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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心 語

∕院長 溫永生牧師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

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7/24∼26，高雄福氣教會在高雄巨蛋舉辦「幸福
小組國際研習會」，吸引了海內外一萬多人來參

加，可說是教會界的盛事。就近代教會歷史而言，

以「研習會」方式舉辦的教會活動，這應是規模最

大的。相信教會歷史的學者或教會發展趨勢的專

家，都會關注這事件及其後的影響。

熱度！
高雄福氣教會推動幸福小組以後，帶動整個教

會的佈道熱潮。據該教會提供的資料，2018年上半年
他們開了335個幸福小組，每組平均5人參與，那時
崇拜人數約2500人，約2/3的人參與傳福音的行動！
（參《幸福到你家》32頁）

以這比例而言，是相當高的。我曾傳講一篇

《多得人》的信息，其中強調「多得人的條件」是

「傳福音的熱」，但一般的教會經常傳福音的人比例

有多少呢？或許有1/10就不錯了！可見，福氣教會在
挑旺傳福音的熱情上是很成功的！值得其他教會探討

其秘訣。

廣度！
幸福小組的傳福音策略是以「小組」為傳福音

的平台。過去，教會推動傳福音多以「單兵作戰」及

「單次談道呼召決志」的觀念來訓練及推動佈道。結

果是，沒有傳福音恩賜的人，遇到挫折後，就不再傳

福音了。

據彼得魏格納的研究，基督徒中有傳福音恩賜

的人約佔1/10的比例（參《你的屬靈恩賜與教會增
長》127頁）。若以單兵作戰的觀念來訓練基督徒
「個人談道」，及推動佈道，每間教會有1/10的人平
常就會積極傳福音、領人歸主就已是令人欣喜的現

象。

幸福小組以「小組動力」的策略推動，補足了

多數人沒有傳福音恩賜，但可發揮團隊互補合作的

功能，這的確是高招，也符合了馬可米道堡（Mark 
Mittelberg）所著《建造具感染力的教會》所揭櫫
「多樣化的佈道」之做法（300∼426頁）。

福氣教會以幸福小組的策略，強調這是「扁平

化」、非「菁英式」的策略。能以幸福小組為平台，

激勵多數會友投入傳福音的行列，從會友參與佈道的

「廣度」而言，他們是成功的！

深度？
據楊錫儒牧師分享開拓歷程，1998年九位弟兄

姊妹開始福氣教會時，閱讀了《直奔標竿》一書。這

本書強調目標導向，在「敬拜／愛神」、「教導／裝

備」、「佈道／宣教」、「團契／相愛」和「服務／

事工」上平衡發展。2011年，又赴韓國學習豐盛教會
的雙翼系統（參《幸福到你家》9∼10，12頁），這
教會號稱是全世界最健康的教會，秉持《自然的教會

發展》一書的八個健康教會的特質，均衡並進。假

如，福氣教會至今仍落實以上兩本書的精華，當然，

「扁平化」佈道的同時，深度應可兼顧，意即，質與

量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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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學習福氣教會做幸福小組的中小型

教會，若以為只推幸福小組並學習他們2年的門徒訓
練班，就可建立迅速增長的教會，可能就會遇挫而

失望了。為何如此說？假如這些中小型教會也能像

高雄福氣教會一樣，動員2/3的人投入幸福小組，那
另外的1/3是怎樣的情況呢？或許1/6是剛信主或剛轉
會、無法參加幸福小組的人，另1/6是小組長以上的
同工，他們需要參加較進深的裝備課程，否則「扁平

化」就會變成「膚淺化」。

為此，神學院的延伸制課程就可貢獻力量，

幫助教會提升這1/6的人的質素，促成「質」帶動
「量」的增長效益。

祭祖？
楊牧師也出版了《祭祖的真義》小冊，表示他

們也遇到初信者面對信仰的困擾。可見，凡積極傳福

音的教會都會發現「祭祖」是國人信福音最普遍的障

礙，關鍵是如何清除這障礙。楊牧師因個人信主時的

切身之痛，而下決心研究祭祖問題，並藉其清晰的邏

輯論辯能力，寫了這本非常有說服力的小冊，以「對

話」的方式，讓初信者及A類型福音朋友（願意了解
福音及考慮信主者）不致因信主不祭祖而有「不孝」

的罪咎感。在這方面，這小冊發揮了非常好的功用。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台灣目前仍有約90%的人
受到儒、釋、道的影響，他們都是B類型（對福音沒
興趣）或C類型（對福音排斥）的人，影響他們態度
的因素很多，其中很普遍的還是祭祖問題。因此，

