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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心語

∕院長 溫永生牧師

「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他的

道，敬畏他。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

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　

　　　　　　　　　　　　　　   （申八6～7）

多年來在牧養的教會都推動國際讀經會出版的

《每日研經釋義》，作為會友們靈修的教材。

這教材至少有三個好處：一、每天的份量適中，

十五節左右；二、有簡要釋義，幫助信徒更明白聖

經原意，適合基層會友；三、一季一本100元，經濟

實惠，一天才需一塊多，收入少者也買得起。

按《每日研經釋義》，最近讀到申命記，看到

摩西呼天喚地 苦口婆心地提醒與警告以色列的新

世代，進入迦南美地後，不可忘記上帝，乃要敬畏

神，謹守神的誡命，遵行祂的道！祈願20週年後的

新客神也能如此。

新氣象

今年五月的院訊，我曾以「全新客神、迎向

未來」為題撰文。今再以「新客神、新挑戰」與關

心者分享，盼藉更多人的代禱，客神能不負上帝所

託，為神國培育出更優質的人才。

五月的院訊，我提到「新架構」、「新學制」

和「新事工」。今年元月起，正認真執行、逐步落

實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藉設立「教牧博士科」

（簡稱教博）期能提升專任教師的研究與教學的品

質，並有助於校本部的招生，在質與量上持續成

長。很感恩的是，經辛苦地耕耘，教博的選修生今

年開始增多，十至十二月Dr. Craig Ott的網路課程

「倍增使命型教會」，已增至四位選修生，另有四

位旁聽，相信明年還會增加！

另外，自20週年起，有了新的辦學方向：「萬

族為客家、客神為萬族」，我們把招生的門開得最

大，為神國培育各族群、各領域所需要的人才。但

仍不忘初衷，客家人才的培育仍是我們優先關注的

焦點，因此，客語環境的營造、客語能力的培養和

客家福音策略的研發，仍必須精益求精！

新挑戰

何副院長過去一段時間，帶領我們主任以上

的同工團隊，討論2025的目標與策略。我們訂出了

2025年校本部全修生50位、選修生50位（即現有教

室上課的最大容量）。若要達到這目標，每年的招

生錄取人數至少20人，今年才12人！明年之後的挑

戰相當大。為此，我們10/4已召開招生委會員會第一

次會議，希望藉超前部署，明年的招生能大突破！

第一期的建築，教學使用的空間，圖書館的閱

覽室，目前都充裕有餘。但由於海外學生、宣教士

老師的家庭入住，明年起眷屬宿舍已顯不足，老師

與同工的辦公室也將不敷使用，可能須以現有空間

另闢辦公室。為此，第一屆董事會已組成「擴建小

組」研議各種應對方案；加上鼓勵校友拓植教會的

辦法已通過，明年度的總經費需求必大為增加。

雖然明年的挑戰會遠大於今年，但戴德生

說：「按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絕不會缺乏神的供

應！」請關心客家百年大業的您常為客神代禱，謝

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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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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 戰戰新新  新 新 客客 挑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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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十一月退休以後，就一直想要回台灣傳福

