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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心 語

∕院長 溫永生牧師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

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

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

人。」（啟六8）

去年十一月本院訊就提到2020年「將是特別的一
年」，沒想到，第一件全球性的大事，就是武

漢肺炎的蔓延，及造成的恐慌。

武肺蔓延 福音遍傳
截至2月16日止，武漢肺炎的發源地∼中國，累

計確診已有6.8萬例，死亡1665人。這不只是造成中
國百姓的人心惶惶，更有人預測，若疫情控制不了，

將造成政局的動盪！

因著許多工廠春節假期過後遲遲不能復工，嚴

重衝擊經濟成長率！又因著對疫情的恐慌，觀光業、

餐飲業、交通業都連帶地深受影響！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首當其衝當然是中國，但

因著全球化的因素及國際間的貿易，經濟衰退已是國

際性的大問題。

這到底對我們基督徒帶來哪些啟發呢？參照上

述經文知，「瘟疫」是主耶穌再來之前的徵兆之一。

在疫情仍蔓延的期間，我們除了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

外，應思想「主耶穌再來」的真理，並以「福音遍傳

全世界」為職志，預備迎接主耶穌的再來。

我相信未來這些年將是我們好好傳福音、拓植

教會的季節！

正名三禮 正本清源
但在華人中間，我們發現最普遍信福音的障礙

就是祭祖問題！感謝上帝，在過去的年日中，當我們

推動「基督教敬祖事工」以後，得到不少好評，也有

不少長者信了耶穌。

不過，也有主內同道誤解了「追思三禮」的意

涵，以為「追思三禮」與民間傳統祭祖的「三獻禮」

換湯不換藥，而反對推行，或遲遲不敢推行。其實，

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三獻禮」是向祖先祭拜的禮

儀，但追思三禮是敬拜三一真神的儀式，在敬拜上

帝中帶出追思祖先的意涵。因此，我在此要大聲地

呼籲，教會界不應再使用「三獻禮」來稱「追思三

禮」，「三獻禮」是「三獻禮」，「追思三禮」是

「追思三禮」！兩者完全不同！「三獻禮」是民間傳

統的做法，「追思三禮」是教會的做法！正如我們也

提醒，在教會內不應說是「祭祖」，而是「敬祖」一

樣！

推行三禮 尋求突破 
我們為「追思三禮」賦予神學意義，就是將三禮

與「三一神論」聯結在一起，「三位一體」獨一真神，

「追思三禮」也是「三合一」的一個敬拜神的禮儀。底

下簡要說明「追思三禮」與「三一神論」的聯結。

從          談清明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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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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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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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為六月天沒有太陽而擔心。意思是，六月