對這兩類人，就有需要以「基督教敬祖事工」來清除

心中的障礙，轉化他們從C類型到B類型，再從B類型
到A類型。這樣，台灣全面性的增長與復興才容易到
來。願我們同心興旺福音、迎接復興！

我個人的蒙召、

養成、事奉的

歷程，涵蓋教會、

神學院、宣教士、

差 會 四 個 部 分 ：

十七歲蒙召到創啟

地區宣教與建造榮

耀上帝的教會，歷

經十三年的養成裝

備階段（包含三年

華神的道學碩士進

修），於三十歲那

年由母會（天母禮拜堂）與差會（GOI華傳）合作
差派宣教五年，後回到母會再五年配搭牧會並負責

宣道部推動國內外差傳事工，同時再回到神學院

（華神）進修教牧學與宣教學博士學程。今年六月

開始擔任差會（GOI華傳）台灣辦事處秘書長，委身
於差傳教育、宣教士徵召、宣教士訓練與差派以及

差傳教會的建造。未來期盼能在台灣看見宣教士、

教會、神學院、差會，四方合作互補、相輔相成，

建立方方面面健全穩妥的宣教士培育及差傳機制。

一、從蒙召到踏上宣教路的養成裝備
基督徒從蒙召宣教到踏上宣教路，不是一朝

一日、一蹴可及的，需要歷經門徒生命的操練、事

奉技能的培養、神學與專業知識累積與實踐能力的

鍛鍊、人際相處及溝通協調整合能力的磨練。就如

同戴德生預備到中國宣教，除了聖經神學的基本裝

∕陳正鴻牧師（GOI華傳台灣辦事處秘書長）成全
備，更刻意操練自己的信心、學習過簡樸的生活、

學習醫療專業；李文斯頓預備到非洲宣教，甚至學

習天文、物理、機械、生物等等知識。

我回想上帝對我的養成，除了大學階段接受學

園傳道會的門訓，服兵役操練受苦的心志能力，工

作時學習業務開發的積極態度與人際應對，再到家

族公司學習經營管理治理的能力，都對日後成為宣

教士、遭逢世紀災難─汶川地震後，負責賑災宣

教專案的推動管理，大有裨益。

二、地方教會是宣教士的培育及差派基地
若宣教士未來到了宣教禾場，要傳福音領人歸

主、進行初信栽培造就、作門徒訓練、牧養小組、

發展團隊、設立領袖、組成堂會治理發展、差派宣

教⋯⋯這些都需要在尚未成為宣教士、上宣教工場

前，就在自己信主、成長的地方教會得著並參與這

樣的牧養、操練、裝備。若宣教士在自己的教會未

曾紮實有過這些歷程，他並不會因為成為宣教士上

到宣教禾場就自然可以如此事奉的。

地方教會是門訓的基地、是宣教士靈命與事

奉生命最初的培育場域。宣教士未來若要有穩固的

支持（無論是禱告、經濟、情感、人力⋯⋯），需

要得到母會的認同。這樣的認可往往來自長時間的

共同成長、一起事奉，並且宣教士至少在教會已經

得到如同提摩太一樣的賞識：即使年輕，但是在言

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可作為信徒的

榜樣。

差派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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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學院是宣教士的神學裝備站
長宣的宣教士在宣教禾場，會被期待是「牧

