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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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召了約書亞來，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對他說：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
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你也要使
他們承受那地為業。」                （申31：7）

當我寫這篇心語的時候，正往台東服事的途中。

在6月18日的畢業典禮中，董事長范正成牧師
／教授在致歡迎詞中，再次提及他心中的負擔，就

是第二任董事會（2022∼2024）的使命是「擴建、
連結與傳承」。

擴建

擴建是為了超前部署。20週年時，院內同工開
會時，訂出了五年目標，希望到2025年時，校本部
有50位全修生、50位選修生，延伸制的學生有300
位；教牧博士科也希望達到20位的牧者學員。

這些都是高挑戰的目標！但鑑於客家地區牧者

的年齡都偏高，十年左右將面臨退休，教會必須有

年輕的牧者傳承接棒，因此，培育工作有時間上的

急迫感。

眼前眷屬宿舍已不敷使用，未來幾年勢必在

附近租屋應急。另外，本院周邊土地遠程看漲，董

事會為長遠發展，深覺先購置土地是較有前景的對

策。為此，延展出「全球客家宣教園區」的異象與

目標，除了連結各地的客福機構與客家教會，也讓

語言、音樂、藝術、媒體與宣教等事工能在園區集

結，資源共享，發展育成中心，合作培育人才及拓

展事工。

「全球客家宣教園區」的目標是又大又難的

事，願做新事的神能成就這大事！

∕院長 溫永生牧師

擴建、連結與傳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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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的另一管道學客語

