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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亞洲神學協會）正會員

本院使命宣言：

二十多年前，台灣客家福音協會的委員會，在一

次的會議中討論，是不是要設立神學院，培養

客家的傳道人才？那時候，我就潑了大家的冷水，

我說，要設立神學院很不容易，要投資很龐大的資

金！招生也很困難！而且，台灣客家的教會都那麼

弱小，要支持客家福音協會和神學院兩個單位，很

不容易！我認為把人送到現有的神學院，與現有的

神學院合作培育人才就好了。

客家長輩 大膽毋驚
但其中有幾位資深的委員，都是在台灣客家

地區傳福音、牧養教會二、三十年的牧師傳道，看

到年輕的客家人才外流，認為客家福音的工作要做

得更好，必須自己培養人才。所以，就在公元2000
年，他們就憑著對上帝的信心，「大膽毋驚」地踏

出信心的一步，就借中華信義會竹東厚賜堂的四、

五樓，開始了這間神學院。第一任院長是中華信義

會的美籍宣教士─羅威信牧師。

第一年，我仍然袖手旁觀，沒有參與任何的

工作，連開幕感恩禮拜，我也沒去參加！只是沒想

到，羅威信院長只答應擔任一年，之後，他必須回

美國述職。2001年年初，客家福音協會就派代表來
找我談，是不是可以去接院長的工作？

我知萬事起頭難，那肯定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而且，那時候我也不能放下教會牧養的工作，所以

我若答應，必須一面牧會、一面義務地幫忙神學

院。同時，因為我正在進修教牧博士的課程，不久

後就要寫論文，會需要花很多時間，而且，很不幸

的是，又遇到台北母會的牧師因病過世了，台北母

會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協助處理，那段時間已經是忙

上加忙，於是心中很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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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憶往昔～聖誕憶往昔～

我曾潑過人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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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及同工的人數也持續增加。特別是推動建校的

工作，經歷到近代台灣教會史150多年來，客家地區
難得一見的一系列神蹟！建校預算台幣一億五千萬

元，竟然可以不必向銀行貸款就完成了！

在這過程中，讓我感動又感恩的是，看到海內

外教會的主內家人大力的支持，使客神能發展到今

天的規模。

悔潑冷水 還望牽成
建校與遷校後，原以為退休前，我的任務就是

強化「軟體工程」就好了，就如提升教學的品質與

訓練的果效，著力師資培育及傳承。不料，近來卻

發現眷屬宿舍開始不足，教師辦公室也緊繃，加上

考慮客觀因素須「超前部署」，10/25的董事會會議
已決議編列明年2500萬的擴建預算！

看來，我不能安安穩穩地等待退休了。我想到

20多年前曾潑過人「冷」水，沒想到現在卻「熱」
切期盼，有更多人給予客神擴建事工「熱」情的支

持！願主憐憫我！願主繼續恩待客神！

可是，另一方面，按照我對教會界的了解，對

客家福音有負擔的人不多，我若不去接，他們很可

能也不容易找到合適的人選，這間剛剛起步的神學

院就很難繼續經營下去了！於是，我就在這兩難中

掙扎了很久，我雖也向上帝禱告，可是一時之間仍

然不知道該怎樣決定。

上帝一句 順命蒙恩
就在猶疑不決中，有一次在教會講道時，敬拜

團在台上領敬拜，唱到一首歌，突然間有一個感動

在我心裏出現，似乎聽見有一個聲音對我說：「我

的恩典夠你用的！」我知道這是上帝在回答我的問

題，解決了我的掙扎。於是，我就答應2001年7月起
承接院長的工作。

有一句話說得好：「上帝的一句話勝過人的千

言萬語！」真的沒錯！當我憑著信心勇敢地接任院

長後，雖然過程中，忙碌是必然的，壓力是一定有

的，但今天回頭看，我心中充滿感恩，因為看到上

帝的恩典奇妙又豐盛！客神學生的人數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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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台北崇真堂客神主日講道；
12/4∼5回平鎮崇真堂三堂崇拜講道；12/10∼12屏
東研經特會、敬祖研習會、客神主日；12/29新竹
勝利堂福音主日講道；中和雙福禮拜堂客神主日講

道；1/2內埔崇真堂主日講道。

2. 請為有更多弟兄姊妹成為「基甸300勇士」或「客
神之友」代禱，能每月固定支持本院的事工，使客

家百年大業能向上提升、向外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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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工人神學院榮譽院長呂紹昌牧師，請為招生的推

動禱告。

2. 請為「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牧師正
在翻譯美國三一神學院Dr. Craig Ott的大作《使命
型教會The Church on Mission 》代禱，盼明年初能
出版。