音給親戚朋友們，但先生執意要我先打完疫苗

再說。好不容易打完疫苗，拿到了新護照，準備好

要帶回台的禮物，不料，台灣的疫情忽然升溫且愈

趨嚴峻！

嚴峻疫情有掙扎

怎麼辦呢？如果要回台，勢必要付出不小代

價。機票貴，兩千六百美金！還須住防疫旅館十五

天，共四萬兩千元新台幣！再居家自主隔離七天！

外出全程須戴口罩，加上至少要做兩次的核酸檢

測！我真的願意付上這些代價嗎？

為了向九位叔叔姑姑們的家庭傳福音，也為了

處理父母遺產的事，想了又想，禱告再禱告，我就

按主旨意，勇敢踏上了回台之旅。 回台住檢疫旅館

十五天後，最親的大哥、大妹夫、二妹夫婦及小妹

全家，勇敢且放心的接待我，可以去他們的住處休

息，或小住幾天，享受美好的手足之情！感謝天父

給我們七個兄弟姊妹，彼此相愛相顧的恩典！

付出代價獲驚喜

除了探望親愛的家人，最喜樂的收穫之一，乃

是有機會到一間教會作見證。我用幾分鐘的時間，

用線上直播的方式作服事主的見證，這是第一個驚

喜！幾天後，有機會與一位牧師聊天，提到客家福

音的話題。我看到客家人在全球分佈的地圖，竟然

五湖四海佈滿了客家族群！叫我心中一震！這實在

大開我的眼界，這是第二個驚喜！「主耶穌啊！我

一直想為客家福音事工盡一己之力，祢就把這地圖

深植在我心，好叫我時刻記住！」求莊稼的主打發

邀請您參加「線上」二十週年感恩禮拜

本院訂於11/14（日）下午3時起舉行20週年感恩禮拜，邀請過去

二十年來，一路關心與協助客家人才培育事工的浸信會神學院前校長

蔡瑞益牧師證道。礙於新冠疫情的因素，實體聚會人數受限，歡迎您

參加「線上」感恩禮拜。請輸入直播網址或掃描QR Code連網。

直播網址：https://youtu.be/F53fUsXKxH0

工人去收割莊稼，自己也要成為工人之一，勇敢傳

福音給周圍的人，特別是客家人！因主把我生在客

家族中，理當還福音的債！

第三件驚喜的事，是接受客神院長溫牧師夫婦

的邀請，去客神小住幾天。真沒想到有此機會，與

客神同工一起吃飯、聊天，享受主內一家親的溫暖

和喜樂，非常難得！承蒙溫牧師的安排，讓我住在

VIP房，真是恩典滿溢、豐富供應！三餐的可口香

甜，衛浴設備的高水平，再再使我感激！更何况，

每早晨散步在幽靜茶園綠地間，聆聽着鳥鳴蟲吟

聲，仰天凝視白雲，攸然飄去，非常寧靜舒暢！

優美校園生願景

我定睛注視天上的父神，深深讚歎衪奇妙的安

排，真的是祂美妙恩典！這些主內的弟兄姊妹們，

神情安祥，等候接種疫苗的時間，也不心焦氣躁。

客神看門狗小黑，活潑有力的吠聲，周遭公雞的啼

聲，提醒我靠主珍惜當下，因為此情此景必然瞬間

飛逝而去！我又看到海外神學生夫婦及小孩，在此

裝備進修，努力不懈。

心中深切感嘆，曾經我也有過夢想，能成為傳

教士，一生以傳福音為念！如今，白髮蒼蒼、齒牙

動搖！天父仍帶領我這慢半拍的孩子，繼續賜下恩

典，來參與衪的神國大業，衪永不放棄我，我要緊

緊抓住衪！

看到客神優美的校園心生願景，願更多弟兄姊

妹趁年輕來此接受裝備，成為基督精兵，在末世收

割莊稼！

20212021驚喜之旅驚喜之旅
～～疫情嚴峻客家情 疫情嚴峻客家情 

直播QR Code

∕ 杜鳳蘭姊妹（加州Torrance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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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譚興  平鎮崇真堂