傳承

第二屆董事會今年元月成立，任期三年。喜見

有較年輕的董事加入，若干年後，董事長和部分常

務董事也將面臨傳承與交棒；同時，院內的老師與

同工中，不少人也將於十年內退休，傳承是必須面

對又須提早做好準備的事。

傳承要傳得好，人才的預備是關鍵。不可忽

略的，就是年輕師資的培育！感謝主，一位主內有

遠見的長輩，去年將其遺產的一部分已捐獻出來，

專款專用，作為師資培育所需。因此，請為本院禱

告，能尋得40歲上下、有負擔神學教育者，作為未
來師資培育的人選。

眺望未來，挑戰艱鉅！祈願有遠見之主內同

道，同心代禱，並共襄盛舉，使神國在客家拓展，

主名得榮！

連結

感謝主！因著「台灣客福」在1978年成立，多
年的連結與推動事工，2009年在印尼雅加達成立了
「全球客家福音協會」。董事會由香港、台灣、新

加坡、印尼、東馬沙巴、東馬古晉派代表組成。每

兩年舉辦福音大會。

後來，各地的客福協會，如印尼、香港⋯⋯，

也相繼設立。2022年，在美國加州成立「美國客家
宣教福音協會」（簡稱美國客福），盼對全球客家

福音工作帶出更大的推動力。

本院在這樣的基礎上，繼續與各地客福機構和

客家教會連結合作。在台灣本地，與地區教會合辦

研經特會、敬祖研習會和延伸制教學，並藉客神主

日與個別的教會建立更深厚的關係，藉此促成教會

成長，人才也被興起。

傾心客家：改寫差會宣教史

「北美路德信友會差會」的宣教士，1950年
代從大陸轉來台灣，一直都在客家庄或客家地區的

附近開拓教會。早期該差會的宣教士都只學國語，

事工的焦點較多放在住在客家庄的外省軍人。到了

1992年，這些宣教士都回美國了。

從羅威信牧師1981年來台，該差會的宣教士
學語言的方向開始轉變，因著對客家強烈的負擔，

改學客家話。因著這策略的改變，該差會的宣教士

比起別的差會到客庄的宣教士，客家話是講得最好

的！隨後來到台灣客家宣教的邱福生牧師、陳義聖

牧師和林天恩牧師，都跟隨羅牧師的腳蹤，先學客

家話。只是，因著大環境的因素，為了生活與工作

的方便，最後還是需要再學國語。這對來客庄的宣

教士來說，真是一種較沉重的語言學習負擔。

該差會近40年來所差派到台灣的宣教士中，
羅牧師既然是第一位學客家話、專向客家人宣教的

宣教士，隨後的宣教士也跟著他在客家工作，可以

說，他改寫了該差會近40年在台的宣教史！他對客
家的一往情深、纏繞不已的摯愛，也帶給台灣客家

的福音工作極大的祝福。（待續）

∕編輯小組

約五年前，溫院長因在客神的服事日趨繁重，在教會牧養的工作上時間越來越少，心中的虧欠感也就

越來越多。後來，有一個感動，就是每天寫一篇與《每日研經釋義》內容重點不同的靈修心得，給會

友們多一份「靈修補品」 ，以此減輕他心中的虧欠感。沒想到，約兩年前，國際讀經會也向他要這份

「靈修心得」，貼在他們的網站上，後來，還把每週五的內容翻成客語發音的「幸福時客（客語學聖

經）」網站節目，歡迎渴望領受靈糧又想學客語者，上網收聽。

羅威信～首任院長的           羅威信～首任院長的           （二）（二）客客情情哈哈
客庄宣教士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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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校期（2009～2016）

（六）師資陣容更增強

在推動建校的期間，上帝很恩待我們，經常費

在很吃緊的情況下，上帝帶領中華福音使命團的宣

教士，鍾惠屏牧師（2009年6月至2014年2月）和廖
卓堅牧師（2011年9月至2013年9月）來本院服事，
成為專任老師，協助教學。

買到龍潭校地後，一次，新加坡客音天恩堂陳

元昌牧師帶領另三位同工來訪。其中王正宏長老給

我們建言與鼓勵：「人選你們找，經費我來找。」

他說，不能等到建校完成才培育師資，最好在建校

完成前就開始培育師資！感謝主，就這樣我們在

2014年7月起，邀請到田榮道牧師、陳美華教師夫婦
來本院任職，一面教學和行政，一面進修學位。田

牧師擔任教務主任，陳教師擔任圖書館主任。師資

陣容增強許多。

（七）院務發展

羅源豐弟兄2011年5月起受受聘為「院長特
助」，上任後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主辦5月31
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募款餐會，因著他的積極任

事，餐會圓滿成功，之後繼續協助院委會推動建校

募款的工作。

2012年3月底行政處、企劃處主任溫宏敦牧師
因病提前退休後，羅弟兄就接任企劃處的工作，主

動探訪各教會，參加各地區聯禱會，與愈來愈多的

教會連結，促成本院在眾教會中間的曝光率增加不

少，也在各地開始推動研經特會和敬祖事工。

1、研經特會
研經特會可說是本院很有特色的工作。2006年

開始，我們從平鎮地區開始了這事工，之後，陸續

在各地舉辦，到2016年我們在台灣中北部舉辦了15
場的研經特會；2017年有21場；2018年有23場，拓
展至台南與高雄，2019年有27場，再擴及至花蓮和
台東。感謝上帝！在這些年上帝藉本院祝福各地的

教會，讓信徒得著上帝話語的造就、靈性的造就，

同時，也祝福了本院建校的工作，參加研經特會的

弟兄姊妹，也為本院建校的工作代禱與奉獻。

2、敬祖事工
溫院長在2003年完成教牧博士論文《台灣喪

禮與祭祖儀式問題的突破》後，曾於台北舉辦過

「追思三禮發表會」，並於2006年四月一日，與桃
園聯禱會在桃園平鎮社教館合辦「桃園縣聯合敬祖

大會」。之後，溫院長常受邀在一些教派及教會帶

領「敬祖研習會」，或開設「敬祖事工的理論與

實踐」課程，並協助舉辦地區性的「聯合敬祖大

會」，或地方堂會的「敬祖大會」。敬祖事工遂成

為本院外展事工的重要一環。

3、增設道學碩士科
鑑於兩年的宣教碩士科和教牧碩士科，不足以

滿足開拓教會及獨立牧養教會的責任，於是在2009
年開設大學畢業須修讀三年96學分的道學碩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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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台北崇真堂主日講道；下午新
屋活水泉聖潔會開拓感恩禮拜講道；8/2客神同工退
修會專題；8/6∼7平鎮崇真堂三堂客神主日講道；
8/14新竹嘉樂長老教會主日講道；8/19∼21台南敬祖
研習會、研經特會、客神主日講道；8/26新生讀經
週帶《士師記》；8/28雙福禮拜堂客神主日講道。

