加考察，顯

然內容上有些出入。不過，僅就電影本身的編劇而

言，看完後，直為特洛伊人感到可惜，就差那麼一

點，只要略略警醒一點，只要把當滅之物好好毀掉，

我想這就不會留下遺憾了。我也想起一個基督徒生命

的特質，到底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多少是當滅之物，

而我們卻是保留得好好的。

突然之間，我明白了約書亞的那席話：「至於
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恐怕你們
取了那當滅的物就連累以色列的全營，使全營受
咒詛」（書6:18），也明白當掃羅找了藉口對撒母耳
說：「……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
羊，要在吉甲獻與耶和華─你的上帝。」（撒
上15:21）之後卻是引起上帝的憤怒，甚至將掃羅的
王位拿走。

當我們沒有處理當滅之物（諸如：老我、苦

毒、自大⋯⋯等）的時候，坦白說，就是開始一步步

與魔鬼妥協的時候，換言之，木馬屠城的故事將再重

演一次。

過去瑞士是個中立國家，他沒有參與任何的國

際活動，為要保持中立的立場。在2002年3月3日，瑞
士舉行他們國家第三次公民投票，來決定要不要加入

聯合國，結果有55%贊成，45%反對。過去二次的投
票都是反對居多。換言之，目前在國際間已經沒有所

謂的「中立國家」。

當我們談到罪的時候，我們基督徒也是絕對不

能中立。我們是屬乎耶穌基督的，我們是屬乎光明之

子！罪就是罪，是沒有妥協的！約壹1:9告訴我們：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
們現在來檢查我們自己：是不是有得罪人、有驕傲

的、自以為是、批評、論斷、傷害人、得理不饒人、

虧負人的⋯⋯我們來到上帝的面前，要將這些的罪，

一一除去。我們得認真來處理這些事。求上帝來幫助

您有勇氣去面對您過去的罪、過去的失敗、過去的軟

弱。奉主的名，要來處理這

些罪，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承擔了這些罪，任何

一個人，甚至是魔鬼撒旦都

無法指控我們。

當一個人享受罪中之樂，

最終會有什麼結果呢？耶利

米書14:1∼12暗示我們，當人犯罪的時候，神會興起
環境來責打人。我們看見創世記3章裡面，當亞當、
夏娃犯罪之後，上帝在他們中間施行一個審判，這個

審判是關於四方面：男人、女人、蛇和土地。創3:18

「地必給您長出荊棘和蒺藜來…」，可見，當初
上帝在創造萬物的時，都是甚好，當然是不包括荊

棘和蒺藜，今天之所以有荊棘和蒺藜，因為人犯了

罪。所以，有人作一個推測（當然，這個推測是合理

的），就是原先上帝創造野獸時，個性是溫和，不然

亞當就無法管理牠們，然而，到了人犯罪之後，動物

的性格改變了。 

上帝不會放過犯罪的人所犯的罪，上帝會記念

的。耶14:10提及：「耶和華對這百姓如此說：這
百姓喜愛妄行（飄流），不禁止腳步，所以耶和
華不悅納他們。現今要記念他們的罪孽，追討他
們的罪惡。」這是何等可怕的事，上帝絕對不會放過
我們，除非我們已經對付了我們的罪。我們的罪若不

處理、或置之不理，那麼，上帝要記念我們的罪惡。

當耶穌面對一位犯姦淫的婦人時，耶穌充滿了

耐心與愛心，按照當時摩西律法，大家可以拿石頭打

死這位婦女，這位婦女她內心充滿恐懼，她是顯得那

麼的無助，她更不知道如何去面對那些鄰居、那些朋

友，可能以後走在街上要被人指指點點，然而，耶穌

對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犯
罪了。」（約8:11）耶穌不定人的罪，我們豈能定
別人的罪？

人們在犯錯或是犯罪之後，通常採取兩種態

度，一是積極的面對，另外一種則是消極的逃避。亞

當、夏娃在犯罪之後，就是屬於後者的反應；而大衛

在犯罪之後，經先知拿單的提醒，他選擇了前者，勇

於面對，他知道他無法躲避上帝的面。

事情一定有辨法解決的，只要來到上帝的面

前，我們承認自己的罪，上帝一定會赦免我們，因為

愛的使徒約翰語重心長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
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壹書一章9節）

