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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亞洲神學協會）正會員

本院使命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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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斯4：14b）

自從ormicron變異株病毒侵台後，清零政策已擋
不住病毒的攻勢。改採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後，

疫情升溫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在此情勢下，基

督徒更需「信心＋小心」地前進。

沒有信心，只有小心，自己整天窮擔心！有信

心，卻不小心（如不戴口罩），會叫別人真擔心！

所以，擁抱信心、保持小心，是面對疫情升溫的不

二法則。

令人激賞的創意

有句話說得好：「有信心的人，在困難中看到

機會；沒有信心的人，在機會中只看到困難！」

去年五月中，Delta病毒肆虐，傳播快，致死率
又高，指揮中心立即宣佈極為嚴厲的三級警戒，全

國草木皆兵，緊張萬分。那時，所有教會的實體聚

會被迫暫停，人人都求自保，小心防患不被傳染。

但見靈糧神學院的老師同工卻發揮創意，設計

了七帖「心靈疫苗送到家」的媒體事工，姑且不論

其效果如何，單憑他們在疫情嚴峻中，不是只顧自

己，而為了福音創意研發，實令人感佩！真是「困

難中看到機會」的範例。

為你預備的良機

這兩年多來，每天為國際讀經會的讀者寫

「靈修心得」。有一天靈修時，讀到《王上18：

1-15》，1-2節說：「過了許久，到第三年，耶

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說：『你去，使亞哈得見

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亞就去，要使亞

哈得見他。那時，撒馬利亞有大饑荒。」三年半

不下雨，撒瑪利亞大饑荒時，從現實的角度來看，

是一項大危機，但從屬靈的角度來看，卻是上帝工

作的良機。不久後，「迦密山風雲」就發生了，以

利亞挑戰巴力的450位先知，上帝彰顯了祂無比的權
能，使以利亞大獲全勝！

今天也是如此，無論從瘟疫、地震、地球暖

∕院長 溫永生牧師

疫情升溫！是危機或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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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擁有天父所賜特別的位分，與世人迥