2. 因疫情影響，經常費六月底赤字仍有155萬，求主供
應，盼赤字早日能填平。

教牧與宣教研發處：

1. 9/26∼30教牧博士科密集班「舊約神學議題與牧養
事奉」正招生中。教授是前華神院長賴建國博士，

請為有更多牧者前來追求成長代禱。

2. 請為諮詢中心主任傅世瑩教師主責台灣客家教會歷
史的研究代禱，能按所訂的研究計畫進行。

校友會代禱事項：

劉玉玲校友（頭份生命教會傳道）

1. 請為家人在疫情中平安健康，我的服事有智慧聰明。

2. 求主醫治玉玲傳道更年期的睡眠障礙，每天有好的體力
與精神服事主。

3. 女兒五專延畢，希望能完成所有學分，請為她能順利拿
到畢業證書禱告。

劉駿杰校友（平鎮崇真堂傳道）

1. 請為7月起輪值執行傳道協助牧師教會事工推展執行禱
告，求主賜智慧恩典，靠著主的大能大力與主同行。

2. 請為七月24、31日二場對外講道服事的預備有恩膏代
禱。

余智惠校友（六合崇真堂傳道）

1. 請為中壢六合堂7月10號自立感恩禮拜後的發展禱告，求
主幫助教會同工能同心服事主，教會能成長榮耀主名！

之之神神蹟蹟 路路走過20年走過20年                                      （七）（七）  之之神神蹟蹟 路路 ∕院長 溫永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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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神奉獻徵信6月份

