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成果全文：

臺灣客家平面媒體之客家意象分析-以《客福簡訊》為例
壹、前言

    臺灣從明末清初，荷蘭人佔領臺灣，基督教外國神職人員來臺灣傳教，他們深入鄉間，

入境隨俗，學習臺灣地方語言及風俗習慣，大部分以學習福佬語為主，有些外國傳教士，來

到客家庄，學習客家話及客家風俗文化，以方便傳教。

    基督教傳教士，除了傳教也深耕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文化，出版客語聖經、客語 CD客

語DVD唱片，用客語唱聖歌，教唱客家山歌，出版客家刊物，例如《客神院訊》、《客福簡

訊》等。 

《客福簡訊》創立於 1985年，至今(2018)有 33年的歷史，具有持續性、持久性，累積

大量基督教客家史料，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因而 2018年以《客福簡訊》作為研究目標，如

此兼具高度宗教性、文化性及客家意識的刊物究竟設定了哪些議題？形塑了那些意象？雜誌

的功能、目標和編輯方針是否有所變遷？是本研究要討論與思考之所在。

貳、基督教在臺灣傳教

    1924年荷蘭人將基督教傳入臺灣。荷蘭人在1662年撤離臺灣，因此基督教也與荷蘭人一

起離開臺灣。

    1858年(咸豐八年)天主教神父來臺灣，他們是由西班牙所殖民的呂宋馬尼拉聖多明我會

(Dominican)，派遣桑英士(Fernando Sainz 又名郭德剛神父)和杜篤拉(Joseph Duttoras)

二神父來臺灣佈道。他們二人先到廈門，杜篤拉神父因會華語而留於廈門，桑英士與另外蒲

富路神父(Angel Bofurull)，和中國修士三人及教友三人，於1859年(咸豐九年)五月十八日

到臺灣在打狗登陸，開始傳教 ， 桑英士神父於1860年(咸豐十年)建造臺灣第一所教堂於打

狗(今高雄市前鎮區前金教堂)。他在次年即1861年(咸豐十一年)，進入阿猴街(屏東)萬巒鄉

赤山地區，傳教於當地原住民。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十二月，建造於萬巒地的教堂，為臺

灣現存最早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從此逐漸傳播於臺灣中北部。

    1870年(同治九年)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派來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來臺。他在臺南等處建立教會共計五十餘處，傳教於南部一帶，並兼設學校(臺南

長榮高中學校的前身)，也由隨同來臺的醫師牧師馬雅谷(Dr.J.Maxwell)在臺南開設醫院。

    甘為霖獻身於臺灣南部方面佈教，到了日據時代，於1917年(大正六年，民國六年)二月，

年七十六歲，才回英國。他著有Missionary in South Formosa 1871,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903, Sket from Formosa 1916，對於臺灣歷史研究具有貢獻。

    1872年(同治十一年)加拿大長老教會派馬偕 George Lesile Mackay至臺灣。他以滬尾

街(芝蘭三堡)為根據地，主要是在北部傳教，同時，獲得加拿大領事館的協助和駐臺外商的

資助，附設醫院，邀請領事館專任醫師林格(Dr.Ringer)等人協助治療。

    馬偕牧師在臺赴各地傳教，並同時為本地人拔牙齒。自1873年(同治十二年)起，在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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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坑、新港、和尚州、三重埔、新店、埔仔、雞籠、大龍峒等處建造教會。第一所教堂建

於1873年在五股坑(臺北縣)。他又在滬尾的自宅設立夜校(淡水中學，淡水工商管理學院、

真理大學的前身)，1882年創立「理學堂大書院」(Oxford College)作為教學場所，此學校

後遷至草山改為臺灣神學院。 對本地人子弟的教育具相當貢獻。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著

有From Far Formosa 。

     1885年基督教長老會在臺南創設中學，1887年並成立女學校，這就是以後的長榮中學。

 為克服當時不識字的人，就以羅馬拼音來譯寫聖經、聖歌及書刊，此對臺灣文化具有極大

貢獻。並在1891年設立盲校，這是臺灣特殊教育的開始。馬偕到臺灣後，娶本地人婦女為妻，

他在臺灣前後達三十年，重視傳教事業的本土化，積極訓練本地信徒為助手; 並以臺語做為

傳教的語言。逝於1901年(明治三四年)，光緒二七年)，享年六二歲，葬於淡水。馬偕死後

十一年即1912年(民國元年)，加拿大教會捐資，建造「馬偕紀念醫院」於臺北雙連，以繼承

馬偕在此地為永久佈教之志。

    1880年基督教長老會並在臺南設立神學校，此為今臺南神學的創始。臺灣基督教長老會

對臺灣語文的延續保存有莫大的貢獻1。

貳、基督教在客庄宣教史

    基督教最早在臺灣客庄宣教的足跡，是由李庥牧師首先將福音帶入南部客庄，1867年

12月 23日，李庥牧師抵達臺灣，負責接手打狗的傳教事務，以鳳山縣為主要傳教區，創立

的教會有阿里港（里港）、東港、阿猴（屏東）、竹仔腳、杜君英、鹽埔、橋仔頭等，此時

他不僅學會閩南語，也學習客家語，並於1875年建立第一間客家教會—南岸教會，此為南

部客家宣教之初始。北部客家宣教最早可推至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1872年馬偕抵

達淡水，然而當時馬偕首要目標並不是向客家人宣教，而是他從淡水上岸要前往新港社向平

埔族與山區原住民傳教，途中才向客家人傳教。馬偕在臺灣北部宣教長達 30年之久，創立

了60多間教會，包括桃竹苗等客家地區，並在月眉、苗栗、中壢等客家地區開設教會。

1886年，馬偕牧師開設了北部第一間客庄教會—月眉教會(任婕，2015：15)。

    長老教會傳入臺灣始於1865 年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開始在南部展開

宣教，而北部地區的開端則是加拿大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於1872年到

淡水進行宣教。南、北部宣教師們各自在其教區宣教、管理。宣教師來臺之初便學習當時臺

灣人口佔大多數的福佬人的語言，以便溝通和傳講基督教訊息。南、北部的宣教師們曾到過

客家地區宣教，但少有宣教師刻意學習客語來傳教，仍以福佬話為主要的宣教語言，為了增

加客家地區的宣教資源，1950 年代起便有牧者組織客家宣教相關單位，以及將聖經翻譯成

客語。至1980 年代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設置「客家宣教委員會」，負責全臺灣之客

家宣教工作，(古儀瑩，2012：5)。

    因客家人堅持尊祖敬天，不易受外來宗教影響，馬偕說過客家人會被福佬人同化，因此

不需要學習客家話傳教，導致早期學習客家話的傳教士不多，此也是早期客家庄宣教不易的

1基督教在臺灣傳教之資料來源 https://www.taiwanus.net/history/3/82.htm，臺灣海外網，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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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林恩銘，2012：20)。

    從基督教在臺灣的宣教史看來，客家宣教工作確實起步較晚，但臺灣的客家基督徒對於

客家福音傳佈仍有相當大的使命感，在1978年 10月創立了第一間全國性的客家福音機構—

「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創立初期以「促進全球各地客家教會之交流，同心向客家人傳福