校友會：

陳貞蓉校友（台北救恩堂教師）

1. 求主賜福，讓疫情後解封順利，各行各業回歸正
軌，也讓弟兄姐妹和我們的家人都有神的保護保

守，不被病毒侵擾禱告。

2. 請為尋求是否在三芝開拓和一切所需資源禱告，求
主引導開路；也為三重高中和金甌女中社團禱告，

求主在這些社員身上工作，讓我們能有好機會和他

們分享福音。

3. 請為兩個孩子多寶、樂寶有好的學習，各樣發展都
有神的祝福代禱，也為先生旭志在外送、和工作尋

求有神引導，並明白神的帶領禱告。

4. 請為家人的心能柔軟禱告，讓福音能進到我們家族
中，並有全家歸主的恩典。

廖婉婷校友（中華聖潔會竹北教會傳道）

1. 請為11/21新選出的兩位執事代禱，並請為教會明
年度的事工與異象禱告。

2. 2021年社區教室秋季班10月份已開始上課，求主使
用，讓學員可以聽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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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10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293,200

蘭陽靈糧堂  5,000 平鎮崇真堂  10,000 湖口浸信會(河民基牧師講道謝禮)  2,500 

湖口浸信會有志  4,050 基督教生命泉教會  1,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  10,000 

新竹浸信會有志  8,200 2021基隆區研經特會  2,400 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  2,000 

新豐聖潔會有志  5,400 2021台北區研經特會  1,6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施恩堂  2,500 

泰豪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天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財團法人國際差傳協會  20,000 中華聖潔會新豐教會(潘定藩牧師講道謝禮)  2,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1,000 社團法人基督教台灣新店活水泉靈糧堂協會  3,000 

社團法人台灣播種文化協會  1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衛理堂  10,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新竹浸信會  30,000 社團法人台灣播種文化協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3,6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中華基督教中壢浸信會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基督教台灣崇真會內埔崇真堂(溫院長講道謝禮)  3,000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竹南勝利堂  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利堂(寶山勝利堂) 10,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1,000 社團法人桃園市桃園恩寵靈糧堂福音中心發展協會 15,000 

基督教台灣崇真會新豐崇真堂  3,550 基督教台灣崇真會新豐崇真堂(田榮道牧師講道謝禮)  2,00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西塔浸信會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道上教會(含溫院長講道謝禮) 15,4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屏東浸信會  1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永和天恩堂(溫院長講道謝禮)  4,000 