已進入夏季，天氣開始炎熱起來，常是艷陽高照，

無需擔心沒有太陽。因此，這諺語意指無端自尋煩

惱、自找麻煩。例：這件事情一定會解決，你就莫

「好愁毋愁，愁六月天無日頭」了。

每月一篇客家諺語 好愁毋愁，愁六月天無日頭

1.倒水禮：「飲水思源」。表達出「不忘本」的
孝道觀及感恩心，追到最根源，就是上帝。

因此，施行倒水禮時，我們與「聖父」連

結，向萬物的本源∼聖父禱告。

2.獻花禮：「祖德留芳」。紀念先祖的美德善
行，如花香的芬芳留存，讓我們不只是效法

祖先的好榜樣，更要效法基督，流露馨香之

氣。所以，獻花禮與「聖子」基督連結、感

謝基督的救贖之恩，效法祂的榮美生命。

3.點燭禮：「光宗耀祖」。「光宗耀祖」與
「榮神益人」有異曲同工之處，基督徒信主

後若能榮神益人，也必能光宗耀祖。點燭禮

與「聖靈」連結，藉禱告求聖靈光照並賜能

力，使我們活出好行為，光宗耀祖、榮神益

人。

今年清明掃墓的日子快到了。過去聽到愈來愈

多的基督徒在家族掃墓中，實行「兩案並陳」，意

即，基督徒勇敢地與家族長輩事先溝通，在家族傳統

的祭祖儀式後，實施「追思三禮」，而獲得好評。祈

禱今年有更多基督徒家庭能尋求突破，勇敢地在家族

掃墓及年節祠堂祭祖中，「兩案並陳」地舉行追思三

禮，而能清除家人親友信福音的障礙，經歷全家信主

的喜樂。

2.求主賜我在主裡順服神的帶領，凡事尋求仰望神。

3.求主賜給每一位戒酒的弟兄，願意被神帶領且渴慕

神。

4.求主帶領協會的牧者、傳道、同工、能同心合一榮

耀主名。

 劉榮治校友（竹北愛鄰關懷據點）

1.請為我在愛鄰關懷據點的服事禱告，透過量血壓、

電話問安、探訪等，讓多人認識主。

2.“志工服務基礎課程”剛念完，接著要上“志工服

務特殊課程”為此獻上感恩的心。因主仍要用我。

哈利路亞！

杜祺玉校友（桃園市基督教關懷協會）

1.請為2/24（一）校友會員大會進行修改章程能夠順

利完成代禱。

2.請為2/23（日）本人將在苗栗福星

教會證道，盼帶出果效禱告。

3.請為3/7（六）關懷協會志

工們於敏盛醫院舉行春酒

活動時，能夠藉著表

演讚美操來傳福音。

院長室：
1.感謝主！謝謝代禱，「教牧博士科」第一門先修

密集課程（2/17∼21）「新舊約聖經背景與講台牧

養」，有3位選修，5位旁聽，請為10/12∼16第二

門先修課程「倍增使命型教會」（美國三一神學院

Dr. Craig Ott授課），請為招生代禱。

2.今年是本院20週年，董事會編列了「20週年特別事

工專款」預算100萬，求主供應。

3.兼任牧會外，還有不少外出事奉，請為溫院長禱

告，求主膏抹他，四處祝福更多教會：3/1中壢新

希望懷恩教會敬祖大會講道；3/7基隆聯合敬祖大

會講道；3/8草漯靈糧堂敬祖主日講道；3/14北靈客

崇敬祖大會講道；3/22浸信會百年教會敬祖大會講

道；3/28台北雙連教會客家聚會敬祖專題；3/29碇

內浸信會敬祖主日講道。（其餘的週末主日在平鎮

崇真堂講道）。

校友會：
王忠義校友（原勝協會）

1.求主賜福哲榮傳道有從神來的智慧做外展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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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1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411,084  

 蘭陽靈糧堂  5,000  平鎮崇真堂  48,548   LAMP～Mission Taiwan(Sarah Liu  USD4,000)  119,680 

 平鎮崇真堂  2,000  平鎮崇真堂  45,800   LAMP～Mission Taiwan(Tri-Valley Chinese Bible Church USD320)  9,574 

 台北崇真堂  5,000  雙和崇真堂  2,000   LAMP～Mission Taiwan(Mei Ching Chiu  VI USD35,000)  104,720 

 台北崇真堂  5,000  2020龍潭區研經特會  9,260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  5,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502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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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3,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5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財團法人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  1,500 

 社團法人國際讀經會台灣總會  10,000  社團法人基督教台灣新店活水泉靈糧堂協會  3,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個人奉獻 $154,482   內含零赤字 $67,000 

 沈介仁  1,000  羅桂榮  3,000  葉玉芸  1,000  劉正男  1,000  鄧鍾瑞蘭  1,000  戴國揚(零赤字)  1,000 

 張季仁  1,000  朱○○  10,000  主知名  2,000  黃麗珍  100  丁藍月鳳  600  羅源豐(零赤字)  3,000 

 饒立凡  10,000  莊日南  2,000  賴志剛  10,000  古淑琴  200  彭慧雅(零赤字)  3,000  蔣○○(零赤字)  40,000 