音」為宗旨，秉持著為客家族群宣揚教義的理念，成立至今已 40年(2018年止)，除了協助

客家教會的建立與交流，也持續推動客家宣教的發展。在宣教策略的設計上，則結合了客家

文化內涵，包括發明創新敬祖儀式、使用客語、以及客家宣教人員的培育等，致力於推動客

家文化與基督文化的連結，藉此突破客家宣教困境。

參、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的創辦與發展2

客福簡訊是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的附屬刊物，據余慶榮牧師的研究(余慶榮，2013：24-35)，基督教

客家福音協會的前身為「全球客家福音協會」（World Hakka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簡稱WHEA）。

它於1978年10月8日在陽明山舉行的「第一屆全球客家福音大會」中正式成立。當時聚集來自世界各國

600多位的客家基督徒，藉華僑回國參加國慶活動之便舉行，成立全球性「全球客家福音協會」。

 ( 一) 創始階段的成員

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以下簡稱客福)的第一次籌備會於1978 年2 月28 日，於新竹中正長老教會召開，

當時即推選出主任委員邱碧祥，副主任委員林基信，總幹事羅榮光，書記彭德郎，會計陳鳳嬌。

接著在1978 年6 月8 日擴大邀請各宗派代表組成常務委員會。成員有邱碧祥、邱善雄、彭德郎、林

基信、周慶源、謝偉國、溫兆攝、黃煥英、邱碧盛、鄧世傑、徐勝義、羅榮光。

在基督教傳到臺灣後（從1865 年馬雅各牧師來臺宣教起） 客家族群信基督教仍屬少數，由於有限的

宣教資源多用在閩南族群及原住民族群中，客家人被視為福音硬土的環境下，有心的客家基督徒為傳播

福音，團結起來組成協會。經過40多年的努力，始有現在的規模。

協會的創會成員涵蓋各宗派的代表，包括長老會（邱碧祥、邱善雄、羅榮光 陳鳳嬌）、聖潔會（溫

兆攝、鄧世傑、徐勝義）、信義會（周慶源、邱碧盛、謝偉國）、神召會（黃煥英）、崇真會（彭德

郎）、獨立教會（林基信）等宗派。

地區跨宗派的組織在當時並不多見，又能延續到今日且積極運作，在臺灣教會中並不多見。目前客福

協會9位執委中也涵蓋5個不同的教派或獨立教會。

客福創會之時，在客庄的宣教師不超過10位，7林基信牧師乃美籍華人，是美國國際差傳協會最先差

到客庄的宣教師，當時願意到客庄的宣教師非常少，對客家教會是很大的鼓勵。

( 二) 組織架構：會員大會— 委員會— 執委會— 總幹事

客福過去有會員大會，採會員制，會員有參與每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及繳納（奉獻）會費的義務，有權

選舉協會幹部組成執委會。最近這10 年雖仍有客福之友的會員型式，但另有推薦產生的委員會，從委員

中選出執委（董事），再由執委選出主委等職務。總幹事一職由執委會聘任。過去40 年(2018年止)，除

了一位專職授薪以外，其它幾位都為義務兼任的總幹事，而在總幹事出缺時，主委就兼任總幹事。

2  資料來源:  余慶榮， 2013，〈胸懷全球客家的台灣客家福音協會〉，發表於「基督教與客家文化論文

集」，張維安、張翰璧（主編），新竹：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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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從歷屆執委會看客福

(1) 第一至三屆執委會（1979-1988） 

主委：邱碧祥兩屆、邱玉俊一屆 

總幹事：彭德郎

彭德郎牧師可說是半世紀以來，對客家宣教影響最大的牧師。彭牧師湖口人，出生敬虔基督徒家庭，

五兄弟中即有三位牧師。早年在客庄服事，30 歲開拓臺北客家教會並籌辦客家福音協會。彭牧師以其愛

客家的熱忱、善於傳講的口才，為傳播客家福音四處奔波，並在海外各地的傳播福音，足跡遍及20 個國

家以上。他親手創立的崇真堂也從臺北開始，近30年來到他2001年安息歸天時，已在北部客家有10間分

會。在彭牧師任總幹事的9年期間，客家福音詩歌團及客家兒童詩班成立、出版「客家之光」、「客福簡

訊」、「古今勸世」錄音帶、客語聖歌等，對客家文化貢獻良多。

(2)第四屆執委會（1989-1992）

主委：邱玉俊 

總幹事：曾政忠

邱玉俊長老為臺北崇真堂的會友，獲彭德郎牧師栽培與鼓勵， 繼邱碧祥長老（其亦為彭德郎牧師在

湖口牧會時的會友）後，接任兩任主委也是末代的信徒主委，是牧師的好搭檔。

新任總幹事曾政忠牧師，芎林人，與彭德郎牧師同為長老會出身，後轉到信義會服事。因其在竹東傳

道之故，客福乃在竹東新購辦公室，象徵傳播客家福音從都會區的臺北轉到以客庄的傳播福音為重點。

曾牧師帶著對客家極大的熱情深耕客庄近40 年，擔任歷任主委與總幹事時間最久，前後長達16 年多，

對客福貢獻良多。促成客家宣教神學院及全球客家福音網絡的成立、推動客家十年倍加運動、成立客家

聖樂團、崇正福音隊、門徒福音隊、長青福音隊、北美客家歸主禱告協會。在聖樂與文字影音方面：長

年參與客語聖經翻譯、好消息客語講臺、出版「敬祖與喪禮手冊」（前後兩本）、「客家宣教新浪潮」

「家庭禮拜手冊」數本客語詩歌集及禱告手冊、發行福音寫真集：「真正的自由」、「茶園中的橄欖

樹」、「傳奇家族在南庄」、參與臺灣廣播公司客家之光廣播、環球電臺客語廣播、IC 之音電臺「打開

客家的天空」節目。

彭榮光牧師為第一任全職總幹事，以公關及行政企畫見長，前後任主委期間，貢獻良多。

(3) 第五屆執委會（1992-1995） 

主委：曾政忠 總幹事：彭榮光(1994.08~~1997.08) 

( 於前一併述及) 

(4) 第六至七屆執委會(1995-2001) 

主委：范秉添

總幹事：彭榮光(1994.08-1997.08)

范秉添牧師為竹東人，神學院畢業後即委身在客庄基層長達32年。特別在峨眉期間，為使福音在客家

文化中生根，透過美籍宣教師柏德行牧師的指導，致力於傳播客家福音，開啟將客家傳統歌謠填上福音

歌詞達20首，配以二胡等傳統樂器，出版多本歌謠集及錄音帶、CD。

此外，在轉化祭祖與喪禮文化，使敬拜上帝與追思祖先能兩全其美，范牧師可說是最落實地行在基層

客庄的先行者，先後出版民俗月曆及「我們的根源」家譜、推廣「歷代祖先紀念芳名錄」及追思三禮的

更新喪禮。此外，還出版推廣具孝道與福音性質的美觀掛軸。在客家傳統文化上可說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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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八至十屆執委會(2001-2010)

主委兼總幹事：曾政忠

2000年開始，進入21世紀，臺灣民主運動發展快速，客家族群也積極起來爭取客家權益，政府為選票

考量，開始看重客家，行政院客委會於2001年掛牌運作、2003年客家電視臺成立、各地方政府亦相繼設

立客家委員會或客家事務局；在教育單位裡，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及聯合大學等校皆設有客家學院，國