∕黃銀成牧師（本院延伸制老師／竹南聖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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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異象：成為以聖經為根，以神學為幹，藉

宣教與文化的研究，從客家到全地，使人作耶穌基督

門徒的神學院。

說明：

1、成為一間擁有客語環境的神學院，能培育出
熟練客語的神國人才，向台灣400萬、全球
8000萬的客家人，進行宣教的工作，完成主
的大使命。

2、成為一間滿有宣教異象的神學院，能培育出
跨文化的宣教人才，與眾教會合作，在主快

再來之前，同心推動普世差傳工作；特別是

南海絲路的宣教事工。

3、成為一間進行文化研究的神學院，在客家語
言、聖樂、⋯⋯等文化議題上，不斷進行相

關神學與宣教策略的研究，促成大使命更有

效率的落實。

二、使命：培育神國人才，從客家出發，投入

普世宣教，完成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一間有清楚的異象和使命的神學院是您最佳的

選擇，歡迎您推薦有心事奉主的人來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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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問題請洽教務處 彭組長 03-411-6253#126）

本院的異象與使命 歡 迎 有 志 者 報 考

事奉要

引言：
感謝神從去年六月份開始，被中壢靈糧堂接

納，由新坡靈糧堂差派至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開拓！

領受三心二意的異象中，帶領草漯靈糧堂同工一同

開拓事奉！今分享三心二意的事奉見證，盼成為大

家的祝福。

一、順服神帶領的心
還沒有畢業就承接開拓堂會這個大使命，雖自

覺不配與不足，但感受到上帝的揀選與帶領時，就回

應神的呼召，順服神的帶領，開始了開拓的事工。從

三個人一個小組，現今有四個小組在運作：「成人小

組、社青小組、夫妻小組、印尼小組」。因著順服神

帶領的心，經歷神在教會中，人數倍增的祝福。

二、倚靠神事奉的心
從2018年九月二號會堂啟用後，我們每天早上

六點有十多位弟兄姊妹，早晨為開拓事工守望祝福禱

告。在凡事不懂如何進行時，在晨禱中神給我們屬靈

的看見，慢慢讓教會有初步的雛形！聖經說：「不
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 
方能成事」！草漯經歷神的祝福第二個秘訣是，凡
是禱告尋求上帝！開拓第二個月，就經歷大額奉獻及

擴 堂！倚靠上帝，凡事都不缺。

三、渴慕神話語的心
馬可福音中，說到耶穌前一天忙碌服事，次日

天還未亮就上山禱告親近上帝。感謝上帝！我們在

2018年終最後主日中 推動「一年讀經計劃」。哇！
教會有20多人天天讀經渴慕神的話語！教會弟兄姊妹

會動起來，傳福音探訪，是因為神的話語激勵他們，

弟兄姊妹才更加熱心事奉神，教會帶動渴慕神的話語

時，教會更蒙福。

四、全心全意
事奉神的人，定要全心全意！謝謝上帝使用詠

恩在開拓服事中，為著神國事工全心全意！因著全心

全意，弟兄姊妹看到傳道人的努力！他們也更加投入

事奉、認真的事奉神。生命影響生命!帶出教會的爆
炸力！現今教會會友40人，這樣的果效乃是弟兄姐妹
全心全意的事奉神：「探訪、佈道、傳福音」。聖經

說：「你要先求神的國，跟神的義，一切的東西
都要 加給你。」沒有全心全意事奉，神定也不會把
得救人數加在不願意專心事奉神的人身上。

五、同心合意
教會復興需要上下一條心！草漯靈糧堂在短

短半年時間，經歷「人數倍增、奉獻祝福、擴堂完

成」， 都是弟兄姊妹把這教會當作自己的家！把自
己當作主人！把教會的事當作自己的事！草漯就經歷

神蹟奇事。謝謝上帝讓我們有機會事奉祂，也謝謝我

愛的同工，願意跟我同心合意的事奉!因著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我們教會成了「活」的教會。也請代禱勇

士們，繼續為詠恩開拓事奉守望祝福，願三心二意的

事奉，成為您與我最大的幫助。

∕傅詠恩同學（草漯靈糧堂）

三心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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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黃月英校友（台東客家全人關懷中心）