 邱垂恩  1,000  陳宗偉  500  鄔○○  20,482  邱垂恩  1,000  施慎微(零赤字)  3,000  徐吳雄(零赤字)  5,000 

 陳賢佳  1,000  白嘉禕  1,000  徐嘉繁  2,000  余慶榮  1,000  潘定藩(零赤字)  3,000  林祺文(零赤字)  1,000 

 主知名  1,000  林志毅  1,000  李　東  2,000  賴暉昌  1,000  陳家玉(零赤字)  1,000  葉王秀芳(零赤字)  2,000 

 劉勝全  100  陳安和  1,000  邱福全  1,000  黃滿春  1,000  田榮道 陳美華(零赤字)  5,000 

 涂世浩  2,000  許書毓  1,000  謝六妹  2,000  邱子芸  2,000  何榮泰(關西聖潔會講員謝禮)  1,500 

客神之友 $49,600  鍾瑞玉  1,000  許偉城  1,000 

 歐　陽  300  廖慶福  300  張世宏  300  林慶宜  1,000  卓秀美  300  姜○○  300 

 李彥井  500  余瑩瑛  300  曾美芬  300  溫瑞美  1,500  柳葉萍  1,000  宋秀妹  1,000 

 彭明亮  10,000  劉晨煜  300  張鳳英  500  陳艷花  1,000  呂心彤  500  張秀鳳  1,000 

 陳孫秀琴  1,000  蕭國棟  600  呂瑞貞  2,000  林美雪  300  史淑娟  1,000  邱宏達  1,000 

 廖培英  600  羅美鳳  600  王○○  1,000  劉錫軒  300  劉秉章  1,000  王○○  5,000 

 張金葉  300  陳○○  500  曾淑義  1,000  張永勝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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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60 

 蕭騰忠  1,000  劉悅姒  5,000  蔡惠予  1,000 

 范正成  2,000  丁○○  1,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1,000 

 戴國揚  1,000  黃有妹  1,000   LAMP～Mission Taiwan(Sarah Liu USD3,000)  89,760 

基甸三百 $28,000

 范正成  6,000  舒德文  3,000  吳淑敏 3,000  溫永生（含年終獎金） 6,000 

 盧莉芳  3,000  王萸芳 3,000  長舟領一朗 3,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1,000 

其它奉獻收入 $88,683 

 溫永生  9,400  潘定藩  8,100  黃多加  100  潘　壘  1,800 

 彭慧雅  2,940  劉永輝  2,000  主知名  470  黃多加  3,450 

 施慎微  1,000  主知名  5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  40,680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  4,800 美東差傳大會敬祖圖書義賣(USD445)  1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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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09年預算  $13,000,000 

上期餘絀 (765,158)

當月收入  880,566 

當月支出  1,516,578 

本期餘額 (1,401,170)

   註：上期捐物汽車100,000

   不列入收入本期扣除。 

2020年（20週年）第五～七場研經特會

主題：信心．禱告．合一前行

樹林區　時間：3/7（六）晚上19:30∼21:15
　　　　地點：樹林國語禮拜堂（台北市樹林區啟智街78號
             02-2681-1031）
　　　　講員：吳獻章老師（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

三峽區　時間：3/20（五）晚上19:30∼21:15
　　　　地點：三峽大磐石純福音教會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85號3樓02-2673-8541）
　　　    講員：李家忠牧師（台北城市之光教會 主任牧師）

土城區　時間：3/27（五）晚上20:00∼21:45
　　　　地點：貴格會清水教會（新市土城區金城路

             三段176 號B1 02-2265-8423）
　　　　講員：寇紹恩牧師（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師）