小也設有客語母語教學，客委會也每年獎勵客語認證，傳承發揚客語。

這10年間，在主委曾牧師指導協助下，余牧師與臺北客家教徒在眾教會的協助支持下，舉辦兩次為主

贏得客家特會、三次客家聯合敬祖大會、兩次客家福音餐會、兩年巡迴臺北及臺灣的客家復興聯禱會、

四期客語班、協辦兩次「倍加（發展）退修會」。

(6)第十一屆執委會(2010-2016) 

主委：余慶榮 

代總幹事：白美月

現任主委余慶榮牧師，中壢人，求學就業及擔任崇真會牧師期間都在臺北都會區，逾 35年。進入

2012「客家宣教年」，除了各地辦理禱告祭壇，首先於2 月15 日舉辦臺灣客家宣教大會，逾550 位與會，

4 月1 日參與主辦臺北市眾教會首度舉行的「清明尊神敬祖大典」，400 位與會，此外於全臺10 縣市舉

辦請益座談或愛客家之夜，逾500 人次參加；今年在高雄、新北、宜蘭、基隆等5 地區新增了客家小組

或團契。

基督精神就是道成肉身，更加貼近弱勢團體的心聲與需要。而以母語禱告讀經唱詩是每一族群的基本

尊嚴，此基本尊嚴是需要被尊重與滿足的。作為相對弱勢的客家族群在這方面長久以來是不被尊重與滿

足的，目前全臺灣近3900間教會中以客語為首要崇拜語言（包括翻譯）的教會竟不到20間，教會中有客

語小組團契或崇拜的也不過40間，這對客家族群是極其不公平的，需要一起努力。

(6)第十二屆執委會(2017-至今) 

主委：劉正惠 

代總幹事：白美月

劉正惠主委，新竹縣新埔人，新任主委劉正惠從小在苗栗南庄長大，宣教用客家語言來做，

他也著手推動客語讀經班來延續母語。通過客家聖經，客家師傅話諺語，希望藉由宗教活動，

讓客家人找回自己的認同。

參、《客福簡訊》的創辦與發展

    《客福簡訊》是客家福音協會的附屬刊物，《客福簡訊》主要協助報導客家福音協會的

客庄宣教活動，使大眾了解基督教傳播福音的訊息，提供基督教的內涵，並傳承客家文化。

該刊以基督教的角度，關懷客家族群，不僅是客家教會之間溝通的橋樑，還是客家教會與跨

國客家教會的窗口，期刊中報導基督教在客家庄的宣教史。

    1985年 4月 2日全球客家福音協會第一次委員會於臺北客家教會召開，由新任主委邱玉

俊主持，會中決定每 2個月發行通訊，由傳播組范秉添負責3。《客福簡訊》於1985年 7月

1日第 1期開始(1-20期稱為《全球客福簡訊》，21期以後稱為《客福簡訊》至今)，2007

3 全球客福簡訊第 1期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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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 204期，《客福簡訊》與《客神院訊》開始一起出刊，至2018年 10月止，已出版

342期，累積大量的客家宣教文史資料，在客家歷史中是不可缺乏的珍貴資料。

    《全球客福簡訊》(21期後改名《客福簡訊》)於1985年 7月 1日第 1期開始，初期地

址設於臺北市客家教會(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 271號 12樓)18期遷入臺北市羅斯福路5段 79

巷 38號 1樓，29期遷入竹東鎮東寧路327號 4樓。69期遷入竹東鎮東寧路二段 11巷 1號，

77期遷至竹東鎮自強路58號至今。

    一般人民團體負責人為理事長、會長，客家福音協會採主委制，主委主導協會運作的大

小事務，從表一來看首任主委為邱碧祥，曾政忠擔任 2屆主委長達 14年，為任期最久的主

委。

     發行人亦名發行者或出版人，是指那些以出版圖書、報紙、期刊為職業的個人或團體。

其所肩負的責任包括取得和編輯手稿，監督印刷、出版事宜，以及向公眾廣告出售等4，

《客福簡訊》的發行人方面，從表二來看，1985年首期創刊至244期(2010年)皆由邱玉俊

擔任發行人，長達 25年，直至245期(2010年)始由客家福音協會余慶榮主委接任發行人，

2017年再由劉正惠主委接任至今(2018年)。

     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總幹事方面，從表三來看，羅榮光為首任總幹事，接著彭

德郎，曾政忠擔任 2任總幹事長達 18年之久，現任總幹事白美月，也長達 8.5年之久，可

見該協會的總幹事，具有持久性持續性，許多政策能持續進行。

      
表一  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歷任主委 

邱碧祥 邱玉俊 曾政忠 范秉添 曾政忠 余慶榮 劉正惠

1978-

1985

1985- 

1992

1992- 

1995 

1995- 

1998

1999- 

2010

2010- 

2016

2017- 迄

今

  7年  7年   3年  3.5年 11.5年  6.5年 目前2年

余慶榮製表

表二《客福簡訊》歷任發行人

 邱玉俊 余慶榮 劉正惠

1985-2010 2011-2016 2017-2018

  1-245期 245-320期  321-342期(2018

年 10月止)

本研究小組製表

4 摘自國家教育研究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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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新竹縣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歷任總幹事 

  羅榮光   彭德郎  曾政忠   彭榮光   曾政忠  白美月

1978-1979 1979-1987 1988-1994 1995-

1998

1999-

2010

2010-

迄今

  1年   8年   6.5年   3年  11.5年 目前8.5

年

余慶榮製表

肆、《客福簡訊》的內容風格與特色

一、內容風格

《客福簡訊》從開始便以宣教內容為方向，以基督教教義為主，融合客家文化內容。

1985年 7月 1日《全球客福簡訊》第 1期起，至 20期止，皆以報紙型直式排版，以新聞報

導方式呈現。第 21期開始名稱改稱《客福簡訊》，以橫式排版方式，以雜誌型方式呈現。

1992 年(34期)起，包含「封面主題」，「客庄教會人物及教會簡介」，「信息分享」、

「客福消息與代禱」、「客福奉獻徵信」等，較無明確的主題，可隨時變換。2007年起開

始換版面，以電腦製版編輯，《客福簡訊》的內容，包含「主委家書」、「信息分享」、

「宣教分享」、「客福奉獻徵信」「客福消息與代禱」等，其中「主委家書」即由客家福

音協會主委撰寫感言， 「信息分享」是邀請客福牧師撰寫心得感言，「宣教分享」邀請

各地宣教教徒談宣教的心得。「客福奉獻徵信」是教徒的捐款徵信錄，包括團體或個人的

捐款，「客福消息與代禱」報導各地教會的訊息，包含海外教會團體。

《客福簡訊》的內容，專門報導基督教的客家人事物，與其他刊物不同的是它以宣教

為主要目的，是紀錄者觀察者推動者的角色，對客家母語紮根、客家宣教人員訓練傳承用

力甚深。

二、特色

綜上，該刊的特色，研究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1.以基督教義信仰為主

該刊內容主軸，以基督教義為主，客家文化為輔，每期由主委或總幹事撰寫客家基督

信仰的文章。

2.報導客庄教會訊息

該刊報導各地教會的客家人事物及活動；如三義教會簡介、平鎮崇真堂、北埔教會簡

介、驚爆 90活動等。 

3.出版

    該刊也登出客福出版品，如完美客家人-吳瑞誠、客語聖經、客與新約教材(2002 年 7

月出版)、客語箴言、客家聖歌集(CD)等，客家出版品的出版也表示客福協會對客家文化

投入相當多的心力。

4.徵信的收支表

  每期有收支表，有財政收入，使宣教活動能源源不斷舉辦，是支持客福活動重大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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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廣播

