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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亞洲神學協會）正會員

本院使命宣言：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

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四7）

編按：今年陽曆的八月八日，就是農曆七月初

一，民間所謂的「鬼月」的第一天。特從溫

院長受邀在香港恩雨之聲的「微聲細雨」節目中，

「與大學生談靈界」福音短講錄音稿中，加以修

潤，與院訊讀者們分享有關靈界的事。

您小時候有聽過鬼故事嗎？您有看過「大法

師」這影片嗎？您有經歷過一些靈異的事件嗎？你

相信有靈界嗎？

我在桃園平鎮開拓教會的時候，帶給我許多寶

貴的經驗。

小學生玩碟仙

記得有一個小男孩，他父母離婚，家庭沒有溫

暖，所以常跑來教會找我。有幾次他跟我談到他跟

朋友玩碟仙的事。那年代，中小學生流行玩碟仙。

什麼是碟仙？這是一個與靈界有關的遊戲，主要的

用具是，白色的小碟子，和一張大張的紙，上面寫

著一些字，還有1∼9的數字。大家唸咒語後，碟仙
會來，來的時候，這碟子就會移動，你可以問這碟

仙一些問題，當然，也可以用來算命。

有一天，這個小男生跑來跟我說：「溫哥！

碟仙好靈喲！我問牠：我姐姐下禮拜考試，會考第

幾名？它說：第三名。真的耶！我姐姐這禮拜真的

就考第三名！」又有一次，他又來找我，跟我說：

「好奇怪喔！這碟仙在不同的地方，名字就不一樣

耶！」我就告訴他說，這個我也知道，因為聖經也

是這麼說的。我就簡單地把我從聖經所認認識的靈

界真相告訴他。

∕院長 溫永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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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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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心語

碟仙碟仙？？你你不可不知不可不知的靈界的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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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兵哥聊碟仙

這屬靈的世界，有兩種靈。上帝和天使是善

的靈；魔鬼和邪靈是惡的靈。魔鬼與邪靈怎麼來的

呢？華人的鬼故事，常說鬼是人死後變的，其實不

然！上帝在創造天地之前，創造了天使。其中有一

個天使長，叫路西弗，牠後來背叛上帝，要與上帝

爭同等（賽十四12-14），於是被上帝趕出天庭，墜
落到人間，變成魔鬼撒但，牠也慫恿了三分之一的

天使，一起墮落，成了眾多的邪靈（啟十二4）。
回想我服兵役時，在連隊擔任排長。有一次，

部隊演習搭火車。有一個阿兵哥就跑來找我聊天。

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不是，不過，他卻說，以前

他在玩碟仙的時候，很奇怪！只要有基督徒在，這

碟仙怎麼請都請不來。我聽了以後，心中暗喜，想

到聖經雅各書四章七節說的：「故此，你們要順服
上帝，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
了。」

從碟仙看到靈界的存在，從聖經知道基督徒的

權柄！我們不能玩碟仙，免得走火入魔，但要懂得

奉主的名趕鬼，才能成為得勝者！

大學生談碟仙

這期間，有幾年，我被邀請在中原大學兼課，

教「宗教哲學」。每班大約有60位學生。有一年，
我突發奇想，在課堂上，來跟同學們談論有關靈

界的問題。我就先問同學們，說：「請問你們當

中，有誰親自玩過或親眼看朋友在玩碟仙的？請舉

手。」我看舉手的人大概有六到十個。我就問這些

舉手的同學說：請問你們在玩碟仙的時候，是你們

幾個人的手移動這小碟子？還是這小碟子自己會移

動？他們就回答  說：「老師！真的是那小碟子在
動！」我大學時讀的是理工科，就知道這現象科學

很難解釋，有人嘗試從「磁場」去解釋，我覺得沒

有什麼說服力。但是，從靈界來了解，就容易多

了。

照聖經的啟示，這宇宙中，除了物質的世界

外，還有屬靈的世界。這屬靈的世界，我們的肉眼

看不見，但可以經歷得到。或許，你會認為這靈界

跟我無關，不理牠就沒事。不過，很不幸的，這靈

界卻想盡方法，要來影響人的世界。假如，人不了

解，被牠們騙了、受苦了，都不知道！

院長室：

1. 請為溫院長禱告，求主膏抹他的講道與服事，四處
祝福更多教會：8/1台北宣聖堂客神主日講道；8/8
八福教會客神主日講道；8/15台北蒙恩堂客神主日
講道；8/22彰化浸信會客神主日講道；8/29竹南浸
信會客神主日講道。