師、教師」，甚至有「使徒性」、「先知性」的事

奉，而不是「宣教的學徒」。在真理的教導、神話

語的宣講、在地傳道工人的培育、異端的辨惑與抵

禦，都會有吃重的服事。若宣教士在養成的過程

中，聖經與神學的裝備不足，他將很難長期勝任。

學習是終身的，神學院道學碩士三年的裝備，

雖是基礎卻也非常緊縮，神學生一時之間很難完全

消化，更不要說很快的轉換、處境化到自己跨文化

的宣教禾場。宣教士一段服事的時日之後，會遇到

與積累各樣的疑難雜症，感受到自己碰到了難以跨

越的高牆，若能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以在職進修

的方式回到神學院作進深的學習，與各方事奉經歷

豐富的師長同學相互學習、交流砥礪，對於個人的

成長、事奉瓶頸的突破，都有極大的助益。

這也是為何我在創啟地區事奉五年之後，回

到華神進修的原因，雖然有經濟、時間與課業的壓

力，但是「磨刀不誤砍柴工」，我深信也已經體會

到神學院提供的神學教育，對宣教士無論養成的階

段或是事奉的進深與成熟，都是非常重要、不可或

缺的。

四、差會是動態的架構與教會的延伸夥伴
差會專注致力於建立普世差傳的動態架構，委

身於差傳教育、招募、訓練、差派、關顧宣教士；

差會是眾教會與神學院的合作夥伴，是地方堂會延

伸的膀臂，也與教會及神學院合作共同培育宣教工

人。

差會尤其能提供教會的同工、神學院的學生合

適的訪宣禾場，提供有經驗的宣教導師來造就培育

宣教的幼苗。筆者相信，如同善戰的戰士是在戰場

上實戰養成的，宣教士生命的培育也不能是紙上談

兵，需要實際的在宣教工場上歷練成長，但不是放

任他橫衝直撞、傷痕累累、挫敗倒退，差會裡有經

驗的團隊、工場主任、宣教導師，能提供即時切身

的陪伴、合適的成長資源。教會與差會合作差派長

宣的宣教士，差會也能夠協同教會，對宣教士作到

更好的督導、發展、關顧。

我非常感恩的是，大學階段有學園傳道會提

供我日本與大陸個人佈道的訪宣機會。在華神就學

期間，宣教中心提供新疆慈惠服事訪宣、中國福音

會提供中國農村家庭教會神學培訓的訪宣操練。如

同青年宣教士提摩太、提多、西拉初踏上宣教之路

時，有資深宣教士保羅帶著他們，在我與妻子加入

華傳差會成為長宣的宣教士時，也有資深宣教士吳

光勇牧師夫婦、陳鐳牧師夫婦、林安國牧師夫婦，

擔任我們的工場主任、宣教導師，並且有差會的國

際網絡與專業經驗，協助宣教士與教會溝通、連結

資源，我們宣教的生命在這過程中漸漸培育起來，

從青澀到逐漸茁壯，走過二十多個年頭，如今也開

始承擔培育宣教士的角色。

從蒙召的青年、神學院的學生、宣教士、教

會差傳部的牧師，到差會辦事處秘書長，我體驗了

差傳鐵四角合作的美好。客家宣教神學院是客家與

宣教並重的神學院，今年華傳差會也將與教會共同

差出一位客神的畢業生去到創啟地區宣教服事。筆

者深深期盼未來的年日，差會與神學院、教會可以

更深入密切的合作，在台灣一起被主使用興起成全

宣教工人，看見他們受主差遣往普天下傳福音給萬

民，唯願神的心得著滿足，主的名在列國萬邦中被

敬拜與尊崇。

2018 新的使命與異象
今年4/23∼25ATA（亞洲神學協會）來評鑑，通

過本院道學碩士科、宣教碩士科、神學學士科

的認證。不過，評鑑委員也對本院的使命與異象宣

言，有一些建議。因此，趁8/14∼15年度退修會時，
將去年擬訂的宣言，作了一些修訂如下：

使命：培育神國人才，從客家出發，投入普世宣
教，完成主的大使命

異象：（未來的願景、一幅有關未來的理想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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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作主門徒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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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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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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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典禮，今年度將擴大舉辦，請為籌備工作代禱。

校友會：

劉晨煜校友（台北崇真堂）
1.請為岳母劉鳳蕉的身體(腳無力)代禱，求賜下喜樂

的心，保守她的身心靈。

2.請為我在台北堂的服事，時間安排都能妥善運用代

禱。

林金德校友（楊梅生命泉教會）團）

為教會推動的長照C的事工已一

個月了，年長者很配合，一切都順利

獻上感恩，只是有同工不合作，會使性

子，求神賜下合一的靈，使事工各方面

都有神的作為，也請為這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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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中壢聖經聖潔會客神主