    傳播對客家宣教相當重要，客家福音協會除了《客福簡訊》作為宣傳，《客福簡訊》也刊

登廣播電臺訊息，讓信徒了解廣播的福音節目如環球廣播、臺灣廣播-客家之光節目、鄉音廣播，

IC之音(打開客家的天空)，也利用中原電視頻道(客家新聲)

6.歌謠

    歌謠是傳播福音最快速簡捷的方法，客家福音協會也創作許多客家歌曲，用山歌或流行歌，

製作基督客家歌曲，如客家教會(趙萬昌詞曲)基督永久歌(客家民歌，瓜子仁改編，陳建中)，

《客福簡訊》刊登客家福音歌曲訊息，將客家福音歌曲傳唱出去。

伍、分析與討論

一、客家議題設定與意象形塑分析

    為分析客家意象議題，隨機抽樣選擇 100篇作為分析，以客家意象為分析資料，因封面第一

版標題為讀者第一時間接觸，接觸客家文化內容的多寡，成為分析之依據，從臺灣客家文化發

展歷程來看，2001年客委會成立前，臺灣客家文化受到政府的關注程度較少，媒體較少客家訊

息，客委會成立後，辦理活動較多，媒體較多客家訊息，因而本計畫以客委會成立前後做比較，

觀察《客福簡訊》的報導客家意象文章是否因客委會成立而變化，作分析比較及探討。

表四各期頭版文章標題

編號 期數(出版時

間)

文章標題 作者 客家意

象內容

客福協

會主委

客福協會

總幹事

備註

1 1(1985.7.1) 全球客福強棒再

出擊

客家1 邱玉俊 彭德郎

2 2(1985.12.1) 客家福音詩歌團

遠赴東南亞傳遞

異象

客家2 邱玉俊 彭德郎

3 3(1986.5.25) 第三屆全球客家

福音會議8月 10

日中壢舉行

客家3 邱玉俊 彭德郎

4 4(1986.8.7) 第三屆全球客家

福音大會八月十

日基督徒聯合崇

拜

客家4 邱玉俊 彭德郎

5 5(1986.11.20) 蒙神呼召客庄來

輾轉簽證事工損

法人改立為宣教

你我應速可成

客家5 邱玉俊 彭德郎

6 6(1987.3.1) 客家長遠事工之 彭德郎 客家6 邱玉俊 彭德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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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7 7(1987.5.15) 基督教香港崇真

會 立會140年 

紀念會慶有感

彭德郎 客家 7 邱玉俊 彭德郎

8 8(1987.9.1) 觸角延伸洛杉磯

美國區會立於斯

非客家1 邱玉俊 彭德郎

9 9(1987.11.20) 廣大工場待開發

浩瀚新制來承受

彭德郎 非客家2 邱玉俊 彭德郎

10 10(1988.3.1) 一小步來十年矣

數算主恩感不盡

彭德郎 非客家3 邱玉俊 曾政忠

11 12(1988.8.25) 客福辦公室遷入

中壢市 靠主大

恩典邁進 11年

曾政忠 客家8 邱玉俊 曾政忠

12 13(1988.10.20) 「客福」顧問、

委員聯席會議

客家9 邱玉俊 曾政忠

13 14(1988.12.15) 看禾田又是一年

冬藏秋收 祈客

福在主恩裏繼往

開來

曾政忠 客家10 邱玉俊 曾政忠

14 15(1989.2.15) 客福全年度事工

祈主護庇見佳績

客家11 邱玉俊 曾政忠

15 16(1989.4.15) 華福會主辦 客

家方言語系宣教

研討會 盼成立

客家宣教訓練中

心 裝備訓練客

家福音工作者

客家12 邱玉俊 曾政忠

16 18(1989.8.20) 舉起宣傳的火

把，把福音傳向

未得的客家

客家13 邱玉俊 曾政忠

17 19(1989.10.15) 客家宣教節新時

代大使命新行動

客家14 邱玉俊 曾政忠

18 20(1989.11.20) 完成尚待努力的

使命遞傳客庄福

音的行動

客家15 邱玉俊 曾政忠

21(1990.1) 客福 道生 神學 客家16 邱玉俊 曾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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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延伸制竹東開

學

20 22(1990.2) 客家福音特會 客家17 邱玉俊 曾政忠

21 27(1991.1) 客家2000年福音

運動開步 同祈

兩百萬同胞得救

歸主

曾政忠 客家18 邱玉俊 曾政忠

22 29(1991.5) 客福成立財團法

人急需建地一百

坪

客家19 邱玉俊 曾政忠

23 32(1991.12) 台灣客庄有新

事-基督門徒應

當知

曾政忠 客家20 邱玉俊 曾政忠

24 34(1992.2) 面對 2000—對客

家福音網絡的共

識

客家21 邱玉俊 曾政忠

25 35(1992.3) 年會年年開一回

此次恩典特別多

既有「新屋」加

「新官」 但祈

客家有新恩

客家22 邱玉俊 曾政忠

26 37(1992.5) 常委會重要議決

六月二十二日 

委員會改選

客家23 邱玉俊 曾政忠

27 39(1992.7) 基層宣教工人進

修班

非客家4 邱玉俊 曾政忠

28 43(1992.11) 今年送給客家親

友——最有意義

的聖誕禮物

客家24 邱玉俊 曾政忠

29 47(1993.5) 徵召全職福音隊

協助客庄

客家25 曾政忠 曾政忠

30 54(1994.3.31) 大竹東區 基督

教聯合敬祖大會

客家26 曾政忠 曾政忠

31 55(1994.4.30) 信義神學院招生 非客家5 曾政忠 曾政忠

32 56(1994.5.25) 你是教會領袖并

感覺需要受裝備

非客家6 曾政忠 曾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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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合乎主用