客神之友.$140,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東勢施恩堂 	2,500	

范揚傑 	1,000	 周譚興 	1,000	 趙明娟 	2,000	 彭錦光 	1,500	 徐菊英 	2,000	 湯秀晴 	2,000	 主知名 	500	

沈介仁 	1,500	 王忠義 	1,000	 張竹妹 	500	 史淑娟 	1,000	 沈○○ 	2,000	 葛○○ 	450	 黃鴻基 	500	

朱炤廉 	2,000	 沙哲榮 	500	 彭群展 	100	 許偉城 	1,000	 主知名 	300	 主知名 	2,000	 劉旻宜 	2,000	

劉○○ 	1,000	 梁○○ 	1,000	 羅美鳳 	600	 張秀鳳 	1,000	 劉國清 	1,000	 馮淑芬 	1,000	 劉正男 	1,000	

劉晨煜 	300	 廖秀娟 	1,000	 王○○ 	1,000	 邱宏達 	1,000	 廖婉婷 	1,000	 陳阿敏 	500	 鄧鳴琴 	500	

余瑩瑛 	300	 潮　春 	600	 林志榮 	5,000	 姜惠敏 	1,000	 黃惠娜 	1,000	 林子軍 	1,000	 劉佳新 	1,000	

戴國揚 	1,000	 張彩彩 	300	 陳○○ 	500	 莫德政 	600	 曾政忠 	2,000	 莊萬益 	2,000	 傅玉蘭 	2,000	

彭姿敏 	650	 鄧錦敦 	1,000	 張世宏 	300	 梁○○ 	500	 邱福生 	1,000	 卓子雄 	1,000	 彭群展 	100	

許書毓 	1,000	 陳品悅 	600	 曾美芬 	300	 劉吳洋 	2,000	 白美月 	2,000	 劉秀怡 	1,000	 胡麗珠 	200	

施綉鳳 	2,000	 邱創雲 	300	 張鳳英 	500	 徐慧民 	1,000	 劉駿杰 	1,000	 主知名 	200	 林　幼 	200	

范月閑 	1,000	 陳主音 	500	 呂瑞貞 	2,000	 羅偉森 	1,000	 史義雄 	1,000	 陳家玉 	600	 柏夬琳 	100	

李彥井 	500	 盧雪嬌 	2,000	 王○○ 	1,000	 馮騰永 	1,000	 高淑貞 	2,000	 施慎微 	2,500	 林瑞光 	200	

高文清 	500	 徐嘉繁 	2,000	 曾淑義 	1,000	 謝雲霞 	1,000	 鹿凱星 	200	 劉燕和 	1,500	 田鴻英 	1,500	

沙哲明 	2,000	 葉玉芸 	500	 林慶宜 	1,000	 黃有妹 	1,000	 吳金梅 	1,000	 曾麗君 	1,000	 主知名 	300	

鄭鏡偉 	500	 主知名 	300	 溫瑞美 	1,500	 張　麗 	500	 范正成 	2,000	 江秀慧 	500	 劉晨煜 	300	

翁仁聖 	1,000	 陳紹賢 	300	 陳協全 	2,000	 陳艷花 	2,000	 項春香 	1,000	 劉秀月 	500	 余瑩瑛 	300	

劉美瑩 	1,000	 沙哲雄 	1,500	 劉錫軒 	300	 余瑞美 	1,000	 謝蕙如 	2,000	 江孟衡 	500	 杜建華 	200	

張亞梅 	600	 許金嬌 	2,000	 鍾瑞玉 	1,000	 陳嘉冕 	1,000	 黃阿美 	2,000	 袁雪珠 	500	 崔王少妹 	1,000	

許美秀 	300	 林珠枝 	2,000	 柳葉萍 	1,000	 蕭國棟 	600	 張玉蘭 	2,000	 許玉芬 	500	 葉王秀芳 	2,000	

基甸三百.$966,070 宋智達 	10,000	 彭慧雅 	3,000	 王秀華 	30,000	 林政廷 	10,000	

邱垂恩 	4,000	 傅世瑩 	6,500	 林志榮 	3,000	 沙哲榮 	3,000	 潘定藩 	3,600	 游素娥 	6,000	 溫榮夫 	3,000	

徐　升 	100,000	 饒劍飛 	5,000	 舒德文 	3,000	 主知名 	50,000	 王蓉棣 	3,500	 林德有 	10,000	 邱子芸 	3,000	

羅源豐 	3,155	 朱○○ 	10,000	 吳淑敏 	3,000	 鍾金貴 	3,000	 溫仁娟 	15,000	 林義捷 	10,000	 丁藍月鳳 	3,000	

王肇民 	3,865	 宋蘭英 	12,000	 王萸芳 	3,000	 李泳滿 	9,000	 田榮道、陳美華 	6,000	

范正成 	4,000	 溫永生 	3,850	 賴成青 	3,000	 胡志堅 	10,000	 劉志信、曹思鳳 	15,000	

永愛主 	450,000	 黃愛月 	3,000	 黃成鋒 	3,000	 徐吳雄 	5,000	 壽香食品有限公司 	30,000	

蔣○○ 	40,000	 曾鳳美 	3,600	 徐明富 	3,000	 卓純華 	5,000	 劉正惠(劉林瑞春遺族奉獻) 	50,000	

經常費奉獻徵信

團體奉獻.$247,960

雙和崇真堂（畢業典禮） 2,000	 頭份崇真堂 	3,200	 頭份崇真堂(河民基牧師講道謝禮) 	2,000	

蘭陽靈糧堂 5,000	 台北崇真堂 	5,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新竹勝利堂） 	10,000	

平鎮崇真堂 10,000	 雙和崇真堂 	2,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佈道會 	3,000	

台中行道會有志 3,300	 2022高雄區研經特會 	9,350	 社團法人高雄市恩惠全人關懷協會（溫院長講道謝禮） 	8,000	

板橋恩光浸信會 5,000	 台北靈糧堂(客語牧區) 50,000	 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畢業典禮） 	2,000	

基督教生命泉教會 1,000	 天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樹林國語禮拜堂(潘定藩牧師講道謝禮) 	2,500	

2022台中區研經特會 5,000	 第十八屆畢業典禮有志 	5,8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斗南教會 	3,000	

基督教浸信會中和牧心堂 	1,00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高雄牧鄰教會 	1,000	

台灣貴格會頭份生命教會 	2,5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中華基督教信義會恩霖堂 	5,700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1,000	 中華聖潔會龍岡教會(羅偉森牧師講道謝禮)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5,000	 財團法人華人基督四方教會(新心四方教會) 5,000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竹南勝利堂 	5,000	 社團法人基督教台灣新店活水泉靈糧堂協會 3,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畢業典禮） 	2,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2,000	

財團法人基督教會宜蘭靈糧堂 	3,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中華基督教中壢浸信會 	2,000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竹南勝利堂（畢業典禮） 	2,000	 台灣貴格會頭份生命教會(6/19溫永生院長講道謝禮) 	2,000	

台灣原住民戒酒得勝關懷協會 	1,000	 長老教會五尖教會(溫院長聖經理財講座講師謝禮) 	4,000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龍岡懷恩堂 5,500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龍岡懷恩堂(陳美華教師講道謝禮) 	2,000	