2. 請為10月25日董監事聯席會議將選舉下一屆（第二
屆）的董監事代禱，求主帶領會前徵詢的作業，並

顯明合適人選，未來三年能同心推動客家百年大

業。

教牧與宣教研發中心：

1. 教牧博士科：請為「教練模式的教牧領導」密集課
（8/30∼9/3）代禱，將採「教室+遠距」的實虛合
體教學，求主幫助招生的工作與教學的準備。

2. 研究中心：配合教牧博士科的密集課程而舉辦的
「教練式領導研習會」（8/30）由陳恒霖博士主
講，正推動報名中，盼能祝福眾教會的門訓與團隊

事奉，請代禱。

校友會：

呂心彤校友（IJCM國際耶穌基督宣教教會）

1. 請為丈夫長舟領一郎，後頸椎突出壓迫到頸神經而
疼痛（疑似骨刺），目前吃藥與復健中。求主藉著

醫生的藥物及復健，能夠完全得醫治（免去開刀的

風險）。

翁仁聖校友（平鎮崇真堂主任牧師）

1. 請為平鎮堂預備好恢復實體聚會時，弟兄姊妹都能
回得來聚會禱告 。 

2. 請為兒子在軍中的領導統御有好的學習，女兒以柔
暑假期間希望打工及以琳實習單位的申請禱告 。

杜建強校友（苗栗揚帆協會傳道）

1. 請為我父親的手術能順利成功禱告，求神保守我父
親的心思意念，靠主剛強喜樂，並求神預備三十萬

的開刀費用。

2. 請為我母親身體健康，平安喜樂專心倚靠神。

3. 請為太太麗君傷口可以完全癒合，血糖，血壓，血
脂肪，都能正常。

4. 請為兒子工作順利平安禱告，並求神為他預備婚姻
的對象。

5. 七月五號到八月底舉辦線上兒童營會，求神保守一
切都順利，膏抹每一個服事同工，與學生都有很好

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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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毅勤 同學

神學學士科
服事工場：關西聖潔會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

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

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

的乃是主基督。」（歌羅西書3︰23、

24）

廖婉婷 同學

道學碩士科－教牧組
服事工場：竹北聖潔會

范玉珍 同學

道學碩士科－宣教組
服事工場：新城家職場教會

陳美霞 同學

宣教碩士科－跨文化組
服事工場：海外

曾貴珠 同學

基層事工科
服事工場：造橋鄉大西教會

葉小珍 同學

道學碩士科－教牧組（結業）
服事工場：水田基督長老教會

羅淑梅 同學

職場事奉科－碩士組
服事工場：新竹浸信會

蒙神選召主工人，跟隨傳揚主聖名；靈

魂得救主心意，莫忘初衷主使用。「至

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書24：15）

基督是我們的標竿，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向著標竿直跑！跟隨主到天涯海角，

與主同行、聽主聲音，活出神的榮耀！

用我一生完成祢的託付，持守是唯一退路

「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

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

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

完備，毫無缺欠。」（雅各書一︰2～4）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

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6節）

身為客家基督徒，想要宣教來客神；讀

了深知太不足，畢業正是新開始。

余智惠 同學

道學碩士科－教牧組
服事工場：六和崇真堂

楊佳代 同學

宣教碩士科－跨文化組
服事工場：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高舉基督，活出見證。　　　　　　　

腓4:13「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做。」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書24：15）

黃惠娜 同學

神學學士科
服事工場：新竹聖潔會

神的呼召如此美，領我走進神心意；與

主同行真幸福，得以成為人祝福。「我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2：20）

第17屆畢業典禮第17屆畢業典禮
校本部暨延伸制學生介紹校本部暨延伸制學生介紹

何明麗 同學

職場事奉科－證書組
服事工場：福羚教會

（真幸福全人關懷協會）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

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

在。」（書亞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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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長成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基隆區　教會：基隆喜信會