免報名費，自由奉獻，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2020年三月客神主日

3/1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溫永生院長

3/8 草漯靈糧堂─敬祖主日∼溫永生院長

3/7 基隆聯合敬祖大會∼溫永生院長／羅源豐主任

3/10 苗栗福星教會∼何榮泰副院長

3/15 竹南神召會∼田榮道主任

3/22 浸信會百年教會─敬祖大會∼溫永生院長

3/22 竹東靈糧堂─敬祖主日∼余慶榮牧師

3/22 龍潭活水靈糧堂─敬祖大會∼曾政忠牧師

3/22 新竹聖教會∼黃成鋒長老/羅源豐主任
3/29 拿撒勒人會員樹林教會∼羅偉森主任

3/29 高榮禮拜堂∼田榮道主任

3/29 龍潭錫安堂∼潘定藩主任

3/29 峨眉教會∼何榮泰副院長

3/29 碇內浸信會─敬祖主日∼溫永生院長

3/29 新社行道會─敬祖主日∼范正成牧師

3/29 台北龍江路福音堂∼河民基主任／羅源豐主任

基甸三百 $28,000

 范正成  6,000  舒德文  3,000  吳淑敏 3,000  溫永生（含年終獎金） 6,000 

 盧莉芳  3,000  王萸芳 3,000  長舟領一朗 3,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1,000 

圖書專款 $130,332 

  LAMP～Mission Taiwan(Sarah Liu USD3,000)  89,760 
 費城台福教會(USD414 美東差傳大會展攤自由奉獻)  12,507 
 迦南台灣基督教會(USD60 美東差傳大會展攤自由奉獻)  1,813 
 矽谷生命河靈糧堂(USD659 美東差傳大會展攤自由奉獻) 19,908
 費城三一教會華人教會(USD120 美東差傳大會展攤自由奉獻)  3,625 
 基督徒會堂 in Cupertino(USD90 美東差傳大會展攤自由奉獻) 2,719

特別事工專款(20週年活動事工專款) $41,690 

 費城台福教會(USD180 溫院長講道謝禮)  5,438 
 費城平安谷教會(USD200 溫院長講道謝禮)  6,042 
 迦南台灣基督教會(USD200 溫院長講道謝禮)  6,042 
 矽谷生命河靈糧堂(USD300 溫院長講道謝禮)  9,063 
 巴城中華基督教會(USD300 溫院長講道謝禮)  9,063 
 基督徒會堂 in Cupertino(USD200 溫院長講道謝禮)  6,042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63,914  洪○○  17,300 

 朱明黛 2,000  陳恩儀 2,000  愛加倍基金會(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  42,614 

國內助學金專款 $106,836 

 愛加倍基金會（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  106,836 

師資培育專款 $5,000

 田榮道 陳美華  2,000 

 李知昂  1,000 

 謝雲霞  1,000 

 何明麗  1,000 

專款收支月報表
專款科目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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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15,899  102,760  72,520 46,139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600,000 1,105,505  106,836  127,035 1,085,306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400,000 387,336  63,914  64,614  386,636 

師資培育專款  700,000 940,270  5,000 945,270 

圖書專款  700,000 (51,484)  130,332  5,049 73,799 
宣教專款

(含跨文化宣教獎學金)
 400,000 3,551,671  13,644  14,334  3,550,981 

戊菊關懷專款  100,000 549,217 549,217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400,000  793,080  793,080 

擴建專款  2,000,000  3,166,568  6,521  3,173,089 

特別事工專款  1,000,000  41,690  41,690 

離職準備金  -  879,711  12,240  891,951 

合計  7,000,000  11,337,773  482,937  283,552  11,537,158 

宣教專款 $13,644 

 劉秋芝  1,000  曾美芬  300  張為民  1,000 王○○  5,000

 溫永生(USD210 美東差傳大會工作坊講道謝禮)  6,344 

擴建專款 $6,521 

 郭台麟  2,000  羅欣怡  1,000  龔麗芬 200

 羅麗嬌(USD100)   3,021  鄔鄭栗妹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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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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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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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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擴建專款： 元   

    □ 國內助學金： 元

    □ 圖書專款： 元

    □ 20週年特別事工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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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建專款 
     □其他用途：                                                 

收據寄發：□年度收據 □按次收據 
奉獻徵信：□徵信匿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