1.請為成立「台東客家全人關懷協會」能合神心意代

禱。

2.請為台東的客家鄉親靈魂得救代禱。

王少妹校友（平鎮崇真堂、原勝協會）團）

1.四月開始牧區的幸福小組，請為福長和同工常被聖

靈充滿、有好的預備代禱，也求主親自感動福音朋

友（Best）能渴慕參加幸福小組。

2.請繼續為我的弟兄身體禱告，求主親自保守與醫

治。

劉春麗校友（平鎮崇真堂）團）

1.請為擔任幸福小組福長要負責講信息代禱。

2.請為客神的教學預備代禱，求主使用。

3.媳婦懷孕，求主保守一切平安健康。

院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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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靈糧堂客神主日講
道；5/12三義崇真堂主日講道；5/19竹北聖潔會客神
主日講道；5/25士林承恩堂退修會四堂培靈會；5/26
桃園溢恩堂客神主日講道（其餘的週末主日在平鎮崇
真堂講道）。 

牧育處：
請為神學生暑假短宣隊至南投東埔客家地區服

事，能籌劃周全、團隊合作、為主得人代禱。

圖書館：
請為今年圖書館專款目前收到的奉獻，只達到圖

書專款的2%，盼有更多的教會或個人守望代禱與奉獻
支持。

總務處：
因外借場地及住宿需求增多，請為預備整理工作

及接待人力安排代禱。

邀 請 函
謹訂於主曆二○一九年六月十五日（週六）上午十時正，於本院

（桃園市龍潭區新原路82號）舉行第十五屆畢業典禮，敦請本院第

一屆董事長范正成牧師證道。

    恭 請

撥 冗 光 臨

同 頌 主 恩
客家宣教神學院 董事長 范正成
 院Ō長 溫永生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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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3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417,915

 雅歌小吃  1,000  新生教團民生教會  50,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新竹聖教會有志 7,500  
 平鎮崇真堂  48,548  基督教生命泉教會  1,000  台北靈糧堂(新店活水泉靈糧堂)  9,000 
 平鎮崇真堂  12,363  基督教生命泉教會  1,000  竹東靈糧堂(羅偉森牧師講道謝禮)  2,300 
 雙和崇真堂  2,000  2019竹北區研經特會  8,075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雙和崇真堂  2,000  2019樹林區研經特會  8,374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  10,590 
 基隆客家團契  2,000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15,14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  8,660 
 新豐聖潔會有志  7,300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25,78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3,000 
 埔心浸信會有志  2,700  龍潭錫安敬拜中心有志  10,1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高雄愛加倍靈糧堂有志  3,2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500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有志  11,800  印尼宣道會棉蘭堂(溫永生院長講道謝禮)  5,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家庭教會  10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502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新竹靈糧堂(竹東靈糧堂)  4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屏東縣屏東市中華路基督教會  10,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1,000  中華基督教埔心浸信會(羅偉森牧師講道謝禮)  3,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3,000  印尼衛理公會棉蘭華語恩典堂(USD100，溫院長講道謝禮)  3,083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印尼華人基督教會聯會蘇北區委會(溫永生院長講道謝禮)  5,000 