黃美齡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三峽區　教會：大埔崇真堂

感謝神，讓我能在客神延伸制中學習

成長，謝謝每一位教授我們的牧者們

（老師），以輕鬆方式互動，細心講

解課程，好讓我們聽的明白，存放在

心裡。

有首詩歌說：「每一日我主，我懇求

三件事：更深刻認識祢、更深切地愛

祢、更緊緊地跟隨祢。」感謝延伸制

課程幫助我做到了。

侯玉鳳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大溪區　教會：主愛團契

江德聲 傳道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苗栗區　教會：加恩長老教會

感謝主的恩典，透過校方安排的神學

課程，個人深感獲益良多，許多信仰

疑問，在課程中被理解、被解決。感

謝主！

客神延伸制課程，幫助可以現買現

賣。使我有系統的讀完整本聖經，經

歷到事奉中學習，學習中事奉。

陳以理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新竹區　教會：新竹聖教會

童素貞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三峽區　教會：大埔崇真堂

感謝主，終於完成學分得以結業。課

堂上得到的不僅學習到聖經上的知

識，更重要是透過老師及同學們的分

享及交通，靈命得以成長。

謝謝客神開設延伸課程，每位授課老

師的備課內容特別是真理教導非常紮

實，使同學們在課堂上能清楚明白、

鼓勵弟兄姊妹們參加延伸課使自己、

教會同得益處。

陳雯娟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三峽區　教會：大埔崇真堂

劉純貞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大溪區　教會：神同在大溪教會

謝謝馮牧師當初替我報名，讓我透過

課程學習更認識耶穌認識真理，自己

被聖靈光照更新，重新得力，讚美感

謝神。

感謝主，讓我能夠來神學院裝備自

己，能夠更深的認識神，更願意的來

順服神。相信只要我願意順服神， 神
會一直一直的帶領我。

張鄧春妹　延伸制領袖科畢業生

學區：台北區　教會：台北崇真堂

譚文雄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三峽區　教會：大埔崇真堂

感謝主∼我畢業了！引用詩篇127:1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

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惟有耶和華才有

神同在，讓我經歷各項恩典祝福！

感謝天父看顧，讓我能在客神延伸制

課程中，對聖經與教會認識更深；學

習的過程，生命得著修復與醫治。讓

我學著不輕看自己，也不竊奪上帝的

榮耀，願成為合上帝使用的器皿。

葉師心怡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基隆區　教會：基隆喜信會

林祺文　信徒精兵科結業生

學區：三峽區　教會：大埔崇真堂

感謝神的恩典，在每次的課程當中感

受老師的用心，真理教導上都非常紮

實，使我們能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

誠摯鼓勵大家都能參加延伸班的裝備

課程，使自己和教會能同得益處。

謝謝客神老師們風雨無阻、不辭辛勞

的到三峽教導我研讀神的話，使我的

靈命得到啟發、視野開拓、根基更加

穩固；和同學們互相激勵、彼此造

就，這些都是寶貴的恩典。



2021年客神「教練式領導」研習會 

一、 地點：桃園市龍潭區新原路 82 號【客神】 

二、 日期：2021 年 8 月 30 日（週一） 註：若疫情警戒第三級，將採線上進行 

三、 講員陳恆霖博士簡介：諮商心理學博士、崑山科技大學副教授、培英國際教練領導力學院創
辦人暨院長、美國加州政府認證組織教練、德國萊因集團國際認證中心證照。 

         日期     

時間           
8 月 30 日（星期一） 

08:30~09:00 報到、茶點時間 

09:00~09:10 敬拜，開會式：溫永生院長 

09:10~10:30 現場體驗與示範演練、分組觀察與討論分享 

10:30~10:40 休息 

10:40~11:50 教練發展沿革與發展 

12:00~13:30 午餐＋午休 

13:30~13:35 敬拜 

13:35~14:50 釐清領導與管理的角色與功能 

14:50~15:10 點心時間 

15:10~16:30 領導不費力、管理有效率、溝通有能力：組織教練的應用、Q&A 

16:30~16:40 閉會式 

四、報名資格：各教會的牧者、長執與同工。 

五、報名：報名表傳真至 03-4116387，chsrebecca63@gmail.com 
電話03-4116253#129施姊妹。 
（附註：已報名8/30~9/3日教博密集課者，已包含此研討會，不需再報名） 