嗎？

33 57(1994.6.25) 為主當兵兩年 

崇正福音隊再徵

兩名隊員

客家27 曾政忠 曾政忠

58(1994.7) 暑期客庄短期福

音隊狀況:請代

禱、關心

客家28 曾政忠 曾政忠

35 59(1994.8.25) 寫第五福音書 黃少娟 非客家 7 曾政忠 曾政忠

36 60(1994.9.30) 大陸之行有感 陳建中 客家29 曾政忠 曾政忠

37 61(1994.10.28) 客家福音協會新

的時代來臨

客家30 曾政忠 曾政忠

38 62(1994.11.28) 永生與愛鄰舍 彭榮光 非客家8 曾政忠 曾政忠

39 63(1994.12.28) 平安夜與老鼠 非客家9 曾政忠 曾政忠

40 64(1995.1.28) 如何保存客家語 彭榮光 客家31 曾政忠 彭榮光

41 65(1995.2.28) 聖經與生命 非客家10 曾政忠 彭榮光

42 66(1995.3.30) 基督徒清明敬祖 曾政忠 非客家11 曾政忠 彭榮光

43 68(1995.5.30) 進入禱告的園子 范秉添 非客家12 曾政忠 彭榮光

44 69(1995.6.30) 客家需要您 彭榮光 客家32 曾政忠 彭榮光

45 70(1995.7.30) 「千年智慧書—

客語箴言 出版

單行本 快去告

訴所有的客家

人」

曾政忠 客家33 曾政忠 彭榮光

46 71(1995.8.30) 牧養與牧家 伍恩昌 非客家13 曾政忠 彭榮光

47 72(1995.9.30) 夢 涂恩友 非客家14 曾政忠 彭榮光

48 73(1995.10.30) 希望 阿明 非客家15 曾政忠 彭榮光

49 74(1995.11.30) 領悟 阿明 非客家16 曾政忠 彭榮光

50 75(1995.12.30) 博士與希律 阿明 非客家17 曾政忠 彭榮光

51 76(1996.1.30) 新氣象 彭榮光 非客家18 范秉添 彭榮光

52 77(1996.2.30) 宣教在客庄 彭榮光 客家34 范秉添 彭榮光

53 78(1996.3.30) 傳遞異象感言 彭榮光 非客家19 范秉添 彭榮光

54 79(1996.4.30) 讓人傷心的基督

徒

彭榮光 非客家20 范秉添 彭榮光

55 80(1996.5.30) 我不是基督徒 小光 非客家21 范秉添 彭榮光

56 81(1996.6.30) 我是基督徒 非客家22 范秉添 彭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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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84(1996.9.30) 眾人擁擠 非客家23 范秉添 彭榮光

58 85(1996.10.30) 客家的未來方向 小光 客家35 范秉添 彭榮光

59 86(1996.11.30) 牧師與十字架的

道路

彭榮光 非客家24 范秉添 彭榮光

60 87(1996.12.30) 若 彭榮光 非客家25 范秉添 彭榮光

61 88(1997.1.30) 麥花初綻 范秉添 非客家26 范秉添 彭榮光

62 89(1997.2.28) 客庄婦女與教會 彭榮光 客家36 范秉添 彭榮光

63 90(1997.3.30) 還缺少一項……

謙卑

彭榮光 非客家27 范秉添 彭榮光

64 91(1997.4.30) 一八四七年香江

風雲起 一九九

七客屬主愛深

曾政忠 客家37 范秉添 彭榮光

65 92(1997.5.30) 拓展祂的教會 彭榮光 非客家28 范秉添 彭榮光

66 93(1997.6.30) 福音隊與教會 彭榮光 非客家29 范秉添 彭榮光

67 94(1997.7.30) 意義深長的按牧

禮~播道會在台

按立首名客籍牧

師

陳黔開 客家38 范秉添 彭榮光

68 95(1997.8.30) 嬉戲與宣教 彭榮光 非客家30 范秉添 彭榮光

69 96(1997.9.30) 戰兢而喜樂 范秉添 非客家31 范秉添 彭榮光

70 97(1997.10.30) 大陸客家原鄉的

培訓

范秉添 客家39 范秉添 彭榮光

71 98(1997.11.30) 鄉村教會的福音

與關懷

范秉添 非客家32 范秉添 彭榮光

72 99(1997.12.30) 有果放的靈修生

活

范秉添 非客家33 范秉添 彭榮光

73 100(1998.1.30) 基督徒對祖先崇

拜應有的認識與

突破

范秉

添、

廖昆田

非客家34 范秉添 彭榮光

74 101(1998.2.28) 1998客家基督徒

靈修會

曾政忠 客家40 范秉添 彭榮光

75 102(1998.3.30) 老小老小的天倫

館

郭靜蕙 非客家35 范秉添 彭榮光

76 103(1998.4.30) 黎力基牧師傳道

史實

香港崇

真會

非客家36 范秉添 彭榮光

77 105(1998.6.30) 徒苦難看見 神 范秉添 非客家37 范秉添 彭榮光

12



的榮耀

78 106(1998.7.30) 建立客家的安提

阿教會

范秉添 客家41 范秉添 彭榮光

79 107(1998.8.30) 培養二十一世紀

接班人~回鍋油

的夢

溫永生 非客家38 范秉添 彭榮光

80 108(1998.9.30) 全球客家教會教

牧同工暨信徒領

袖退休會側記

曾政忠 客家42 范秉添 彭榮光

81 109(1998.10.30

)

復興特會隨筆 范秉添 非客家39 范秉添 彭榮光

82 116(1999.7.1) 呼召為基層宣教

獻身傳道

曾政忠 非客家40 曾政忠 曾政忠

83 117(1999.8.1) 如何發掘自己的

屬靈恩賜

溫永生 非客家41 曾政忠 曾政忠

84 119(1999.10.1) 從宣教學的角度

看客庄現今與將

來的策略

羅威信 客家43 曾政忠 曾政忠

85 120(1999.11.1) 1999年客家宣教

諮詢會總結與代

禱

曾政忠 客家44 曾政忠 曾政忠

86 121(1999.12.1) 鍾亞妹傳道師北

部客庄教會的先

驅

孫武夫 客家45 曾政忠 曾政忠

87 123(2000.2.2) 禱告的聖徒 邱阿田 非客家42 曾政忠 曾政忠

88 125(2000.4.1) 福音、宗教、文

化

吳憲章 非客家43 曾政忠 曾政忠

89 126(2000.5.1) 應該做的事(焦

點：客家宣教學

院)

余慶榮 客家46 曾政忠 曾政忠

90 128(2000.7.1) 客家人對福音沒

有反應

林應安 客家47 曾政忠 曾政忠

91 136(2001.4) 客家情宣教心 曾政忠 客家48 曾政忠 曾政忠

92 137(2001.5) 母親節的由來與

意義

范秉添 非客家44 曾政忠 曾政忠

93 147(2002.3.15) 空墳墓與新生命 彭月枝 非客家45 曾政忠 曾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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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51(2002.7.1) 為主贏得客家 彭志鴻 客家49 曾政忠 曾政忠

95 153(2002.9.15) 請為客庄禱告 余慶榮 客家50 曾政忠 曾政忠

96 154(2002.10.15

)

台灣客家福音事

工異象分享聚會

余慶榮 客家51 曾政忠 曾政忠

97 157(2003.1.15) 展望 2003年客福

事工

曾政忠 客家52 曾政忠 曾政忠

98 164(2003.8.15) 搶救百萬客家靈

魂客福徵友運動

出發

客家53 曾政忠 曾政忠

99 165(2003.9.15) 撫平傷痛恢復榮

耀

曾政忠 非客家46 曾政忠 曾政忠

100 166(2003.10.15

)

七字架信仰的再

思

范秉添 非客家47 曾政忠 曾政忠

101 167(2003.11.15

)

回歸生命本源 余慶榮 非客家48 曾政忠 曾政忠

102 169(2004.1.15) 今年如何 曾政忠 非客家49 曾政忠 曾政忠

103 170(2004.2.15) 匯聚更多關心客

家宣教的力量

曾政忠 客家54 曾政忠 曾政忠

104 171(2004.3.15) 這麼大的救恩 

這麼少的信徒

曾政忠 非客家50 曾政忠 曾政忠

105 172(2004.4.15) 邀請您參加！ 曾政忠 非客家51 曾政忠 曾政忠

106 173(2004.5.15) 整全的領導 彭德貴 非客家52 曾政忠 曾政忠

107 174(2004.6.15) 聖靈降臨節的意

義（一）

彭德貴 非客家53 曾政忠 曾政忠

108 175(2004.7.15) 回應復興禱告的

呼召

趙鏞基 非客家54 曾政忠 曾政忠

109 176(2004.8.15) 生命的事奉

（一）

溫宏敦 非客家55 曾政忠 曾政忠

110 177(2004.9.15) 生命的事奉

（二）

溫宏敦 非客家56 曾政忠 曾政忠

111 178(2004.10.15

)

