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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

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15因

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

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16在這等人，就作

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

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17我們不像那許多

人，為利混亂神的道；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

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林後2：14～17）

客神成立於2000年，到今年恰值20週年。2007

年，客神啟動建校，因著神的引領、保守和

供應，院務委員、院長、牧長、同工、海內外弟兄

姊妹同心合意的禱告和擺上，我們的主行了極大的

神蹟，客神乃於2016年完成建校並獻堂。2010年，

主賜給我們一個異象，就是「南海絲路客家宣教」

的異象。主清楚的告訴我們，在包括台灣400萬、

大陸6000多萬、全球總計大約8000萬的客家族群，

是我們的宣教禾場；而南海絲路和週邊地區的客家

族群有將近6千萬，更是我們未來最主要的宣教工

場。藉著這樣的宣教，不僅使客家族群得聽福音、

信服基督，也可以回應主給華人教會的使命，就是

「使基督的福音從華人世界傳到回教世界」。主既

使客神完成建校，又賜下清楚的宣教異象，其目的

就是要客神培訓並差派稱職的宣教工人。稱職的宣

教工人應該有哪些特質呢？這就是本文的主旨。

哥林多後書2章14至17節，是主藉著保羅給我們

的教導。稱職宣教工人的特質，主要有三。

ATA（亞洲神學協會）正會員

∕董事長 范正成牧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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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長 心 語

稱職的宣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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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