日講道；9/23湖口浸信會客神主日講道；9/28宣教研

討會回應分享；9/30桃園恩典教會客神主日講道；

10/6台北靈糧堂客家崇拜講道（其餘的週末主日在

平鎮崇真堂講道）。

2.請為海內外教會在編列明年度宣教預算時，能有更

多教會支持客家百年大業代禱。

企劃處：
請繼續為下半年（9-12月）十一場的研經特會前

置作業推動順利，各教會能因此得造就代禱。

延伸處：
九月15日(六)早上10點將在本院舉行延伸制聯合

10.資格：

A.15歲或以上，已受洗基督徒。

B.身體健康，能適應工場的簡樸生活和團隊精神。

C.對傳福音有負擔，關心異文化的福音工作。

D.若無法吃苦者，請不要報名。

11.報名：

A.填好申請表(有報名者再另提供表單填寫)。

B.書寫個人得救見證（曾繳過者免）。

C.身份證影本二份。

D.護照影本二份。

E.個人相片二張（一吋，按申請身分證的標準格式）

F.將以上五種資料，寄回客家宣教神學院~延伸處收。

G.凡甄選合格者，須於2018年12月底前，交齊所有費

用及證件資料。

H.凡購買機票後，若中途退出，機票費用恕無法退費

（航空公司的規定）。

12.集訓日期：2018年11月11日，12月9日，2019年1月13

日，2月10日，3月10日，4月14日，5月12日，6月9日

（共8次，以上日期均為主日下午3：00～5：30舉行）

13.集訓地點：客家宣教神學院，參加者務必出席。

14.差派禮：2019年6月30日（主日下午3：30～5：30）客

家宣教神學院

15.如有疑問，請洽詢客家宣教神學院「延伸處～秘書溫

瑞美」03-411-6253#127

 傳真：03-5100292  E-mail：chshisgrace@gmail.com 

1.說明：短宣不是旅遊，而是一個學習、事奉和榮耀神的
機會。

2.日期及地點：第一梯次：印尼坤甸。2019年7月3日

（三）～7月10日（三），共8天。第二梯次：馬來西亞

古晉2019年8月7日（三）～8月14日（三），共8天。

3.主辦單位：本院延伸處

4.目的：

 A.認識當地文化與學習簡樸生活

 B.激發創意，一起參與策劃福音事工。

 C.協助當地教會的需要及尋求個人宣教的呼召

 D.激勵參與者實踐差傳使命、發揮團隊精神

 E.體驗與主同工及與人分享福音的喜樂。

5.名額：每一梯次最多14人（都包含領隊蕭偉光牧師）。

6.學分及學費：曾參加客神國外短宣隊，並且已經獲得國
外短宣課學分者免繳。若是第一次參加者，需繳2學分

（新台幣2600元）外，還要繳報名費新台幣300元。

7.獲得學分的要求：

A.出發前的集訓，請假不得超過二次。若請假超過二次

以上，領隊有權取消其參加。

B.短宣結束後，必須在二週內繳交一篇感恩心得報告

（約600字～1000字）。

8.旅費：每一梯次每人新台幣13,000元（二梯次的費用都

包含：吃、住、交通、旅遊、保險、禮物⋯⋯）（暫定

價格，多退少補），但不包含來回機票（因早買或晚買

價差極大）及隊服（因多數人已有隊服）。

9.報名截止日期：2018年10月30日，若額滿則提前截止

【表格不敷，可自行影印】

2019年客神「國外短宣課」招生 給自己一個
挑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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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7月份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 $51,800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建校專款）—1000／1000 $12,000
戴國揚 蕭騰忠 鍾美珍 丁○○ 張碧玲 黃有妹 蔡惠予 陳康芬 李知昂 呂心彤 賴暉昌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231,262
 蘭陽靈糧堂  5,000  台北崇真堂  5,000  素里聖道堂(溫院長講道謝禮 CAD150)  3,440 
 平鎮崇真堂  48,548  台南聖教會  1,440  溫哥華聖道堂(溫院長講道謝禮 CAD250)  5,733 
 平鎮崇真堂  28,000  雙和崇真堂  2,000  北約華人浸信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CAD140)  3,210 
 大埔崇真堂  4,000  雙和崇真堂  2,000  信義巴色崇真堂(溫院長講道謝禮 CAD100)  2,293 
 大湳禮拜堂有志  6,600  素里聖道堂有志  2,600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院長講道謝禮 CAD300)  6,879 
 大溪神同在教會有志  600  Willingdon Church(溫院長講道謝禮 CAD200)  4,586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13,280  信義會新生堂夏令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CAD500)  11,465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寶山)  5,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502  LAMP～Mission Taiwan(汪邁倫,何玉柱)  4,586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2,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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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基督成功教會  5,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新竹靈糧堂(竹東)  20,000  中華聖潔會中壢教會(陳美華教師客神主日講道謝禮)  2,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田榮道牧師客神主日講道謝禮)  1,500 