個人奉獻 $355,025   內含零赤字$89,000 
 李香雲  5,000  官昭容  1,000  潘雪梅  1,000  簡吉雄  1,000  曾政忠  4,000  主知名  100 
 施淵泉  3,000  涂世浩  2,000  秦勝芳  200  李佩芳  500  徐吳雄  735  周碩猛  200 
 洪金滿  1,000  劉勝全  100  高英女  500  史義雄  1,000  田　祥  1,000  邱垂恩  1,000 
 陳鳳倩  2,000  陳阿敏  500  羅詩吟  1,000  陳以理  2,000  丁藍月鳳  600  丁藍月鳳  600 
 張雪霞  200  徐嬌英  1,000  連智陸  1,000  張雅智  1,500  姚映慈(零赤字)  1,000  陳蔡滿足  500 
 邱見利  1,000  徐嘉繁  2,000  主知名  800  白志陽  2,000  沙哲雄(零赤字)  1,500  林祺文(零赤字)  500 
 李秀珠  1,000  李崇信  3,000  林坤麟  500  黃博揚  2,000  王秀芳(零赤字)  2,000  朱○○(零赤字)  10,000 
 郭宗宜  500  劉燕玫  500  周禕平  1,000  陳思恩  1,000  彭慧雅(零赤字)  3,000  蔣○○(零赤字)  40,000 
 李嬌蘭  500  范正成  1,200  陳麗雲  1,000  莊嘉香  500  施慎微(零赤字)  3,000  范正成(零赤字)  6,000 
 曾豐霖  100  陳春光  2,400  淘慧珠  500  蔡瓊仙  1,000  潘定藩(零赤字)  3,000  陳家玉(零赤字)  1,000 
 曹香梅  200  林元鼎  5,000  范素英  1,000  溫幸江  2,000  戴國揚(零赤字)  1,000  徐吳雄(零赤字)  5,000 
 張耀棟  1,000  郭芳礎  1,620  賴志剛  10,000  田豐肇  1,000  羅源豐(零赤字)  3,500  田鴻英(零赤字)  1,500 
 彭兆鴻  5,000  葉玉芸  1,000  謝蕙如  1,450  周麗文  1,000  林元鼎(1月)  5,000  主知名(3/4匯款至土銀)  10,400 
 張季仁  1,000  邱雪霞  1,000  溫淑芳  6,000  尤秀美  100  徐菊英(1～3月)  1,500  主知名(3/1匯款至土銀)  2,000 
 楊潔詩  3,020  高美蓮  1,000  何志宏  90,000  曾政忠  4,000  田榮道、陳美華(零赤字)  5,000 
 沈介仁  1,000  余錦文  2,000  吳燕玉  30,000  余慶榮  1,000  溫永生(零赤字，新庄子聖潔會講道謝禮)  2,000 
 張○○  12,000  古秀惠  2,000  郭明桃  5,000  余慶榮  1,000 

客神之友 $75,150

 嚴文星  1,500  宋旻興  300  薛佳恩  1,000  呂瑞貞  2,000  張永勝  1,000  崔王少妹  1,000  崔王少妹(1月)  1,000 
 許書毓  1,000  陳品悅  2,000  孫秀琴  1,000  王○○  1,000  鍾瑞玉  2,000  陳品悅(1月)  2,000  陳彭寶英(1月)  1,000 
 蕭國棟  500  王忠義  300  余瑞美  1,500  曾淑義  1,000  吳秋玲  500  翁仁聖(1月)  1,000  潮　春(1月)  500 
 鄒坤記  1,100  吳月嬌  300  林志榮  5,000  林慶宜  1,000  卓秀美  300  沙哲明(1月)  1,000  高文清(1月)  300 
 黃多加  300  翁仁聖  1,000  李　健  1,000  溫瑞美  1,500  賴慧玫  1,000  翁菁穗(1月)  1,000  陳其順(1月)  1,000 
 李彥井  1,000  翁菁穗  1,000  蕭偉光  2,000  徐川崙  500  邱龍香  1,000  宋旻興(1月)  300  黃○○(1月)  1,000 
 李婉玉  1,000  潮　春  400  陳○○  500  陳艷花  1,000  柳葉萍  1,000  鄭鏡偉(1月)  500  王忠義(1月)  500 
 高文清  300  鄭鏡偉  500  張世宏  300  邱○○  350  彭錦光  1,000  張亞梅(1～2月)  600 
 陳其順  1,000  鄧錦敦  1,000  曾美芬  300  林美雪  300  呂心彤  500  天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月)  5,000 
 鄧錦敦  1,000  張亞梅  600  張鳳英  500  劉錫軒  300  史淑娟  1,000  沛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基甸三百 $38,000

 盧莉芳  3,000  鍾心怡  3,000  林志榮  3,000  蘭陽靈糧堂  5,000  吳淑敏  3,000  溫永生(1～2月)  6,000 
 溫永生  3,000  王萸芳  3,000  林佩蓉  3,000  長舟領一朗  3,000  吳周秋子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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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 $24,500  范正成  2,000  鄧鍾瑞蘭  1,000 

 蕭騰忠  1,000  劉悅姒  5,000  蔡惠予  1,000  黃滿春  500  黃有妹  1,000 
 徐桂美  2,000  丁○○  1,000  陳康芬  1,000  賴暉昌  500  童文瑛  3,000 
 戴國揚  1,000  張碧玲  1,000  李知昂  1,000  邱子芸  2,000  賴暉昌  500 