民」之後，就要去「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同樣，當我們有了因

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就要在教會、家庭、

職場，乃至各處顯揚這個香氣。

出於真誠傳講神的道

從舊約的祭司、先知和官長，到新約的執事

（服事主的人），乃至當今教會的牧長同工，有不

少人是為了利益而混亂神的道，正如林後2：17所說

的。一個稱職的宣教工人應當傳講神的道。但傳講

的時候，要在神的面前出於真誠，就如神所差的一

樣。

客神的核心事工就是要培訓和差派稱職的客家

宣教工人。而稱職的宣教工人，必須（一）在主耶

穌基督裏誇勝，（二）顯揚認識基督的香氣，（三）

出於真誠傳講神的道。就如林後2：15∼16所說，

這香氣顯在得救的人身上就叫他活，顯在滅亡人的

身上就叫他死。這樣的任務誰能當得起呢？的確，

若少了上述三項特質，誰能當得起稱職的宣教工人

呢？願與客神所有的牧長、師生和畢業校友共勉。

「客神」神解

四年前，建校快要完工時，建校小組研議，要

為校舍正門上方的白底長方塊寫上一些字，代表客

家神學院的校名。由於本院當時未設立財團法人，

不能寫「客家宣教神學院」，擔心政府相關部門會

刁難，字數也太多，遠看字會太小。後來，大家都

同意寫兩個字就好，就是「客神」，委請建築師謝

偉士弟兄設計。

他就設計了「客小神大」的隸書字形。問他：

讀小學時學寫字，字不一樣大會被老師扣分，為何

「客小神大」？他答：「我是故意的，客家要仰望

神、榮耀神！」後來，董事長范教授/牧師才智過

人，就為「客神」兩字神解如下：神前客後→客家

要跟隨神！神高客低→客家要仰望神！神大客小→

客家要敬畏神（榮耀神）！」

在主耶穌基督裏誇勝

1、父神的率領

父神的心意是所有屬祂的人都能常常得

勝，特別是宣教的工人。因此，我們必須認

知我們的服事，是出於我們的熱心和環境的

需要，還是父神的率領和聖靈的引導。

2、基督的掌管

2章14節的「在基督裏」，有些版本翻

成「基督的俘虜」或「被基督捉到的人」

（客語聖經），在意義上更是傳神和到位。

其意就是被基督掌管。

3、聖靈的引導

正如使徒行傳1章8節所說，在傳福音的

事上，聖靈不僅是我們的能力，也是我們的

引導。

誇勝的層面，不僅是服事的恩賜和能

力。更是要主觀的經歷到靠主勝過老我、罪

惡、世界、撒旦和環境。總的來說，我們越

是經常、越是能夠，被父神率領、被基督掌

管和被聖靈引導，我們就越能誇勝。

顯揚認識基督的香氣

1、認識基督才能有香氣

認識基督可以使人得著永生（約17：

3），得著恩惠平安、關乎生命的事、關乎

虔敬的事、脫離情慾敗壞、且有份於神的

性情（彼後1：2-4），就如仁愛、喜樂、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和節制

（聖靈的果子，加5：22∼23）。

2、認識基督必須下工夫

彼後1：5∼7和1：10，所講的殷勤，就

是要竭盡所能的「認識基督」。隨著工夫下

的越來越深，就逐漸的、依序的，在信心、

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

心和愛眾人的心，彰顯出來。而這些也都是

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3、認識基督有許多好處

如彼後1：8∼11所說我們會，多結果

子、不至眼瞎、永不失腳，且得以豐豐富富

地進入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4、到處顯揚基督的香氣

就如彼前2：9所說，當我們認知、領

受和經歷自己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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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非常榮幸能夠成為客神的首位教牧學博士教