如果人生的上半埸，是為人生的下半場來做

準備，這樣我是比較特別，因為我人生的

下半場，才開始為我人生的下下半場來做準

備。感謝主，在我人生的下半場，主給我機

會來裝備自己，期盼在我人生的下半場和下

下半場，能多作主工，榮神益人。

童素貞  三峽大埔崇真堂

會進入客神，是因為上帝給我的時間到了，

面對教會服事開始覺得有很多不足，看到未

信主的家人心裡很焦急。希望自己接受裝備

後，在教會中能成為幫手，也知道如何向家

人傳福音。期待在客神的每一天，能像海綿

吸收老師們的教導，成為上帝忠心的工人。

蔡育螢  楊梅梅岡靈糧堂

我是來自高雄的閩南人，近幾年參與幸福小組

活動，父母親、鄰居還有同事接連受洗認識

了主，見證了人的生命更新與翻轉都是神所

賜的奇異恩典。神呼召我成為全職同工，並

進入客神就讀，期許自己在客神的神學基礎

上，打下穩定的根基，帶領更多人認識神。

李文伍  台東博愛浸信會

我是台東來的原住民，曾是小學教師、國小

校長，九年前退休，經過妻子多年的禱告，

2016年8月蒙神呼召，使我認罪悔改重回教
會。在教會服事有五年，服事中總是覺得裡

面空空的，需要接受裝備，與客神有約，願

終生夫妻同行做主工。

110學年度新生介紹110學年度新生介紹

黃惠娜  竹東聖潔會

感謝主，過去四年帶領惠娜在客神的學習，

並在今年六月順利畢業。雖然畢業了，但知

道自己還需要不斷的學習，特別在牧養這部

分，所以決定繼續進修「教牧研究科」，盼

望能更進一步了解如何牧養，以及能在服事

上經歷突破。

楊忠勛  大園區平安飛教會

過去我曾和吳天寶牧師及季紹耀牧師一起開

拓教會，之後上帝又引領鄭元獻牧師在我家

開拓了大園區平安飛教會。現在因著張雅雯

學姐和牧師的推薦，我進入了客神受裝備。

我知道聖靈會讓我與神更親密、愛神更深，

也能使我的靈命更好，進而餵養神的羊。感

謝讚美主！

黃世剛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很榮幸能夠進入客神接受裝備，成為一名選

修生。期許自己在如同約翰福音所說：「一

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在個人生命與

事奉上，都能在主的話語裡深深扎根，為主

結出更多子粒來！

梁加恩  平鎮崇真堂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能在基督化的家庭長大，

在成長過程中，曾懵懵懂懂、不冷不熱，但

因著神不變的愛不斷激勵我，如今使我願意

一生跟隨主、為主所用。期待未來在客神的

學習，能裝備自己使人得福並榮耀主名。

楊佳代  楊梅埔心聚會處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

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拉7:10，因

此做為神的僕人，我要立志一生精通神的話

語、遵行神的話語、傳揚神的話語。

職場事奉科─碩士組道學碩士科

神學學士科

職場事奉科─證書組 教牧研究科─學士組

彭姿敏  苗栗三灣神召會

我來自苗栗縣三灣鄉的一個客家村庄，在傳

統家庭長大，爸爸先回天家了，媽媽目前則

還未信主，姊姊和妹妹都在母會穩定聚會。

因著對客家人的負擔及身為第一代基督徒的

使命感，經歷兩年半的禱告後，在牧者們鼓

勵下，回應神的呼召，來到客神就讀。

簡翊竹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我是神重價買贖回來的，我能用什麼回報

呢？就是獻上我一生來回報神的愛！我不偉

大，但我有偉大的神！「你要專心仰賴耶和

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5～6

顏嘉杏  新竹FK教會

感謝主的恩典、能來客神受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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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8月30日採實體跟網路並行方式，舉辦