個人奉獻 $626,822  內含零赤字 120,450
 邱垂恩  1,000  涂世浩  2,000  賴志剛  10,000  余慶榮  1,000  Grace Lin  1,147  蔣○○(零赤字)  40,000 
 廖明發  7,000  邱福全  1,000  胡哲道  22,930  劉玉梅  1,000  Grace Chiu  1,605  范正成(零赤字)  12,000 
 沈介仁  1,000  廖慶福  300  何蓉蓉  30,000  Kwei Wah Hung  917  羅源豐(零赤字)  4,000  朱○○(零赤字)  10,000 
 葉玉芸  1,000  李彥井  1,000  黃亨興  10,000  Sok Hwa Sun  459  姚映慈(零赤字)  1,000  田鴻英(零赤字)  1,500 
 李　東  6,000  林元鼎  5,000  劉正男  1,000  Kevin Yuan  2,293  施慎微(零赤字)  3,000  何榮泰(零赤字)  21,750 
 劉勝全  100  林依美  1,000  黃麗紅  100  Xin Sheng Xu  917  王秀芳(零赤字)  2,000  潘瑞祥、趙婉君  10,000 
 徐光泰  100  高秀蘊  1,000  傅玉蘭  1,000  Leo & Joyce  459  沙哲雄(零赤字)  1,200  王正宏(USD11,334)  345,964 
 溫永生  92  朱碧雲  1,000  賴建興  1,000  Steve Sun  115  陳家玉(零赤字)  1,000  吳淑芬(6～7月)  2,000 
 許書毓  1,000  黃靜玲  1,000  謝六妹  2,000  Xiaoyi Su  344  戴國揚(零赤字)  1,000  林祺文(零赤字，5～6月)  1,000 
 王琴音  5,000  石梅花  200  黃麗珍  200  Chihjung Hung  1,147  徐吳雄(零赤字)  5,000  田榮道 陳美華(零赤字)  5,000 
 張季仁  1,000  卓鳳美  200  主知名  4,000  Vivian Lee  459  彭慧雅(零赤字)  3,000  秦月英(7/29客神主日)  1,000 
 官昭容  1,000  簡鈺瑄  100  曾政忠  2,000  Katey Fu  4,586  溫永生(零赤字，三義崇真堂講道謝禮)  2,000 
 張慧玲  2,000  主知名  229  謝杏珍  1,000  Rucy Kuang Lin  1,147  溫永生(零赤字，大湳禮拜堂講道謝禮)  4,000 
 古秀惠  2,000  主知名  115  余慶榮  1,000  Ting Xu  1,147  范正成(零赤字，6/17大溪神同在教會講道謝禮)  2,000 

客神之友 $57,300  曾淑義  1,000  謝鳳貞  2,000  鍾瑞玉  2,000 
 鄒坤記  900  翁菁穗  1,000  徐梅嬌  300  蕭偉光  2,000  林慶宜  1,000  邱敏文  400  吳秋玲  500 
 嚴文星  2,000  陳品悅  2,000  廖培英  600  陳○○  500  黃秀真  1,000  陳協全  1,000  張　麗  500 
 馮淑芬  1,000  潮　春  300  劉晨煜  300  張世宏  300  龔麗芬  300  鍾豐建  1,000  楊約伯  1,000 
 蕭國棟  500  薛佳恩  1,000  余瑩瑛  300  曾美芬  200  侯以玲  300  李淑玲  500  崔王少妹  1,000 
 陳其順  1,000  宋旻興  300  羅美鳳  600  張鳳英  500  溫瑞美  1,500  林美雪  300  陳彭寶英  1,000 
 鄧錦敦  1,000  孫秀琴  1,000  余瑞美  1,500  王○○  1,000  徐川崙  500  劉錫軒  300  張麗(4～6月)  1,500 
 翁仁聖  1,000  張金葉  300  林志榮  5,000  孫韻如  300  陳艷花  1,000  張永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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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0  邱子芸  2,000  徐嘉繁  2,000  徐桂美  10,000 