祖國宣教行 陳建中 非客家57 曾政忠 曾政忠

112 179(2004.11.15

)

但以理靈修訪韓

訓練會後感言

非客家58 曾政忠 曾政忠

113 180(2004.12.15

)

但以理靈修訪韓

訓練會後感言

徐家正 非客家59 曾政忠 曾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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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81(2005.1.15) 一片小雲 曾政忠 非客家60 曾政忠 曾政忠

115 182(2005.2.15) 邀請您來參加敬

祖大會

非客家61 曾政忠 曾政忠

116 183(2005.3.15) 客家聯合敬祖大

會特別報導

羅雲珍 客家55 曾政忠 曾政忠

117 184(2005.4.15) 聖經中教養兒女

的智慧與原則

劉慈惠 非客家62 曾政忠 曾政忠

118 185(2005.5.15) 在基督裡 夏張建

國

非客家63 曾政忠 曾政忠

119 186(2005.6.15) 「客家十年倍加

運動」的受感

（上）

徐名芳 客家56 曾政忠 曾政忠

120 188(2005.8.15) 「客家十年倍加

運動」的受感

（三）

徐名芳 客家57 曾政忠 曾政忠

121 189(2005.9.15) 「客家十年倍加

運動」的受感

（四）

徐名芳 客家58 曾政忠 曾政忠

122 190(2005.10.15

)

我寫作客歌謠的

動機及心路歷程

趙萬昌 客家59 曾政忠 曾政忠

123 191(2005.11.15

)

禮拜 徐名芳 非客家64 曾政忠 曾政忠

124 192(2005.12.15

)

禮拜——禮拜的

預備

徐名芳 非客家65 曾政忠 曾政忠

125 193(2006.1.15) 禮拜的預備 徐名芳 非客家66 曾政忠 曾政忠

126 196(2006.5.10) 讓神完全改變我

們的心思意念

曾政忠 非客家67 曾政忠 曾政忠

127 197(2006.6.15) 客家宣教協議會

迎向十年倍加

余慶榮 客家60 曾政忠 曾政忠

128 198(2006.7.15) 2006/5/29~30台

灣客家宣教協議

會綜合討論決議

客家61 曾政忠 曾政忠

129 199(2006.8.25) 初訪清純的閩西 曾政忠 客家62 曾政忠 曾政忠

130 200(2006.9.25) 遇見真神邁向倍

加

曾政忠 非客家68 曾政忠 曾政忠

131 201(2006.10.20 在聖靈裡聯合成 曾政忠 非客家69 曾政忠 曾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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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體

132 202(2006.11.20

)

打開客家的天空 曾政忠 客家63 曾政忠 曾政忠

133 203(2006.12.20

)

神在基督裡的奇

妙作為

非客家 70 曾政忠 曾政忠

134 204(2007.1.20) 給我們一個新的

世界

曾政忠 非客家 71 曾政忠 曾政忠

135 205(2007.2.20) 要人團員的神 曾政忠 非客家 72 曾政忠 曾政忠

136 206(2007.3.20) 遇見神 曾政忠 非客家 73 曾政忠 曾政忠

137 207(2007.4.20) 媽媽的心上帝的

心

曾政忠 非客家 74 曾政忠 曾政忠

138 208(2007.5.20) 得到客家 曾政忠 客家64 曾政忠 曾政忠

139 209(2007.6.20) 年青人！別入錯

行

曾政忠 非客家 75 曾政忠 曾政忠

140 227(2008.12.

20)

為的是帶進新造 曾政忠 非客家 76 曾政忠 曾政忠

141 228(2009.1.2

0)

客福走過三十年

恩典脂油滴滿徑

曾政忠 客家65 曾政忠 曾政忠

142 233(2009.6.2

0)

徬徨中的轉機 曾政忠 非客家 77 曾政忠 曾政忠

143 234(2009.7.2

0)

平安就係「日日

係好日」

曾政忠 非客家 78 曾政忠 曾政忠

144 236(2009.9.2

0)

當災難來臨時 曾政忠 非客家 79 曾政忠 曾政忠

145 237(2009.10.

31)

客語聖經翻譯 曾政忠 客家66 曾政忠 曾政忠

146 240(2010.1.3

0)

生命必須更新 曾政忠 非客家80 曾政忠 曾政忠

147 241(2010.3.2

0)

紀念祖先與敬拜

真神

曾政忠 客家67 曾政忠 曾政忠

148 242(2010.4.2

0)

為什麼要敬祖 曾政忠 客家68 曾政忠 曾政忠

149 244(2010.6.2

0)

心甘情願地奉獻 曾政忠 非客家81 曾政忠 曾政忠

150 245(2010.7.3

0)

以禱告擁抱客家

教會——新主委

余慶榮 客家69 余慶榮 白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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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願景

151 246(2010.8.3

0)

成為客福之友

吧！

余慶榮 客家 70 余慶榮 白美月

152 251(2011.2-

3)

為客家多走一里

路！

余慶榮 客家 71 余慶榮 白美月

153 252(2011.4) 轉化~客家上路

吧！

余慶榮 客家 72 余慶榮 白美月

154 253(2011.5) 誰是客家的以斯

帖？

余慶榮 客家 73 余慶榮 白美月

155 255(2011.7) 生病也有恩典，

福氣啦！

余慶榮 非客家82 余慶榮 白美月

156 256(2011.8) 客家啊！我們一

起禁食禱告吧！

余慶榮 客家 74 余慶榮 白美月

157 257(2011.9) 建立客家禱告的

祭壇吧！

余慶榮 客家 75 余慶榮 白美月

158 258(2011.10) 「去向客家人傳

福音！」

余慶榮 客家 76 余慶榮 白美月

159 259(2011.11) 這是客家的時刻 余慶榮 客家 77 余慶榮 白美月

160 260(2011.12) 贊！2012客家

宣教年！

余慶榮 客家 78 余慶榮 白美月

161 262(2012.2.2

0)

台灣啊！妳不能

沒有客家！

余慶榮 客家 79 余慶榮 白美月

162 263(2012.3.2

0)

客家要回家！ 余慶榮 客家80 余慶榮 白美月

163 264(2012.4.2

0)

客家宣教年！行

動年！

余慶榮 客家81 余慶榮 白美月

164 265(2012.5.3

0)

客家六月回家進

行曲！

余慶榮 客家82 余慶榮 白美月

165 266(2012.6.3

0)

您的教會有客語

讀經班麼？——

為主贏得客家的

里程碑

余慶榮 客家83 余慶榮 白美月

166 267(2012.7.3

0)

客家宣教的一粒

麥子——陳金蘭

傳道

余慶榮 客家84 余慶榮 白美月

167 268(2012.8.3 華人回家中的客 余慶榮 客家85 余慶榮 白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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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家命定

168 269(2012.9.3

0)

許我一個客家夢

——客福對眾教

會的籲請

余慶榮 客家86 余慶榮 白美月

169 270(2012.10.

30)

以客為尊、得著

客家

余慶榮 客家87 余慶榮 白美月

170 271(2012.11.

30)

讓客家成為眾教

會的祝福——基

隆、宜蘭、土城

客家團契成立的

意義

余慶榮 客家88 余慶榮 白美月

171 272(2012.12.