異，我們應有不一樣的信心與價值觀。耶穌預言，

祂再來前福音將遍傳全世界（太24：14），這需

要大量受過裝備的基督徒去收割。

無論是在本地傳福音與植堂，或是跨文化去宣

教，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有足夠裝備的人才！「有

人才，才有事工！有好的人才，才有好的事工！」

您願意接受裝備，成為上帝國度的人才嗎？客神的

強項是宣教訓練與實踐神學，歡迎有志於牧會、植

堂與宣教的弟兄姊妹報考本院，客神一定是您最佳

的選擇！

化⋯⋯等自然界的現象來看，或從世界的政治與經

濟⋯⋯等各種趨勢來看，都讓世人感到危機重重、

憂心忡忡；但對基督徒來說，讓我們警覺到主耶穌

再來的腳步近了！上帝正在加緊腳步地工作！

是危機或良機？

危機或良機在乎我們的信心與行動！我們若有

信心的眼光，趁早裝備自己為主所用，世上的危機

可轉變為得人的良機！

疫情升溫，似在生活中帶來危機，但我們若有

信心的眼光，可向鄰舍採取愛與關懷的行動，營造

傳福音的良機。

客神秉持著以客家為初衷之精神，要培養胸懷天下萬族

的傳道人、宣教士，完成主耶穌所託付的大使命！

客神熱烈招生中，歡迎不分族群踴躍報考！

四、建校期（2009-2016）

（二）變更地目

購地簽約後，2010年馬上開始申請地目變更的
作業。經公開徵選，我們委託博瑞工程顧問公司承

辦地目變更的作業，並於元月簽約。另需聘任建築

師配合博瑞公司的申辦作業，經邱主任的介紹，承

蒙中華信義會新竹得勝堂會友陳明志建築師愛心的

參與，不收設計費，只收每次出席會議的車馬費，

讓我們十分地感激與感動。

邱主任上任後，積極任事，順利完成購地的工

作。後因考慮本院經常費不充裕，原上班的公司又

須藉重他進行公司結束經營的工作，於是自2010年
11月起，改為不支薪的義工，繼續協助有關建校的
工作。為此，我們非常感激他對本院多年來的付出

與貢獻。

由於地勢高，被劃為是山坡保育地，單單「興

辦事業計畫書」初步徵詢就須經50多個政府單位
蓋章；後來在桃園縣府（現是桃園市府）民政局宗

教科也針對「計畫書」內文修了再修，公文送了再

送，折騰了不少時間。最後，於2010年12月23日送
出「興辦事業計劃書」。之後，又因臨路未超過6
米，宗教科科長要求須先決定道路問題，於是我們

在2011年10月向陳壽郎先生購買出入口70坪土地；
為了與原購土地合併及解決解套繪、申請建築線問

題，又花了不少時間。

最後是水保工程的施工，2014年4月3日取得水
保施工許可證，4月20日水保工程開工。但其中遇
到排水通路的問題，須各方協調。所幸，整個過程

中，主委范正成教授剛好擔任桃園縣的環評委員，

在縣府的人脈多，居間協助了許多問題的解決，也

加速了地目變更的流程。終於，2014年10月完成了

∕院長 溫永生牧師

走過20年                   （五） 蹟蹟神神 之之路路

筆試：第一梯次6月24日

第二梯次7月4日

口試：7月18日或25日

20週年辦學後方向：「萬族為客家，客神為萬族」招生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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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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回平鎮崇真堂三堂崇拜講
道；6/19頭份生命教會客神主日講道；6/25（六）
下午敬祖研習會、晚上研經特會；6/26愛加倍恩惠
靈糧堂客神主日講道；6/27十架電視台專訪錄影。

2. 請為經常費約百萬的赤字能早日蒙天父供應代禱。

教牧與宣教研發處：

1. 教牧博士班將於6/20∼24開「教會領導的衝突處
理」，講師是美國北聖神學院院長劉志信博士，請

為招生代禱，求主感動更多牧者前來進修；也請為

6/20開放舉辦的「教會領導的衝突處理」研習會籌
備與推動報名代禱。

2. 《慎終追遠迎復興∼轉化華人的祭祖文化》一書將
進行第六刷，請為內容部分的修訂代禱。

校友會代禱事項：

劉永輝校友（大湖台福教會傳道）

1. 請為我們教會青少年事工禱告，希望可以被擴張，
吸引更多大湖的青少年，也求主賜給傳道同工，更

多的愛和智慧來牧養和教導。

2.求主供應我們教會所需的經費。

劉光賢、 黃月英校友（台東錫安堂傳道)）

1. 請為5/27∼5/29延伸制「舊約與人物」密集班能平
安順利，因逢疫情高峰期，願信心與恩典更加添。

2.請為台東錫安堂同工們的靈命能不斷長大成熟，事
工蒙神引領，能逐步開展代禱。

翁仁聖校友（平鎮崇真堂主任牧師）

1. 請為本堂已有確診及居家隔離的家庭禱告，求主發
命令醫治他們，讚美代替憂傷的靈，喜樂油澆灌充

滿，能靠主常喜樂。

2.請為本堂弟兄姐妹及家人在疫情持續嚴峻期間，出
入平安禱告，求主賜下信心緊緊抓住神的應許，宣

告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山寨，是我們的

神，是我們所倚靠的。

3.請為本堂有智慧來因應接下來的疫情發展,疫情中
弟兄姊妹不致失去那起初的愛心與盼望，更同心合

一地相愛。

六月份客神主日六月份客神主日

基督教敬祖事工研習會基督教敬祖事工研習會

6/12  中華聖潔會龍岡教會∼羅偉森主任
6/12  台北伯特利教會∼馬康偉牧師
6/12  龍岡懷恩堂∼陳美華學務長
6/19  樹林國語禮拜堂 ∼潘定藩館長
6/19  貴格會頭份生命教會∼溫永生院長
6/19  宣道會中壢堂 ∼羅偉森主任
6/19  芎林恩霖堂∼田榮道教務長

6/26  高雄愛加倍恩惠靈糧堂∼溫永生院長
6/26  頭份崇真堂∼河民基主任
6/26  高雄新心四方教會∼羅源豐處長

講題：華人的孝道文化與祭祖難題的突破

講員：溫永生院長

時間：6/25（週六）下午2：30
地點：高雄榮耀豐收教會

地目變更及所有權的過戶。上帝真是這場「地目變

更」的幕後棋手！

（三）校舍建造與搬家

在地目變更的過程中，須適時地聘任校舍建造

時的監造主任。因此，建校小組經徵選於2013年3月
起聘任王肇民主任。雖比預估的建造起始時間早了

些，但也協助邱主任處理許多地目變更及營造廠招

標的事宜。

由於陳建築師面臨人手不足的困難，並另有專

案工作，懇辭後續校舍建造的工作。因此，建校小

組經公開尋聘，決議於2014年3月聘請謝偉士建築
師，接任營造的實務。他是頭份客家人，專業又極

有耐心，配合度高，他針對原設計加以優化處理，

設計出頗有客家傳統特色，又具現代美感的神學教

育大樓，滿足了各方的期待。這兩位建築師的美好

接棒事奉，是神給本院的奇妙恩典，也構成了美妙

的一幅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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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4月份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357,234.