六、8/16 日報名截止，逾期者需繳交 100 元逾期費；謝謝合作！ 

七、繳費及報名方式： 
1) 報名費 400 元（含 8/30 日茶點、餐費、講義費及價值 300 元的《客神 20 週年專刊—探

討有效的福音策略和人才培育》，早鳥 7/31 日（含）前優惠價 300 元。 
2) 將繳費收據 & 報名表傳真至 03-4116387 
   劃撥：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帳號：50416881  
   匯款：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銀行：台灣土地銀行-石門分行 
   帳號：015-001-08249-1   (劃撥請註明「教練式領導」研習會) 

……………………………………請沿線撕下……………………………… 
 

2021 年客神「教練式領導」研習會報名表(填寫及勾選)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年    齡 _______ 歲 

所屬教會  服事職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家：  公：  手機： 

電子郵件  

8/29 日住宿  □ 是     □ 否    (每晚 200 元含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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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6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384,370.

蘭陽靈糧堂  5,000 天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上海浦東華商團契(溫永生院長講道謝禮)  4,300 

平鎮崇真堂  10,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1,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厚賜堂  3,000 

台北崇真堂  5,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南聖教會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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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竹南勝利堂  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3,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1,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新竹靈糧堂(頭份靈糧堂)  5,00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西塔浸信會  2,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中華基督教中壢浸信會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5～7月)  1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竹北勝利堂)  15,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基督徒聚會處  12,6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香港筲箕灣崇真堂.HKD10,000)  35,710 

財團法人桃園縣基督教浸信會百年教會  10,0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CHEUNG.TSZ.CHUNG,HKD60,000)  214,26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500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2,000 

客神之友.$99,600

朱炤廉  2,000 沙哲明  1,000 沙哲雄  1,200 羅美鳳  600 林美雪  300 莫德政  600 張龍瓊  500 

主知名  1,000 鄧錦敦  1,000 范綱成  3,000 王○○  1,000 劉錫軒  300 梁○○  500 張金葉  500 

許美秀  600 潮　春  500 徐嘉繁  2,000 林志榮  5,000 張永勝  1,000 劉吳洋  2,000 劉晨煜  300 

廖秀娟  1,000 張亞梅  600 蔣秀惠  1,000 蕭偉光  1,000 鍾瑞玉  1,000 徐慧民  1,000 余瑩瑛  300 

陳品悅  600 主知名  2,000 涂世浩  2,000 陳○○  500 卓秀美  300 羅偉森  1,000 劉正男  1,000 

宋旻興  300 主知名  300 陳家玉  1,000 張世宏  300 柳葉萍  1,000 馮騰永  1,000 劉正惠  2,000 

陳主音  500 戴國揚  1,000 游景文  1,200 曾美芬  300 彭錦光  1,000 陳阿敏  500 張峻豪  500 

翁仁聖  1,000 許書毓  1,000 譚文雄  1,000 呂瑞貞  2,000 史淑娟  1,000 莊萬益  2,000 張智堯  500 

劉美瑩  1,000 施慎微  2,500 主知名  2,000 王○○  1,000 許偉城  1,000 劉旻宜  1,000 杜建華  200 

張慶男  2,000 歐　陽  300 主知名  1,000 曾淑義  1,000 姜○○  300 廖培英  600 呂瑞貞  1,000 

主知名  500 沈介仁  1,000 主知名  300 林慶宜  1,000 宋秀妹  1,000 崔王少妹  2,000 

鄭鏡偉  500 蕭國棟  600 李彥井  500 溫瑞美  1,500 張秀鳳  1,000 葉王秀芳  2,000 

高文清  1,900 主知名  2,000 房子欽  1,000 邱○○  1,000 邱宏達  1,000 張鄧春妹  1,000 

張彩彩  300 田鴻英  1,000 陳政澂  2,500 陳協全  2,000 姜惠敏  1,000 林祺文(3～4月)  500 

基甸三百.$1,049,640.