「教練式領導」研習會，有近80位的牧者同工

參加。邀請陳恒霖博士主講：「如何在教會的牧養

和領導上，引進諮商輔導的技巧，成為懂得領羊群

前進又不失落一隻小羊的牧者。」這研習會結合教

牧博士班的密集課，利用密集課的第一天，開放給

教會牧者和長執同工參加，共享屬靈饗宴。

溫院長在開幕式中說明為何舉辦這次研習會。

第九屆世界華福大會的主題是「門徒訓練」，早上

主領研經的講員曾金發牧師，以「精心設計的門徒

訓練」開拓有成；香港播道會恩福堂也著重門訓，

現是香港最大的教會！溫院長也表示，門徒不是

「教」出來的，而是「帶」出來的！「信徒多，教

會不一定增長；門徒多，教會一定增長！」教會要

追求質與量的增長，有兩個關鍵，首先，是否有全

面性的、有效的門徒訓練？其次，是否以優越的領

導力建立持續成長的事奉團隊？因此，期待這次

「教練式領導」研習會能有助於教會的牧養、門訓

與領導。

陳博士表示，所謂「教練模式」是，當小羊

暫時不在圈內，身為領導者在關鍵時刻怎樣以助人

技巧引羊歸隊。同時，他從聖經發現「關係」很重

要，人和耶穌的關係延伸到人與人的關係，探訪會

友時能真正發現和看出人的問題，有效幫助人走出

困境，就像耶穌對軟弱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愛。他認

為我們應該善用助人技巧，正確回應正在哀傷的

人，他們如同一瓶汽水，我們就像開瓶器，幫助別

人打開瓶蓋，讓氣泡發出來，這樣就會帶出有效的

溝通，幫助人得著醫治。

會中陳博士帶領學員實際演練，一人扮演求助

者，一人扮演輔導者A，陳博士則擔任輔導者B。在

演練中，陳博士適時地介入，以示範助人技巧，有

效地幫助求助者發現自己的問題，並尋得解決問題

的方向。會中，陳博士也以分組討論方式，引導出

席者思考教練的角色與功能。

牧長同工難免陷入牧養的困境，牧會多年常感

難以牧養會眾，花很多時間陪伴會友卻無果效，牧

養工作耗盡力氣，常感到疲倦。因此，藉門訓與領

導來尋求突破是重要的途徑。

在領導與管理方面，陳博士引述安瑟倫‧古倫

（Anselm Grun）的話：「領導者的重要關鍵在於喚

醒每個工作者的內在能力。」領導者與管理者的差

異，在於「領導者」強調願景與使命，關注未來與

發展，發掘與激勵卓越人才，重視效能與創意，整

合組織與面對變革；「管理者」注重目標與任務，

著眼目前與處境，培訓與使用優秀人員，重視產能

與績效，執行計畫與調整策略。最後，他勉勵出席

者，在神的國度裡，每一個人有不同的使命與價

值，我們都有潛能被雕塑成優秀的人才。

∕院訊編輯小組

「教練式領導」研習會「教練式領導」研習會

以「教練模式」以「教練模式」
牧養、門訓與領導牧養、門訓與領導

11/25平鎮長青團契講道；11/28台北崇真堂客神主

日講道。

2. 求主感動海內外教會，在擬訂明年的宣教預算

時，能編列預算支持客家百年大業，培育出優質

的下一代人才。

3. 「有人才，才有事工；有好的人才，才有好的事

工！」請為有更多弟兄姊妹成為「基甸300勇士」

或「客神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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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嘉義道上教會客神主日講

道；11/6北靈客崇講道；11/6∼7回平鎮崇真堂三

堂講道；11/14龍潭豐盛靈糧堂客神主日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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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與宣教研發中心：