雙和崇真堂  2,000 雙和崇真堂 2,000 竹南神召會(河民基牧師講道謝禮)  2,000 

蘭陽靈糧堂  5,000 頭份靈糧堂有志  3,000 基隆喜信會(羅偉森牧師講道謝禮)  1,500 

平鎮崇真堂  10,000 基隆喜信會有志  2,000 LAMP～Mission.Taiwan(USD7,300)  213,970 

台北崇真堂  5,000 長治愛加倍靈糧堂有志  2,700 社團法人基督教長治愛加倍靈糧堂  6,000 

基督教浸信會中和牧心堂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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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五尖教會  18,664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新竹靈糧堂(頭份靈糧堂)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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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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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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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基督教台灣崇真會新豐崇真堂  2,600 基督教台灣崇真會新豐崇真堂(河民基牧師講道謝禮)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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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基層福音差傳會大西教會有志  1,100 苗栗縣中華基督教竹南浸信會(陳美華教師講道謝禮)  2,50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西塔浸信會  3,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浸禮聖經會台北會幕堂(溫院長講道謝禮)  4,000 

新坡靈糧堂(陳美華教師講員謝禮)  2,000 社團法人基督教長治愛加倍靈糧堂(溫院長講道謝禮及車馬費)  5,0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五尖教會(溫永生院長講道謝禮及車馬費)  2,500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潘定藩牧師講員謝禮)  2,000 

客神之友.$114,297 徐慧民  1,000 張人元  500 主知名  500 

戴國揚  1,000 陳中在  1,000 林鈿彩  500 林慶宜  1,000 羅偉森  1,000 陳家玉  1,600 劉正男  1,000 

范家豪  500 李美鈴  1,000 曾桂月  500 溫瑞美  1,500 馮騰永  1,000 施慎微  2,500 劉佳新  1,000 

羅　云  1,000 邱素珍  1,000 黃敏隆  1,000 陳協全  2,000 謝雲霞  1,000 劉燕和  1,500 傅玉蘭  2,000 

盧仁文  1,000 林秋月  100 賴寶珍  1,000 劉錫軒  300 黃有妹  1,000 楊麗月  1,500 劉正惠  2,000 

許書毓  1,000 毛國妹  100 主知名  500 張永勝  1,000 張　麗  500 邱福全  1,000 彭群展  200 

沈介仁  1,500 何金秀  100 蕭定暉  1,000 鍾瑞玉  1,000 陳艷花  2,000 劉旻宜  2,000 林瑞光  200 

杜○○  947 主知名  200 羅美鳳  600 柳葉萍  1,000 陳阿敏  500 謝六妹  2,000 王淑珍  1,000 

朱炤廉  2,000 彭姿敏  650 王○○  1,000 彭錦光  1,500 徐菊英  2,000 張金葉  500 朱炤廉  2,000 

林怡君  1,000 廖○○  200 林志榮  5,000 史淑娟  1,000 林子軍  1,000 黃麗珍  100 施綉鳳  1,000 

房子欽  1,000 王　睿  700 陳○○  500 許偉城  1,000 羅超華  2,000 黃麗紅  100 田鴻英  1,500 

余慶榮  1,000 李泳滿  600 張世宏  300 張秀鳳  1,000 葉玉芸  500 廖培英  2,000 陳謝玉嬌  1,000 

姜梅雀  100 許仁傑  700 曾美芬  300 邱宏達  1,000 主知名  300 鄧鳴琴  500 俞黃碧茹  1,000 

徐嘉繁  2,000 葛○○  1,200 張鳳英  500 姜惠敏  1,000 李彥井  500 賴建興  1,000 葉王秀芳  2,000 

主知名  300 詹大鈞  1,000 呂瑞貞  2,000 莫德政  600 邱垂恩  1,000 余瑩瑛(2～3月) 600

陳紹賢  300 沙哲雄  1,500 王○○  1,000 梁○○  500 陳中在  1,000 劉晨煜(2～3月) 600

黃金湖  1,000 呂麗雲  300 曾淑義  1,000 劉吳洋  2,000 溫素芬  1,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  2,500 