 劉家宗  5,000  范正成  6,000  秦勝芳  100  劉旻宜  2,000  鄒正男  500  劉悅姒  5,000  平鎮崇真堂  7,200 

基甸三百 $39,000

 盧莉芳  3,000  徐菊英  3,000  溫永生  3,000  江恩進  3,000  劉駿杰  3,000  鍾心怡  3,000  李徐鳳英  3,000 
 涂百見  3,000  黃成鋒  3,000  林志榮  3,000  舒德文  3,000  吳淑敏  3,000  鍾心怡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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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九月
客神主日

9/2 大埔崇真堂∼田榮道 主任
9/9 中壢聖經聖潔會∼溫永生 院長
9/9 龍潭豐盛靈糧堂∼王寓文 長老
9/16 貴格會楊梅讚美的教會∼陳美華 主任
9/23 湖口浸信會∼溫永生 院長
9/30 桃園基督恩典教會∼溫永生 院長
9/30 家家歌珊堂∼范正成 牧師

　　客神圖書館為「研究型圖書館」，主要在收藏神學記
錄，及神學學術研究資源，提供老師及學生研究使用。期望
在未來的2年，客神圖書館能發展出：有特色、既專且精的
研究型圖書館。
　　自8月起，將著重在豐富以下的研究學術性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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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416,775  51,800  114,389  354,186 

國內助學金  800,000  571,045  -  7,000  564,045 

圖書專款  600,000 394,824  -  46,310  348,514 

師資培育專款  700,000  762,824  351,260  34,900  1,079,184 

M2宣教專款  400,000 424,213  11,300  283,534 15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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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66  349,960  5,000  456,526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300,000  130,605  1,000  600  131,005 

離職預備金  667,831  10,672  -  678,503 

合計  4,000,000  3,964,883  775,992  491,733  4,249,142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07年預算  $12,000,000 

上期餘絀 -259,690 

當月收入  1,189,447 

當月支出  1,157,783 

本期餘額 -228,026 

特別 $1,000

 彭錦光(為溫永生院長) 1,000 

2018年第十三～十五場研經特會

主題：流淚撒種  歡呼收割
新竹區　時間：9/7（五）晚上19:30∼21:15

　　　　地點：新竹聖教會

  （新竹市東門街43號 03-932-2454）

　　　　講員：李家忠牧師（台北城市之光教會主任牧師）

楊梅區　時間：9/14（五）晚上19:30∼21:15

　　　　地點：楊梅靈糧堂（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2段23 

 巷2號3樓  03-431-5737）

　　　　講員：戴文峻牧師（中壢浸信會主任牧師）

中壢區　時間：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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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獻章牧師（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

免報名費，自由奉獻，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圖書館介紹》

　　原訂9/10～14鍾志邦博士「約翰福音～從

釋經到講台」的密集課，因鍾博士身體欠安，

那段時間須接受治療，無法前來授課。在此向

原來有選修或有意選修這門課的牧者及學員

致歉，並請為鍾博士的治療順利、早日康復代

禱，希望不久的將來他就能前來授課。

致歉！9/10～14密集課暫延

M2宣教專款 $11,300

 楊文聰 1,000 
 曾美芬 300 
 盧玉強(為溫永生) 10,0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1,000  姚映慈 1,0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349,960

 賴素娥 2,000 
 陳恩儀(6～7月) 2,000  
 王正宏(USD11,333) 345,960 

師資培育專款 $351,260

 姜○○ 300

 王萸芳 3,000  

 田榮道、陳美華 2,000 

 王正宏(USD11,333) 345,960 

　　　　聖經注釋、解經書、神學類。
　　　　靈修神學、心理學。
　　　　英文的聖經研究、教牧研究。
　　　　客家文化研究。
　　懇請支持本院圖書館的弟兄姊妹，繼續支
持及代禱，使我們能在未來2年內，有效性的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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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9 8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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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
款
金
額

電
腦
紀
錄

經
辦
局
收
款
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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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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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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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