社團法人台灣大愛社會服務協會（畢業典禮） 	2,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恩惠全人關懷協會(愛加倍恩惠靈糧堂) 	16,11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西塔浸信會 	3,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基督徒聚會處(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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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研經特會年研經特會 主題：主恩夠用迎新局

台南區　時間：8月19日（五）晚上19:30∼21:10

　　　　地點：台南車路墘基督教會

  （台南市仁德區文賢路一段598號，

   06-266-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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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客神主日八月份客神主日

基督教敬祖事工研習會基督教敬祖事工研習會

8/6∼7  平鎮崇真堂∼溫永生院長

8/21  內壢榮美崇真堂∼陳美華學務長

8/21  車路墘基督教會∼溫永生院長

8/28  三峽大盤石純福音教會∼羅源豐處長

8/28  基督徒雙福禮拜堂∼溫永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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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週六）上午10：00∼11：30

地點：台南城市之心教會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180號B1 06-221-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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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54) 	127,700	 	121,289	 (95,043)

國內神學生助學金

(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600,000	 	1,328,686	 	208,000	 	45,800	 1,490,886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

(含何浩、王德貞伉儷獎學金)
	500,000	 	463,787	 	10,000	 	47,495	 426,292	

師資培育專款

(含王德鴻長老陳錢妹伉儷感

恩基金)

	600,000	 	1,746,105	 	1,000	 	28,000	 1,719,105	

圖書專款 	700,000	 (329,395) 	69,335	 	9,452	 (269,512)

宣教與拓植專款

(含跨文化宣教獎學金)
	300,000	 	3,244,040	 	54,200	 	77,876	 3,220,364	

擴建專款 	25,000,000	 	9,231,272	 	467,500	 9,698,772	

經常費收支月報表

科目 金額

111年預算 	$14,000,000	

上期餘絀 (2,073,336)

當月收入 	1,546,205	

當月支出 	1,026,289	

本期餘額 (1,553,420)

專款奉獻徵信

.設備修繕與購置專款.$127,700 陳○○ 10,000	 戴國揚 	2,000	 劉仁傑 	50,000	 永愛主 	50,000	

洪萬鎮 	3,000	 劉悅姒 	5,000	 歐　陽 1,000	 高新民 	1,675	 白美月 	1,675	 黃多加 	1,675	 張雅雯 	1,675	

擴建專款.$467,500 溫康鳳美（確診康復感恩） 10,000	
劉○○ 	2,000	 范正成 	2,000	 永愛主 	450,000	 曾美芬 1,000	 李泳滿 	1,000	 范以琳 1,000	 主知名 500	

圖書專款.$69,335

沙哲明 30	 永愛主 	50,000	 周譚興 	1,010	 河民基 	1,000	

周譚興 	350	 二手書義賣 	3,150	 二手書義賣 	4,335	 二手書義賣 	530	

二手書義賣 	1,940	 二手書義賣 	1,720	 二手書義賣 	370	 儲湘雯(二手書) 	240	

二手書義賣 	1,200	 二手書義賣 	100	 二手書義賣 	1,250	 慎書+手冊義賣 	2,110	

宣教與拓植專款.$54,200

房子欽 	1,000	 曾美芬 	200	

傅世瑤 	25,000	 莊文豐 1,000	

詹蕙蓮 	21,500	 侯瑞蘭 	500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南聖教會 	5,000	

師資培育專款.$1,000 李知昂 	1,000	海外神學生獎助學金.$10,000 陳恩儀 	10,000	

國內助學金專款.$208,000 張秋玟 	200,000	 湯秀晴 	2,000	 陳恩儀 	5,000	 秋讚鎬 	1,000	

其它奉獻收入.$49,110 傅群英.FU.QUNYING 	3,000	

溫永生 	9,600	 杜○○ 	100	 潘　壘 	2,400	 彭慧雅 	3,040	 慎書.手冊.普世頌揚/USB.專刊.箴言義賣 	2,320	

彭姿敏 	600	 秋讚鎬 	2,400	 儲湘雯 	3,000	 潘定藩 	7,900	 主知名 960 T恤義賣 	7,400	 T恤義賣 	2,000	

梁○○ 	600	 邱偉恩 	640	 主知名 600 施慎微 	1,000	 T恤義賣 	800	 T恤義賣 	400	 T恤義賣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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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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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