1. 教牧博士科：請為明年1/3∼7，1/10∼14每天早上

9∼12點，開明年第一門課程「以賽亞書研究與釋

經講道」，因疫情改為ZOOM網路課程，教授是

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呂紹昌院長，請為招生的推動

禱告。

2. 「中小型教會增長諮詢中心」將於11/22早上9：30

第二次舉辦「家教會開拓模式座談會」，請為這座

談會的籌備與邀請工作代禱。

校友會：

王少妹校友（前原勝協會秘書長）

1. 請為家人們身體和每天出入平安代禱。

2. 請為牧區小組長們的身體健康，越事奉越喜樂，

並蒙祝福恩典代禱。

白美月校友（客家福音協會總幹事）

1. 請為10月份客福主日講道有恩膏（南投同富傳

愛中心、關東橋聖潔會、福星教會頭屋分堂、基

隆喜信教會、三灣神召會），交通出入有平安禱

告。

2. 請為白牧師繼續關心海外客家事工，有神的恩典

能力禱告。

3. 請為白牧師繼續在客神進修禱告。

廖婉婷校友（中華聖潔會竹北教會 傳道/師母）

1. 請為11月的執事改選，求主賜下合神心意、樂意

事奉的執事禱告。

2. 請為教會長輩的健康，心中充滿平安、喜樂與盼

望禱告。

3. 請為要施打疫苗的肢體和家人代禱，求主保守身

體有最佳狀況，一切平安。

∕劉燕和姊妹（本院研發中心秘書）

參加同工退修會心得參加同工退修會心得

營造「家的文化」營造「家的文化」

我是八月一日才上任的研發中心秘書，很感謝神

給我這份工作，在我還沒當同工之前，我是客

神的兼任音樂老師，因此常進出客神，而且同工和

同學們幾乎都認識我。

感謝神！剛上任的第一天就參加了同工退修

會，對我來說，有很多的學習也有很多的挑戰，因

為必須要盡快認識每個單位的職責及同工，當然更

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的職責所在，及研發中心是一

個什麼樣的單位，而自己所要負責的項目是什麼。

8月2日至4日同工退修會參加了三天，是一個很

大的收穫及成長，是一個快速讓自己了解每個處室

所面臨的狀況及未來的發展和方向。印象很深刻的

是最後一天看一部福音電影，叫做「勇氣」。這是

一部讓我很感動的電影，描述的是四位警察、四位

父親如何面對家庭，及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在家

庭裡父親所要承擔的責任，重拾父親的天職是回應

神的呼召，更是一種對神的承諾，在面對挑戰的時

候，如何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起當父親的責任，靠的

不是自己而是上帝，剛強壯膽地去擔當在家庭裡父

親的角色。

在影片中，每一個當父親的都在學習如何當好

一個好父親，如何在神的愛裡去勇於承認自己的軟

弱及不足，如何去原諒及饒恕我們不想面對的人事

物。不僅僅是在父親這角色，回到我們自己的信仰

裡，面對不同的服事，神給我們的呼召及命定是什

麼？上帝給我們在不同地方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都是值得我們去深思的。「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

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

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客神是很有愛的地方，期許自己能忠心地扮演

好自己的角色，使客神更有「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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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9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 $117,406 竹南神召會(陳美華教師講道謝禮)  2,000

蘭陽靈糧堂  5,000 大埔崇真堂有志  1,1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平鎮崇真堂  10,000 蘭陽靈糧堂有志  5,9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9～10月)  10,000

台北崇真堂  5,000 平鎮崇真堂長青團契  1,500 基督徒三峽禮拜堂(羅偉森牧師講道謝禮)  2,500

雙和崇真堂  4,000 宜蘭縣基督徒聯禱會  1,000 財團法人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  3,000 

雙和崇真堂  2,000 2021宜蘭區研經特會  9,606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天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3,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1,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蘭陽靈糧堂(溫院長講道謝禮)  5,500 社團法人基督教台灣新店活水泉靈糧堂協會  3,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竹南勝利堂  5,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中華基督教中壢浸信會  2,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1,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陳美華教師講道謝禮)  1,80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西塔浸信會  2,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1,500 