基甸三百.$233,450 黃成鋒  3,000 潘定藩  3,600 主知名  50,000 

李建儒  5,000 朱○○  10,000 羅源豐  3,500 舒德文  3,000 徐明富  3,000 徐吳雄  5,000 葉家福  20,000 

曾皓峰  5,000 傅世瑩  5,500 范秉添  3,400 吳淑敏  3,000 宋智達  10,000 陳鐳(4～6月)  6,000 

邱子芸  3,000 蔣○○  40,000 李泳滿  12,000 王萸芳  3,000 范正成  4,000 曾耀民、李意文  10,000 

尹人娟  3,600 溫永生  3,850 林志榮  3,000 賴成青  3,000 彭慧雅  3,000 田榮道、陳美華  6,000 

其它奉獻收入.$35,675. 財團法人加百列福音傳播基金會  1,680 

溫永生  9,600 孫炳仁  4,400 羅偉森  800 傅世瑩  600 彭慧雅  3,440 潘定藩  7,900 

童素貞  1,750 吳勇明  155 河民基  800 陳郁莉  550 施慎微  1,000 葉王秀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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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研經特會年研經特會 主題：主恩夠用迎新局

台中區　時間：6/11（六）晚上19:30∼21:10

　　　　地點：台中行道會

 （台中市北區青島路一段416號，04-2293-2963）

　　　　講員：杜明達牧師 

  （台中思恩堂主任牧師）

高雄區　時間：6/25（六）晚上19:30∼21:10

　　　　地點：高雄愛加倍恩惠靈糧堂

 （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436號，07-360-3016）

　　　　講員：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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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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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0 (53,521)  30,700  52,977 (75,798)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600,000  1,119,239  339,647  25,000 1,433,886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500,000  423,762  73,825  7,000 490,587 

師資培育專款

(含王德鴻長老陳錢妹伉儷感

恩基金)

 600,000  1,766,451  7,000  28,346 1,745,105 

圖書專款  700,000 (259,553)  2,720  74,197 (331,030)

宣教與拓植專款

(含跨文化宣教獎學金300萬)
 300,000  3,282,807  151,033  170,594 3,263,246 

戊菊關懷專款  150,000  453,217  15,400  14,500 454,117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  300,000  1,403,057  500 1,403,557 

擴建專款  25,000,000  8,726,497  497,775 9,224,272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11年預算  $14,000,000 

上期餘絀 (1,176,176)

當月收入  802,773 

當月支出  1,248,576 

本期餘額 (1,621,979)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30,7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2,000 

戴國揚  2,000 陳○○ 10,000 歐　陽 1,500 劉悅姒  5,000 林義銘  200 陳○○ 10,000 

擴建專款.$497,775 財團法人國際差傳協會  200,000 范正成(龍潭活水靈糧堂講道謝禮)  5,000 
林德有  10,000 林政廷  10,000 曾美芬  1,000 范正成  2,000 溫永生(台北靈糧堂客崇講道謝禮)  3,000 
林義捷  10,000 范正成 700 陳吉光  3,000 簡麗芬  1,000 LAMP～Mission.Taiwan(USD8,600)  252,075 

LAMP～Mission.Taiwan.奉獻明細徵信.US$20,900

簡信玉  US$6,000 任麗華  US$500 任克澎牧師  US$300 費城三一教會  US$2,000 
余智明  US$6,900 李江榮  US$1,200 饒樂道牧師  US$1,000 費城三一教會(轉出為TMM奉獻)  US$3,000 

戊菊關懷專款專款.$15,400 溫永全  2,000 溫全香  3,000 廖晉彤 400 溫康鳳美  10,000 

圖書專款.$2,720. 主知名 20 主知名  1,740 社團法人基督教長治愛加倍靈糧堂  960 

師資培育專款.$7,000 李燕華  1,000 李知昂  1,000 蔡五妹  5,0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73,825. 美國Agape基金會獎學金（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轉）  72,825 郭台麟  1,000 

基督教與客家文化研究專款.$500 劉麗瓊 500 

宣教與拓植專款.$151,033.

陳畇蓁  2,000 傅世瑤  25,000 賴金枝  400 施智菁 1,000 詹蕙蓮  21,5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南聖教會  5,000 
鄭瑞珍  1,000 賴心怡  5,000 河民基 1,000 邱錦雲 1,000 曾美芬  200 LAMP～Mission.Taiwan(USD3,000)  87,933 

國內助學金專款.$339,647. 鍾巧音  2,000 何志強(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200,000 
葉素真  200 郭台麟 1,000 LAMP～Mission.Taiwan(USD2,000)  58,622 
湯秀晴  2,000 熊劉梅芳 3,000 美國Agape基金會獎學金（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轉）  7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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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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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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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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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
基督教客家神學宣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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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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別事工專款：  元

    □ 宣教與拓植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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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