授。這次二月的課程名為「聖經背景與講台牧

養」，顧名思義是把聖經歷史、地理、考古、風俗

等與背景資料，應用在解經和講道上，從而結合成

一個有根有據、正意解經的信息。客神的教牧學博

士課程，有一個好的開始、亦有長遠計劃。在這段

授課短短的一星期，不難發現為何同學們都愛上這

裡的學習。

牧者與教師交流學習

由於這個學院除了注重牧養教會之外，亦是非

常注重宣教事工，所以連學生之中除了是教會的牧

者之外，更有多位宣教士前來參加。無論是上課時

的交流，或是下課後的交通，都可以從牧者的經驗

和宣教士的體會，集思廣益，得到不同角度、不同

層面、不同範疇的美好交流之效益。這是在這所神

學院學習很顯著的特色。

院長與學生關係密切

在這次課程中，常常看見院長和師母坐在教室

之中，與學生一起學習的情景。他們關愛學生和關

心學生學習的情況，可以清楚看見。加上，他們在

上課時流露出一種謙卑的態度，亦成為同學們的榜

樣，及作為教師的鼓勵。下課後和飯堂中，院長與

學生打成一片，全無隔膜，活像一家人。

知識與實踐同被重視

除了上課之外，週末亦有機會在院長安排的

教會參與服事。在教會中，看見一些在別的教會看

不到的東西，就是一張張的族譜掛在牆上，詢問

緣由，才了解這是他們宣教的一種策略，讓那些擔

心一旦信基督之後就會把老祖宗都丟在腦後的慕道

者，可以因此消除疑慮。院長也著書說明在客家人

中宣教的經驗談及見證，讓本人深深體會在神學院

上課所得的知識之外，加上牧會時的實踐方法，對

神學生來說是何等寶貴的學習！

上課與功課相得益彰

學院除了重視老師授課的內容之外，更非常留

意學生上課的態度和課後的研習。就以這個課程為

例，當本人列出研究書目之後，學院隨即從各方面

去選購那些學院沒有的書籍，以至提供給學生最好

的學習支援。當學生進入圖書館裡，就會看見全部

與課程有關的圖書都清楚地陳列在眼前。並且有自

修的特別空間，可供學員安靜閱讀與研究，提供同

學上課前的預習，和下課後的撰寫作業。

院舍與飯堂美好環境

客神座落在桃園接近市區的山上，既有綠草如

茵、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的好處，亦有接近市區之

購物、散步、飲食和休閒的優點，加上靠近機場，

對外地學生非常方便。而且校舍是全新的，學校環

境、宿舍設計，圖書館擺設等都經過精心設計策

劃，令學員有個美好的學習環境。

客神專精於實踐神學的課程，學費又十分優

惠，是有意進修教牧博士學位者最佳的選擇，筆者

鼓勵海內外的牧者們到客神進修。

         ∕蔡春曦博士   
（溫哥華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

博士課程的

院長室：

1、十月起牧會工作已交棒，全力服事眾教會，並

為客神做推介的工作，將會更多外出事奉，請

為溫院長禱告，求主膏抹他，四處祝福更多教

會：9/26∼27在平鎮崇真堂講道；9/27主持原勝

協會會員大會；10/4翁仁聖傳道按牧禮拜證道；

10/7∼10溫哥華創啟區網路課程：「靈命的成長

與進深」；十月其餘的講道服事，如研經特會及

客神主日請參閱本期院訊第5頁）。

2、過去19年溫院長的薪津由平鎮崇真堂供應，十月

起專職在本院服事，其生活費將由本院負責，經

常費的負擔將較吃重。請為此代禱，明年能有更

多的教會在年度預算中編列對本院的支持。

3、過去大力支持本院的中華信義

會芎林恩霖堂誠徵全職傳道人，

條件是國內外神學院道學碩士

（或更進階）科系畢業，

求主為恩霖堂預備好牧

者。（有意者請連絡弟兄

0932-375-425）

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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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客神主日

10/11　龍潭豐盛靈糧堂∼溫永生院長

10/18　竹東信義會厚賜堂∼溫永生院長

2020年（20週年）第二十二～二十六場研經特會

主題：信心‧禱告‧合一前行

苗栗區 時間：10/17（六）早上09：20∼12：20

 地點：苗栗浸信會

  （苗栗市郵電街8號 037-350-584）

 講員：梁敬賢牧師／新竹勝利堂 顧問牧師

基隆區 時間：10/24（六）早上09：20∼12：20

 地點：基隆喜信會

  （基隆市中正區正義路68號02-2423-3973）

 講員：王寓文長老／中華基督徒地方教會聯合差 

 傳協會秘書長

樹林區 時間：10/24（六）晚上19：30∼21：15

 地點：樹林國語禮拜堂

  （新北市樹林區啟智街78號02-2681-1031）

 講員：吳獻章老師／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

嘉義台南區

（一）嘉義場

 時間：10/28（三）晚上19：30∼21：15

 地點：台灣信義會嘉義道上教會

  （嘉義市民生南路55巷2號4樓05-225-6663）

 講員：溫永生牧師／本院院長

（一）台南場

 時間：10/29（四）晚上19：30∼21：15

 地點：台南聖教會

  （台南市安平區府前四街90號06-295-2171）

 講員：溫永生牧師／本院院長

頭份區 時間：10/30（五）晚上19：30∼21：15

 地點：頭份家庭教會

  （苗栗縣頭份市大亨街46號037-660-513）

 講員：溫永生牧師／本院院長免報名費，自由奉獻，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10/25　福音貴格會中崙教會∼溫永生院長

10/25　中華聖潔會活石教會∼潘定藩主任

宗旨：

為全職服事的牧者、宣教士及機構同工，提供進修的管道，並藉由課程的修讀及研究，及學員間的交

流與討論，提升專業的知識，反省及重整事奉的經驗，使未來的事奉更具廣度與深度。  

本科特色：

1、提供客家宣教及牧養教會相關的進深課程。

2、成為本科正式生後，可免費旁聽碩士科課程，尤其客家宣教及牧養教會相關課程。

3、有需要的考生，可申請加入免費的「事奉教練」的進程，本院安排牧養有成效的資深牧者擔任教
練，協助申請者在牧會上幫助教會增長（有意者請參閱施行辦法並填表申請）。

學分費優惠：若被本院延伸處邀請擔任延伸制老師，在教博進修期間，每學分的學分費優惠1000元。

歡迎報名：

10/12～16將開第二門先修課程（請參閱第3頁），歡迎經本院認可之道碩畢業3年或聖碩、宣碩等畢
業5年以上之在職事奉者，儘早報名選修這門課程。

註：預訂明年四月19～23日開第三門課：「倍增使命型教會」，教授：美國三一神學院跨文化研究博
士科主任 Dr. Craig Ott。

20週年慶，
本院開辦「教牧博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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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8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240,760 2020花蓮區研經特會  2,300 中華基督教西塔浸信會  1,000 

蘭陽靈糧堂  5,000 平鎮崇真堂  2,000 2020楊梅區研經特會  7,470 桃園基督恩典教會有志  2,300 

楊梅靈糧堂  1,000 竹南清心教會有志  1,200 2020大溪區研經特會  4,566 基督教浸信會中和牧心堂  1,000 

台北崇真堂  5,000 大溪基督教聯合會  434 2020觀音區研經特會  3,740 台中貿易九村浸信會有志  3,300 

平鎮崇真堂  48,548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  50,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1,000 