30)

客家需要使徒性

的恩膏

余慶榮 客家89 余慶榮 白美月

172 273(2012.1.3

0)

2012客家的感

恩

余慶榮 客家90 余慶榮 白美月

173 274(2012.2.2

8)

得著客家的三股

繩子

余慶榮 客家91 余慶榮 白美月

174 275(2012.3.3

0)

客家夢！共逐也

共築！

余慶榮 客家92 余慶榮 白美月

175 276(2012.4.3

0)

一同加入客家回

家的列車

余慶榮 客家93 余慶榮 白美月

176 277(2013.5.3

0)

環島列車開啟客

家回家的旅程

余慶榮 客家94 余慶榮 白美月

177 278(2013.6.3

0)

給不會說客語卻

「認同客家」的

客家人按贊！

余慶榮 客家95 余慶榮 白美月

178 279(2013.7.3

1)

客家要回家 客

家回家進展報告

（一）

余慶榮 客家96 余慶榮 白美月

179 280(2013.8.3

0)

客家要回家 客

家回家進展報告

（二）

余慶榮 客家97 余慶榮 白美月

180 281(2013.9.3

0)

客家要回家 客

家回家進展報告

（三）

余慶榮 客家98 余慶榮 白美月

181 282(2013.10. 有客家的大使命 余慶榮 客家99 余慶榮 白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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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嗎？客家回家進

展報告（四）

182 283(2013.11.

30)

請與客家的大使

命同工 客家回

家進展報告

（五）

余慶榮 客家100 余慶榮 白美月

183 284(2013.12.

30)

客家要回家 客

家回家進展報告

（六）

余慶榮 客家101 余慶榮 白美月

184 285(2014.1.2

9)

尋找客家的餘種

與火種 客家回

家進展報告

（七）

余慶榮 客家102 余慶榮 白美月

185 286(2014.2.2

8)

因夢想而偉大的

客家 客家回家

進展報告（八）

余慶榮 客家103 余慶榮 白美月

186 287(2014.3.3

0)

傳講富有客家特

色的基督福音 ~

以客為榮 讓神

得榮~

余慶榮 客家104 余慶榮

187 288(2014.4.3

0)

基督與客家 客

家回家進展報告

（十）

余慶榮 客家105 余慶榮 白美月

188 289(2014.5.3

1)

客家人知道教會

看重客家嗎？

余慶榮 客家106 余慶榮 白美月

189 290(2014.6.3

0)

原客相愛撼山河 余慶榮 客家107 余慶榮 白美月

190 291(2014.7.3

1)

感恩有主 感謝

有您 客家回家

進展報告（十

三）

余慶榮 客家108 余慶榮 白美月

191 292(2014.8.3

1)

因為客家 所以

回家

余慶榮 客家109 余慶榮 白美月

192 293(2014.9.3

0)

回家天父有兒女

兒女有天父

余慶榮 非客家83 余慶榮 白美月

193 294(2014.10. 成為尼提寧的客 余慶榮 客家110 余慶榮 白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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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家

194 295(2014.11.

30)

客家可以為客家

做什麼？——客

家回家「倍感幸

福 環島列車」

結束後有感

余慶榮 客家111 余慶榮 白美月

195 296(2014.12.

31)

客家十年 倍加

運動有成 迎接

更大復興浪潮

余慶榮 客家112 余慶榮 白美月

196 297(2015.1.3

1)

客家迎復興 家

人同心求

余慶榮 客家113 余慶榮 白美月

197 298(2015.2.2

8)

兩人同行 領客

家回家

余慶榮 客家114 余慶榮 白美月

198 299(2015.3.3

1)

原客一家呼求復

興

余慶榮 客家115 余慶榮 白美月

199 300(2015.4.3

0)

全球客家大會 

靠主衝刺破千

余慶榮 客家116 余慶榮 白美月

200 302(2015.6.3

0)

客家大會報名破

千 懇切禱告求

主使用

余慶榮 客家117 余慶榮 白美月

201 303(2015.7.3

1)

客家存在為福音 余慶榮 客家118 余慶榮 白美月

202 304(2015.8.3

1)

滿心感恩 更愛

客家 為第四屆

全球客家福音大

會而寫

余慶榮 客家119 余慶榮 白美月

203 305(2015.9.3

0)

滿心感恩 更愛

客家 ……寫於

全球客家福音大

會後

余慶榮 客家120 余慶榮 白美月

204 306(2015.10.

31)

什麼是客福有待

克服的？

余慶榮 客家121 余慶榮 白美月

205 307(2015.11.

30)

鼓勵教會營造聽

講客語的友善環

境

余慶榮 客家122 余慶榮 白美月

206 308(2015.12. 出於聖靈感動的 余慶榮 客家123 余慶榮 白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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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客家之愛

207 310(2016.2.2

9)

今年我們一起來

夯客家

余慶榮 客家124 余慶榮 白美月

208 311(2016.3.3

1)

禱告！禱告！再

禱告！

余慶榮 非客家84 余慶榮 白美月

209 312(2016.4.3

0)

全球同步 同心

呼求

余慶榮 非客家85 余慶榮 白美月

210 313(2016.5.3

1)

全面動員 火力

全開

余慶榮 非客家86 余慶榮 白美月

211 314(2016.6.3

0)

請加入 7000禱

告大軍

余慶榮 非客家87 余慶榮 白美月

212 315(2016.7.3

1)

愛客家不分家…

真心愛 同心求

余慶榮 客家125 余慶榮 白美月

213 316(2016.8.3

1)

讓客家回家吧！ 余慶榮 客家126 余慶榮 白美月

214 317(2016.9.3

0)

以禱告建立客家

的上帝國…從主

禱文談起

余慶榮 客家127 余慶榮 白美月

215 318(2016.10.

31)

教會中的牧長團

隊

余慶榮 非客家88 余慶榮 白美月

216 319(2016.11.

30)

為客家有更多的

約拿禱告…為新

任主委感謝

余慶榮 客家128 余慶榮 白美月

217 321(2017.1.3

1)

客家宣教的骨與

筋

劉正惠 客家129 劉正惠 白美月

218 322(2017.2.2

8)

客家處境與文化

下的宣教

劉正惠 客家130 劉正惠 白美月

219 323(2017.3.3

1)

面對三新 客福

的挑戰

劉正惠 客家131 劉正惠 白美月

220 324(2017.4.3

0)

從香港崇真到沙

巴客家

劉正惠 客家132 劉正惠 白美月

221 325(2017.5.3

1)

客家詩歌需要您 劉正惠 客家133 劉正惠 白美月

222 326(2017.6.3

0)

客福所經歷倍增

的神蹟

劉正惠 客家134 劉正惠 白美月

223 327(2017.7.3 上帝客家宣教的 劉正惠 客家135 劉正惠 白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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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

224 328(2017.8.3

1)

客家聖經出版五

年後

劉正惠 客家136 劉正惠 白美月

225 329(2017.9.3

0)

福音南向~一條

不斷的線

劉正惠 非客家89 劉正惠 白美月

226 330(2017.10.

31)

參加 2017全球

客家福音大會有

感

劉正惠 客家137 劉正惠 白美月

227 331(2017.11.

30)

開跑 客福40周

年系列慶典

劉正惠 客家138 劉正惠 白美月

228 332(2017.12.