客神之友 $104,000 主知名  500 王○○  1,000 邱宏達  1,000 劉正男  1,000 

田鴻英  1,000 主知名  300 陳主音  1,000 主知名  1,000 曾淑義  1,000 姜惠敏  1,000 黃麗紅  100 

沙哲雄  1,200 歐　陽  300 黃暖情  700 主知名  1,800 林慶宜  1,000 莫德政  600 傅玉蘭  2,000 

林祺文  1,000 朱炤廉  2,000 王忠義  2,000 黃筠筑  1,000 溫瑞美  1,500 梁○○  500 劉旻宜  1,000 

河民基  1,000 李彥井  500 張亞梅  300 葉玉娟  1,000 陳協全  2,000 劉吳洋  2,000 賴建興  1,000 

譚文雄  1,000 鍾巧音  2,000 許美秀  300 陳福永  500 林美雪  300 徐慧民  1,000 鄧鳴琴  500 

黃美齡  2,000 黃啟淵  1,000 翁仁聖  1,000 胡照國  500 劉錫軒  300 羅偉森  1,000 劉啟聖  1,000 

江秀惠  200 陳家玉  1,000 潮　春  500 羅美鳳  600 張永勝  1,000 馮騰永  1,000 李　東  2,000 

周麗瑩  100 主知名  300 張彩彩  300 王○○  1,000 鍾瑞玉  1,000 余慶榮  1,000 項春香  1,000 

戴國揚  1,000 施慎微  2,500 陳品悅  600 林志榮  5,000 柳葉萍  1,000 邱福全  1,000 賴暉昌  500 

主知名  2,000 許書毓  1,000 劉美瑩  1,000 蕭偉光  1,000 彭錦光  1,000 張金葉  500 黃滿春  500 

陳正賢  1,000 徐嘉繁  2,000 沙哲明  1,000 陳○○  500 史淑娟  1,000 張龍瓊  600 杜建華 200 

主知名  300 施綉鳳  1,000 沙哲榮  300 張世宏  300 許偉城  1,000 張峻豪  600 葉王秀芳  2,000 

張毓容  500 宋旻興  300 鄭鏡偉  500 曾美芬  300 姜○○  300 張智堯  600 崔王少妹  1,000 

沈介仁  1,000 高文清  500 主知名  800 張鳳英  500 宋秀妹  1,000 劉晨煜  300 丁藍月鳳  2,400 

房子欽  1,000 鄧錦敦  1,000 葉玉芸  1,000 呂瑞貞  2,000 張秀鳳  1,000 余瑩瑛  300 丁藍月鳳  600 

基甸三百 $429,118 朱○○  10,000 潘定藩  3,600 范正成  5,000 舒德文  3,000 陳吉光  3,000 

羅源豐  3,000 蔣○○  40,000 葛○○  18,120 吳燕玉  20,000 黃妃伶  5,000 吳淑敏  3,000 黃成鋒  3,000 

黃丁紅  3,000 王寓文  15,000 陳龍輝 10,298 徐吳雄  5,000 鍾美珍  3,000 王萸芳  3,000 徐明富  3,000 

溫永生  3,800 徐菊英  3,000 陳健興  100,000 林星佑  3,000 陳明光  300 賴成青  3,000 賴顯章  20,000 

徐文芝  100,000 范正成  5,000 彭慧雅  3,000 李泳滿  20,000 林志榮  3,000 田榮道 陳美華  6,000 

其它奉獻收入 $119,759 吳勇明  37,000 

陳禮元  1,920 吳勇明  6,942 黃多加  1,000 彭慧雅  3,040 施慎微  1,000 古曉菁  3,700 潘定藩  1,902 

秋讚鎬  1,920 黃惠娜  1,035 溫永生  9,600 潘定藩  7,900 陳郁莉  22,800 知億有限公司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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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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0  24,000  74,258 (40,518)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600,000  1,439,139  52,000  92,700 1,398,439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500,000  530,462  5,000  85,550 449,912 

師資培育專款

(含王德鴻長老陳錢妹伉儷感

恩基金)

 600,000  1,834,555  2,000 1,836,555 

圖書專款  700,000  88,500  530  7,868 81,162 

宣教專款

（含跨文化宣教獎學金）
 400,000  3,420,666  21,000  14,000 3,427,666 

擴建專款  500,000  6,743,009  88,700 6,831,709 

特別事工專款

（20週年活動專款）
 2,000,000  112,228  1,000  3,490 109,738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10年預算  $13,500,000

上期餘絀 429,472 

當月收入  1,172,298 

當月支出  1,113,094 

本期餘額 488,676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 $24,000

戴國揚  1,000 陳○○  10,000 蔣秀惠  1,000 劉悅姒  5,000 劉玉梅  5,000 賴暉昌  1,000 黃滿春  1,000 

擴建專款 $88,700

范正成  2,000 黃傳和  500 邱美蓉  200 賴明德(入新居感恩溫院長講道謝禮)  10,000 

郭鴻盛  20,000 范正成  2,000 郭台麟  1,000 社團法人國際讀經會台灣總會(溫院長每日研經釋義稿費)  53,000 

圖書專款 $530 

陳家玉 310 

葉王秀芳 220 

國內助學金專款 $52,000

湯秀晴  2,000 

台北靈糧堂(12院聯誼)  50,000 

宣教專款 $21,000

馮聖鈞 2,000 陳慶琮 1,000 黃丁紅  10,000 黃月娟  1,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南聖教會  7,000 

師資培育專款 $2,000

李知昂  1,000 

陳慶琮  1,000 

20週年特別事工專款 $1,000 黃有妹 1,0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5,000 黃丁紅  5,000 

十一月份客神主日十一月份客神主日

11/07  竹東信望愛長老教會∼河民基主任

11/07  貴格會桃園神大能教會∼羅偉森主任

11/14  頭屋教會∼田榮道教務長

11/14  龍潭豐盛靈糧堂∼溫永生院長

11/21  草漯靈糧堂∼河民基主任

11/28  東勢施恩堂∼田榮道教務長

11/28  台北崇真堂∼溫永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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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竅」就是竅門的意思，「鬼噭」是「鬼哭」的意

思。所以，整句的文意是，做事情如果知道訣竅要領，就能

夠很輕鬆的達成目標。請為今年的新生代禱，希望他們來到

客神裝備，各方面都能學到訣竅要領，以致於能成為主合用

的神國工人。尤其是幾位職場事奉科的新生，有志轉為全職

事奉的學制，求主幫助他們能適應學院的學習與生活。

每月一篇客家諺語

知得孔竅  打得鬼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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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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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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