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  1,500 

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502 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500 

台灣播種文化協會  10,000 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基督教台南聖教會  2,000 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國際讀經會台灣總會  10,000 上海浦東華商團契(溫院長講員費)  4,200 

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基督教台灣新店活水泉靈糧堂協會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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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長治愛加倍靈糧堂  6,000 台灣省桃園縣中華基督教中壢浸信會  2,000 

基督教中華循理會中崙教會  7,000 台灣播種文化協會(陳美華教會講道謝禮)  3,2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1,000 中華基督教台中市活水浸信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5,000 

中和基督之家(溫院長講道謝禮)  2,000 中華聖潔會新埔教會(田榮道牧師講道謝禮+奉獻)  7,000 

平鎮崇真堂(潘定藩牧師講道謝禮)  3,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北教會(潘定藩牧師講道謝禮)  2,000 

客神之友 $37,200 林慶宜  1,000 卓秀美  300 張秀鳳  1,000 

黃頌恩  5,000 劉真慈  500 張世宏  300 溫瑞美  1,500 柳葉萍  1,000 邱宏達  1,000 

李彥井  500 羅美鳳  600 曾美芬  300 陳艷花  1,000 彭錦光  1,000 姜惠敏  1,000 

蕭國棟  500 王○○  1,000 張鳳英  500 林美雪  300 史淑娟  1,000 莫德政  600 

歐　陽  300 林志榮  5,000 呂瑞貞  2,000 劉錫軒  300 許偉城  1,000 梁○○  500 

劉晨煜  300 蕭偉光  1,000 王○○  1,000 張永勝  1,000 姜○○  300 曾春華  300 

余瑩瑛  300 陳○○  500 曾淑義  1,000 鍾瑞玉  1,000 宋秀妹  1,000 王宏勝  500 

個人奉獻 $594,771 內含零赤字 $69,200 張雪梅  3,000 徐鈺鈴  200 

房子欽  1,000 劉勝全  100 葉淑媛  600 劉正男  1,000 何有義  2,400 鄧欽志  1,000 

許書毓  1,000 連彤伊  500 孔學敏  1,000 黃麗紅  100 彭上宴  1,000 姜信淇  1,000 

葉玉芸  1,000 杜成明  500 張○○  5,000 傅玉蘭  2,000 田孟淑  1,000 熊振華  1,000 

朱炤廉  2,000 林麗莉  1,000 蕭永信  1,000 劉旻宜  1,000 傅詠恩  1,200 黃惠娜  7,462 

卓健誠  5,000 許芷珊  500 姜月娥  1,000 劉正惠  1,000 主知名  300 沙哲雄(零赤字)  1,200 

主知名  2,000 溫浩羿  2,000 陳東星  1,200 張龍瓊  500 蔣○○(零赤字)  40,000 田鴻英(零赤字)  2,000 

賴志剛  10,000 莊新李  200 莫韻明  2,000 張峻豪  500 彭慧雅(零赤字)  3,000 陳家玉(零赤字)  1,000 

賴峻毅  10,000 李美紅  1,000 楊如雪  2,000 張智堯  500 施慎微(零赤字)  2,500 徐吳雄(零赤字)  5,000 

涂世浩  2,000 蔡心慈  1,000 賴易安  2,000 鄭志琴  300 潘定藩(零赤字)  3,000 林祺文(零赤字)  500 

曹祥康  5,800 黃瀞平  500 鄭貴格  200 黃麗珍  100 葉王秀芳(零赤字)  2,000 譚文雄(零赤字)  1,000 

吳○○  1,000 劉雙宜  3,000 潘照祺  2,000 黃春梅  15,000 王正宏(USD13,000)  380,809 

蔣翠玲  2,000 游富碧  1,000 鄭宏志  3,000 蔡振芳  1,000 羅源豐(零赤字三倍券)  3,000 

吳瑞良  1,000 李玉霞  1,500 邱福全  1,000 主知名  300 田榮道、陳美華(零赤字)  5,000 

羅桂榮  3,000 鄭良美  1,000 張金葉  500 鍾添曜  2,000 溫永生(雙連教會客語講道謝禮)  2,000 

朱○○  10,000 盧敬雄  1,000 廖培英  600 李羡義  200 溫永生(台中貿易九村浸信會講道謝禮)  3,000 

基甸三百 $26,000 溫永生  3,000 林志榮  3,000 吳淑敏  3,000 

陳賢佳  3,000 黃成鋒  3,000 范正成  5,000 舒德文  3,000 王萸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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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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9)  76,086  91,243 (20,306)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600,000  1,008,683  2,000 1,010,683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400,000  359,710  1,000  7,000  353,710 