專款收支月報表
專款科目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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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295,670  24,500  95,101 225,069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600,000  699,372  8,000  20,500  686,872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400,000  381,626  37,500  344,126 
師資培育專款  700,000  824,972  6,000  8,915 822,057 
圖書專款  650,000  80,767  1,100  8,230 73,637 
宣教專款  400,000  3,228,303  47,500  32,300  3,243,503 
戊菊牧家關懷專款  100,000  569,200 569,2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450,000  542,418  1,800  544,218 
擴校購地專款  2,000,000  330,965  70,000  400,965 
離職預備金  -  763,049  12,345  775,394 
合計  6,000,000  7,716,342  171,245  202,546  7,685,041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08年預算  $13,000,000 
上期餘絀 (503,446)
當月收入  1,089,970 
當月支出  964,672 
本期餘額 (378,148)

師資培育專款 $6,000

 田榮道、陳美華  2,000 
 沙素娟 2,000 
 廖璦絲 1,000 
 侯思安  1,000 

宣教專款 $47,500

 鍾忠憲  200 
 蕭女蓉  2,000 
 曾美芬  300 
 楊文聰  1,000 
 趙典芳  1,000 
 王○○  42,000 
 余錦文  1,0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
研究專款 $1,800

 主知名  500 
 姚映慈 1,000 
 黃多加 300 

擴校購地專款 $70,000  范正成(新竹聖教會講道謝禮)  3,000 

 賴裕明  5,000  饒大鷗  30,000  溫永生(真福山講道謝禮)  7,000 

 劉芳桂  3,000  康文成  10,000  范正成(中壢聖潔會講道謝禮)  2,000 

 潘政偉  2,000  徐桂美  3,000  溫永生(基隆敬祖大會謝禮)  2,000 

 黃多加  300  龔麗芬  200  溫永生(龍潭錫安堂講道謝禮)  2,500 

國內助學金專款 $8,000

 方仰榮  7,000 
 童曉梅  1,000 

圖書專款 $1,000

 余錦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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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客家人是看重教育的。「抝」是折
彎或折斷的意思。這裡用「抝竹子」比喻教育
要即時。竹子長大就硬了，折不動了。教孩子
也一樣，從小就要教導，有錯誤要糾正。

　　孩子小時若太寵，捨不得拒絕
孩子不合理的要求，予取予求；
錯誤的言行也沒有及時導
正，等到孩子長大了，
壞習慣固定了，要改正
就難了！

每月一篇客家諺語

竹要嫩時抝，子要幼時教。

2019年第九～十一場研經特會

主題：時代的契機
中壢區 時間：5/3（五）晚上19:30∼21:15

 地點：中壢浸信會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53號 03-493-4764）

 講員：寇紹恩牧師（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師）

宜蘭區 時間：5/18（六）晚上19:30∼21:15

 地點：蘭陽真道教會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425號4樓 03-955-9465）

 講員：李家忠牧師（台北城市之光教會主任牧師）

豐湖區 時間：5/24（五）晚上19:30∼21:15

 地點：湖口浸信會

  （新竹縣湖口鄉民生街152號 035-990-445）

 講員：曾政忠牧師（台灣華人動員宣教協會理事）

五月客神主日
5/5 頭屋教會∼黃成鋒長老
5/11 基隆客家團契∼王寓文長老
5/12 苗栗浸信會∼羅源豐主任

5/19 竹北聖潔會∼溫永生院長
5/19 東勢神召會∼葛欣如宣教士
5/26 埔心福羚教會∼虞韻琴教師

免報名費，自由奉獻，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5/26 三峽禮拜堂∼羅源豐主任
5/26 桃園浸信會溢恩堂∼溫永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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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神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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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Hakka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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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harmo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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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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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Salesman Drive, 

Unit 3, Cambridge, ON N3H 4R7 或1546 East 35 Ave, Vancouver, 
BC V5P 1B3 。MEMO 註明 Hakka Seminary 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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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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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土地銀行 - 石門分行
3. 帳戶號碼：015 - 001 - 0824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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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

號 5 0 4 1 6 8 8 1
金額

新台幣

(小寫)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收
款
帳
號
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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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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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電
腦
紀
錄

經
辦
局
收
款
戳

戶

名

財團法人桃園市
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

寄           款           人

經辦局收款戳

姓

名

通

訊

處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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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