客神之友.$127,620

主知名  300 陳芬芳  1,000 陳咪娜  1,000 羅美鳳  600 彭錦光  1,000 雷繐蓉  1,000 傅玉蘭  1,000 

許書毓  1,000 主知名  400 利松芳  2,000 王○○  1,000 史淑娟  1,000 湯筱琦  1,000 蕭莉明  1,000 

房子欽  2,000 許麗環  2,000 陳中在  1,000 林志榮  5,000 許偉城  1,000 主知名  1,000 吳水英  1,000 

王小姐  300 姜月娥  1,000 江淑芬  1,000 蕭偉光  1,000 姜○○  300 主知名  1,000 蕭定暉  300 

沈介仁  1,000 葉玉芸  1,000 卓春琴 100 陳○○  500 宋秀妹  1,000 許恒裕  1,000 吳桂英  300 

彭姿敏  650 徐嘉繁  2,000 朱正榮  300 張世宏  300 張秀鳳  1,000 主知名  1,000 陳來圓  2,000 

謝娜敏  2,000 許美秀  300 溫英文  2,000 曾美芬  300 邱宏達  1,000 陳阿敏  500 張榮富  2,000 

主知名  2,000 高文清  500 戴郁芳  1,000 張鳳英  500 姜惠敏  1,000 劉正惠  1,000 張以樂  2,500 

施慎微  2,500 鄧錦敦  1,000 黃進貴  1,000 呂瑞貞  2,000 莫德政  600 廖培英  1,000 江衍霖  600 

朱炤廉  2,000 沙哲榮  300 黃成鋒  500 王○○  1,000 梁○○  500 賴○○  1,000 李逸慧  2,000 

簡延庭  2,000 鄭鏡偉  500 范秉添  2,400 曾淑義  1,000 劉吳洋  2,000 劉佳新  1,000 主知名  500 

戴國揚  1,000 王忠義  1,000 王　睿  700 林慶宜  1,000 徐慧民  1,000 葉王秀芳  2,000 

陳家玉  1,000 潮　春  500 葛○○  1,200 溫瑞美  1,500 羅偉森  1,000 崔王少妹  1,000 

主知名  300 翁仁聖  1,000 范正成  700 陳協全  2,000 馮騰永  1,000 崔王少妹 200 

主知名  300 劉美瑩  1,000 蕭國棟  600 林美雪  300 謝雲霞  1,000 陳謝玉嬌  1,000 

田鴻英  1,000 張彩彩  300 衛律吟  200 劉錫軒  300 李彥井  500 張吳明花  300 

沙哲雄  1,200 陳主音  500 張筱麗  1,000 張永勝  1,000 主知名  2,000 劉唐麗金  1,000 

張玉春  500 陳品悅  600 黃頌慈  1,000 鍾瑞玉  1,000 高佩郁  600 張鄧春妹  1,000 

郭朝信  1,000 羅四維  470 鄭諭澤  1,000 柳葉萍  1,000 連彤伊  500 吳家霖、鄭金花  2,000 

基甸三百.$262,000 胡志堅  34,000 曾政忠  4,000 

徐菊英  3,000 蔣○○  40,000 鄒新  3,000 林志榮  3,000 陳吉光  3,000 郭芳礎  3,600 莊銘清  10,000 

羅源豐  3,000 鍾添東  20,000 曾皓峰  5,000 舒德文  3,000 黃成鋒  3,000 劉秀連  4,000 劉倩瑜  30,000 

彭慧雅  3,000 宋蘭英  12,000 柯美蘭  3,000 吳淑敏  3,000 徐明富  3,000 黃春梅  5,000 張聿娟  10,000 

潘定藩  3,600 盧莉芳  3,000 范正成  5,000 王萸芳  3,000 王靜慧  3,000 連鄭香蘭  3,000 

溫永生  3,800 朱○○  10,000 陳豊蓁  3,000 賴成青  3,000 張紹軒  5,000 田榮道、陳美華  6,000 

其它奉獻收入.$57,892

高新民  100 潘定藩  7,900 吳勇明  5,087 黃惠娜  1,035 吳勇明 155 李文伍  250 黃惠娜 1,380 

溫永生  9,600 施慎微  1,000 李文伍  525 范瑞珠  2,070 羅偉森  800 陳郁莉  550 主知名 30 

彭慧雅  3,040 黃惠娜  800 陳郁莉  550 黃惠娜  2,220 河民基  800 知億有限公司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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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客神主日十二月份客神主日
12/11 協同會勝利禮拜堂─下午敬祖研習會

12/12 ∼溫永生院長／羅源豐處長

12/12 屏東聖教會∼溫永生院長
12/12 屏東國際復興教會∼羅源豐處長
12/12 神同在大溪教會∼河民基主任
12/19 新竹勝利堂∼溫永生院長
12/26 基督教雙福禮拜堂∼溫永生院長

20212021年研經特會年研經特會

主題：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屏東區（一） 時間：12/10（五）晚上19:30∼21:10 
  地點：屏東國際復興教會

  （屏東縣屏東市德豐街136號，08-737-1790）

  講員：溫永生牧師 （本院院長）

屏東區（二） 時間：12/11（六）晚上19:30∼21:10 
  地點：屏東聖教會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一街16號，08-736-3333） 

 講員：溫永生牧師 （本院院長）

以上免報名費，自由奉獻，歡迎廣邀主內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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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18)  66,800  100,133 (73,851)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600,000  1,398,439  103,850  31,500 1,470,789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500,000  449,912  83,700  7,000 526,612 

師資培育專款

(含王德鴻長老陳錢妹伉儷感

恩基金)

 600,000  1,836,555  5,200  31,804 1,809,951 

圖書專款  700,000  81,162  1,040  24,981 57,221 

宣教專款

（含跨文化宣教獎學金）
 400,000  3,427,666  89,100  4,975 3,511,791 

戊菊關懷專款  150,000  453,217  1,500  16,000 438,717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300,000  1,210,112  300 1,210,412 

擴建專款  500,000  6,831,709  92,700  3,390 6,921,019 
特別事工專款

（20週年活動專款）
 2,000,000  109,738  1,000  35,940 74,798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10年預算  $13,500,000

上期餘絀 488,676 

當月收入  793,242 

當月支出  1,024,154 

本期餘額 257,764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66,800

洪萬鎮 3,000 歐　陽  800 陳○○  10,000 戴國揚  1,000 施綉鳳 2,000 蔡錦隆、黎秀慧  50,000

擴建專款.$92,700. 蔡錦隆、黎秀慧  50,000 溫永生(惠娜婚禮證道謝禮)  2,600 

汪嬌鴻  3,000 丁允佳  3,000 康文榮  20,000 上海浦東華商團契(溫院長講道謝禮) 4,300 

范正成  2,000 邱美蓉  200 主知名  1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新竹浸信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7,500 

國內助學金專款.$103,850

湯秀晴 2,000 郭台麟  1,000 邱福全  1,000 

美國Agape基金會獎學金（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轉） 99,85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83,700

洪○○  42,000 王　馨 750 郭台麟  1,000 

美國Agape基金會獎學金（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轉）  39,950 

師資培育專款.$5,200 王○○  1,000 傅雯莉 200 李知昂 1,000 蘭陽靈糧堂  3,000 

圖書專款.$1,040 主知名 40 河民基 1,000

20週年特別事工專款.$1,000 黃有妹 1,0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300 彭春香 300 

戊菊關懷專款.$1,500 陳禹衡  500 廖晉彤  400 廖晉彣彣  400 葉王秀芳  200 

宣教專款.$89,100 汪俞妗  500 林　幼  3,600 林仁詮  30,000 

李世賢  1,000 邱煥茂  1,000 王淑美  50,000 張金葉  500 羅芳辰  500 陳姿憓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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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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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