徐菊英  3,000 彭慧雅  3,000 盧莉芳  3,000 詹淑真  10,000 王萸芳  3,000 徐明富  3,000 林義捷  10,000 

主知名  3,000 潘定藩  3,600 康文成  50,000 彭慧盈  12,000 林桂廷  3,000 曾政忠  4,000 林政廷  10,000 

賴志剛  10,000 鍾惠屏  3,000 杜鳳蘭  190,000 林志榮  3,000 賴成青  3,000 林德有  10,000 主知名  600,000 

羅源豐  3,240 蔣○○  40,000 范正成  5,000 舒德文  3,000 陳吉光  3,000 溫康鳳美  25,000 

溫永生  3,800 朱○○  10,000 徐吳雄  5,000 吳淑敏  3,000 黃成鋒  3,000 田榮道.陳美華  6,000 

其它奉獻收入.$28,128. 主知名 160

陳郁莉  5,700 溫永生  9,600 彭慧雅  3,040 潘定藩  7,900 施慎微  1,000 主知名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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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客神主日八月份客神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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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起，因應20週

年，也美化了這些看板，每半年更換一批諺語。同時，也

藉院訊一隅分享一些諺語，讓有心學客語者多一個管道。

人不勤勞工作，卻賴床睡懶覺，必定窮困！豬卻

論斤兩賣，養豬時，儘量讓牠多吃多睡，會較快長大

肥壯，能賣好價錢！人與豬是不同的，豬多睡多賺，

人多睡變窮！

自古以來，客家人以「勤」儉持家著名，只是

年輕的一代，不知有無失去這傳統美德？無論哪一

每月一篇客家諺語

人眠窮 豬眠壯

專款收支月報表

專款科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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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  10,413  155,330  80,141 85,602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600,000  1,052,754  347,000  11,500 1,388,254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500,000  445,646  1,000  7,000 439,646 

師資培育專款

(含王德鴻長老陳錢妹伉儷感

恩基金)

 600,000  1,877,761  1,000 1,878,761 

圖書專款  700,000  65,681  128,530  9,354 184,857 

宣教專款

（含跨文化宣教獎學金）
 400,000  3,453,581  2,200  20,000 3,435,781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300,000  853,012  357,100 1,210,112 

擴建專款  500,000  5,096,788  1,074,500 6,171,288 

特別事工專款

（20週年活動專款）
 2,000,000  395,429  51,000  1,000 445,429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10年預算  $13,500,000

上期餘絀 (710,575)

當月收入  1,580,554 

當月支出  1,109,830 

本期餘額 (239,851)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155,330

陳○○  10,000 戴國揚  1,000 林義銘  200 劉悅姒  5,000 主知名  30,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2,0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LEUNG.PUI.MAN,HKD30,000)  107,13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1,000 郭台麟 1,000 師資培育專款.$1,000 李知昂 1,000 

擴建專款.$1,074,500 范正成  2,0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LEUNG.PUI.MAN,HKD150,000)  535,650 郭台麟 1,0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CHEUNG.TSZ.CHUNG,HKD150,000)  535,650 邱美蓉 200 

圖書專款.$128,530

主知名  20,000 主知名  1,4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LEUNG.PUI.MAN,HKD30,000)  107,130 

國內助學金專款.$347,000

曾皓峰  5,000 張秋玟  200,000 

李美瑢  140,000 湯秀晴  2,000 

宣教專款.$2,200

羅○○  1,200 張為民  1,0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357,10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劉義章.HKD100,000)  357,100 20週年特別事工專款.$51,000 黃有妹 1,000 主知名 50,000 

8/1    拿撒勒人會台北宣聖堂∼溫永生院長
8/15  楊梅宣聖堂∼羅源豐處長
8/15  中華聖潔會關東橋教會∼田榮道教務長
8/15  台灣信義會蒙恩堂─客家宣教日∼溫永生院長

8/22  彰化浸信會∼溫永生院長
8/29  竹南浸信會∼溫永生院長
8/29  大湖萬民教會∼羅源豐處長

族群，都當謹記箴言六章9～11節的警戒：「懶惰人

哪，你要睡到幾時呢？你何時睡醒呢？再睡片時，打

盹片時，抱著手躺臥片時，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

來，你的缺乏彷彿拿兵器的人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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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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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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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以上）：  元

    □ 客神之友（2999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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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效期限：                 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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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