師資培育專款  700,000  940,385  4,000 944,385 

圖書專款  700,000  (26,560)  67,266  26,129 14,577 
宣教專款（含跨文化

宣教獎學金）
 400,000  3,608,301  24,300  10,000  3,622,601 

戊菊關懷專款  100,000  567,217 567,217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

研究專款
 400,000  698,415  100  35,903  662,612 

擴建專款  2,000,000  4,197,969  3,200  4,201,169 
特別事工專款

（20週年活動專款）
 1,000,000  239,184  92,879  14,790  317,273 

合計  7,000,000  11,588,155  270,831  185,065  11,673,921 

其它奉獻收入 $108,295 廖文源  2,240 溫永生 9,400 彭慧雅  3,240 呂和霖  2,545 范瑞珠  5,620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23,07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15,800 施慎微  1,000 黃多加  3,700 張雅雯  3,700 

中華基督教西塔浸信會  3,700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竹東教會  3,000 潘定藩  7,800 余智惠  3,700 盧雅琴  1,2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18,580 

國內助學金專款 $2,000 許仁哲  1,000 陳芳蘭  1,0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1,000 郭台麟  1,000 

20週年特別事工專款 $92,879 曾皓峰(為20週年) 5,000 王正宏(USD3,000)  87,879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100 姜金池  100 

圖書專款 $65,586 王正宏（USD 2,000）  58,586 

陳賢佳  3,000 羅源豐  1,000 劉家宗  3,000 

擴建專款 $3,200

龔麗芬  200 

羅欣怡  1,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2,000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 $76,086 

陳賢佳  4,000 范正成  2,000 

戴國揚  1,000 劉家宗  3,000 

蕭騰忠  1,000 劉悅姒  5,000 

伍恩昌  500 黃有妹  1,000 

王正宏(USD 2,000)  58,586

宣教專款 $24,300 

曾美芬  300 鄭麗玲  1,000 

張為民  1,000 陳嬿竹  1,000 

貴格會讚美的教會  1,000 中和基督之家  20,000 

師資培育專款 $4,000

李知昂  1,000 

謝雲霞  1,000 

田榮道 陳美華  2,000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09年預算  $13,000,000 

上期餘絀 (881,562)

當月收入  1,580,490 

當月支出  926,921 

本期餘額 (22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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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也有明訓，我們同心時，會經歷上帝的同

在，就如「林後十三11」所說的：「還有末了的話：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

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　神必常與你們

同在。」慈愛的上帝既與我們同在，我們有缺乏，祂

必供應；我們有困難，祂必幫助我們解決；甚至遇患

難，也會轉為祝福，正如約瑟所經歷的（創39章、41
章）。願客家的教會和福音機構都能竭力追求上帝的

同在！

三個人（指多數人）一起工作時，若能同心、取得

共識、團結一致的話，就算是沒價值的烏土，經過開發

利用，也會變成像金子一般的價值。比喻團結力量大。

每月一篇客家諺語

三人同一心，黃泥變成金

基甸三百 $26,000 溫永生  3,000 林志榮  3,000 吳淑敏  3,000 

陳賢佳  3,000 黃成鋒  3,000 范正成  5,000 舒德文  3,000 王萸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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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灣行動支付：因應電子化趨勢，客神已完成
 申請「台灣Pay」來服務我們的奉獻者。您可以
 選擇您往來銀行（可綁定金融卡或信用卡）的
 「行動銀行」APP或下載「台灣行動支付」APP
 然後掃描我們客神專屬的「台灣Pay QR Code」
 就可完成對我們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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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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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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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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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OTTWTP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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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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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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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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44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