31)

福音四十 客家

翱翔

白美月 客家139 劉正惠 白美月

229 334(2018.2.2

8)

新春=團圓 白美月 非客家90 劉正惠 白美月

230 335(2018.3.3

1)

掃墓 客家基督

徒不必躲閃

劉正惠 客家140 劉正惠 白美月

231 336(2018.4.3

0)

第一位學客家話

的宣教士 李庥

牧師

白美月 客家141 劉正惠 白美月

232 338(2018.6.3

0)

千山萬水只為愛 白美月 非客家

91

劉正惠 白美月

233 339(2018.7.3

1)

上帝在客家獨

行奇事

劉正惠 客家

142

劉正惠 白美月

234 340(2018.8.3

1)

沸騰之後的省思 白美月 非客家

92

劉正惠 白美月

235 341(2018.9.3

0)

百萬客家站出

來力挺愛家公

投

劉正惠 非客家

93

劉正惠 白美月

236 342(2018.10.

31)

客福四十周年

生日快樂

白美月 客家

143

劉正惠 白美月

237 343(2018.11.

30)

最佳禮物 劉正惠 非客家

94

劉正惠 白美月

238 344(2018.12.

31)

以馬內利！ 白美月 非客家

95

劉正惠 白美月

本研究小組製表    資料來源：《客福簡訊》1-3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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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分析

表五：1985–2018年  《客福簡訊》客家意象議題總篇數統計

客家意象議題 篇數 百分比

客家 143 60%

非客家 95 40%

合計 238 100%

       本研究小組製表

表六：1985–2000年  客委會成立前《客福簡訊》客家意象議題篇數統計

客家意象議題 篇數 百分比

客家 48 52.2%

非客家 44 47.8%

合計 92 100%

       本研究小組製表

表七：2001–2018年  客委會成立後《客福簡訊》客家意象議題篇數統計

客家意象議題 篇數 百分比

客家 95 65%

非客家 51 35%

合計 146 100%

       本研究小組製表

    從表四來看客家議題及意象分析說明如下:

(一)客家議題分析

    客家議題主要有宣教理念、人才培訓、保存客家語、海外工作、客家宣教學院、客家福

音會議、客家活動、介紹地方教會、宣教策略、清明敬祖、短期福音隊、人物專訪、客家福

音隊簡介、客家聖樂團活動介紹、客家聖經朗讀比賽、客家詩歌創作、客家宣教研討會、客

家之夜、全球客家福音大會、客家教會簡介、大陸客家教會交流、客家回家(幸福加倍環島

列車)、原客同行客家回家聚會、客家聯合敬祖大會、客家十年倍加運動等。

等。

(二)客家意象分析

    1985–2018年《客福簡訊》客家意象文章有143篇，非客家意象文章 95篇，客家意象文

章佔總體60%。從表六來看 1985–2000年客委會成立前《客福簡訊》客家意象文章有48篇，

非客家意象文章 44篇，客家意象文章佔總體52.2%`。從表七來看，2001–2018年客委會成立

後《客福簡訊》客家意象文章有95篇，非客家意象文章 51篇，客家意象文章佔總體65%`。

    從臺灣客家文化發展歷程來看，2001年客委會成立前，臺灣客家文化受到政府的關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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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媒體較少客家訊息，客委會成立後，辦理活動較多，媒體較多客家訊息，從《客福簡

訊》來觀察，客委會成立前客家意象文章佔總體52.2%，客委會成立後客家意象文章佔總體

65%`，客委會成立後客家意象文章比率(65%)比成立前比率(52.2%)增加，與一般雜誌呈現相同

的情況；因客委會成立，客家活動增加，媒體曝光度增加，其他平面媒體會增加客家活動的報

導，同樣《客福簡訊》也呈現與一般雜誌相同情況，客家意象內容報導增加。

二、在不同社會政治經濟和媒體生態的功能、政策和使命及編輯實務

(一) 社會政治經濟和媒體生態的功能、政策和使命

在臺灣客家發展過程中，1949年大陸來臺的外省人於政治具於主導的地位，閩南族群

居於人口優勢，政治經濟地位遠勝於客家人，在1987年解嚴前，臺灣客家人在政經資源分配

中，常扮演陪襯性的角色，傳播媒體甚少有客家人觀點的聲音，客家人被排拒在主流媒體之

外，電視廣播電台報紙甚少報導客家人的消息，客家人的觀點，只有在少數客家期刊(如中

原周刊、客家雜誌、六堆雜誌、六堆風雲雜誌、山城週刊、月光山雜誌、今日美濃周刊等)

的小眾媒體中獲得發言，對於主流觀點影響力微乎其微，。

解嚴前的1962年《苗友月刊》創刊，以外省客家人為主的作者，大量報導外省客家人

及大陸客家原鄉的訊息，及報導客家人的人事物。接著《中原週刊》高舉「客家文化」的大

纛，深耕客家人文化，後《客家風雲雜誌》、《客家雜誌》、《全球客家郵報》、《今日美

濃週刊》、《月光山雜誌》、《六堆雜誌》、《山城週刊》、《六堆風雲雜誌》、《客福簡

訊》等客家期刊相繼創立，在北中南各地深耕客家鄉土文化，雖對政經發展之影響有限，但

客家文化意識已在潛移默化的散佈。

解嚴後的1987年10月，由於客籍知識分子的敏銳觀察，洞察客家人在臺灣社會的處境，

創立了《客家風雲雜誌》，該刊提出希望透過《客家風雲雜誌》的內容能提昇客家人族群意

識，促進客家人的溝通與了解，團結客家人的力量，提昇客家人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

上的地位與功能。

《客家風雲雜誌》的出現在臺灣掀起波濤壯闊，1988年12月28日由《客家風雲雜誌》的

主導下，結合各地客家社團及士農工商人士臨時組成客家權益促進會，發動萬人的「還我母

語大遊行」，提出「開放客語廣播電視節目、實行雙語教育、建立平等語言政策修改廣電法

第二十條對方言之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三大訴求。在客家人不分黨派以及國內外客家社團

之參與資助下，「還我母語大遊行」正式展開於臺北街頭，直接前往立法院提陳情書，直指

政治心臟地帶，震撼臺灣的社會與政府當局。

「1228還我母語大遊行」結束後，有關單位安撫性製播少數客語節目與新聞5，而臨時

組成的各黨派客家社團未經過深入溝通了解、整合或各有利害關係、政治理念的差異等因素，

以致運動過後，後繼無力。接著1990年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的成立(以下稱臺灣客協)，由

鍾肇政擔任第１任會長，在各地辦座談會學術研討會，幫具客家理念的客家人助選，《客家

風雲雜誌》並改組為《客家雜誌》，繼續延續客家香火，客家運動能量重新整合再出發，19

94年9月18日「寶島客家電臺」創立，因政府單位強力的阻撓，進行抄臺，反而激起了客家

5 1989年 1月 1日臺視鄉親鄉情客語電視節目，在星期日早上八點，冷闢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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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客家意識，透過廣播媒體的強力播送，使社會運動能量更形加強，引發另一波劇烈震盪

的客家文化運動。

    此外，臺灣客協結合《客家雜誌》、寶島客家電臺及有識之士，促使候選人重視客家政

見，1994年 12月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實踐客家政見6，客家文化宣揚，正式由政府接手，

至此客家議題成為選舉中的重要政見之一。台北市實施客家政策後，然其他縣市仍大部分民

間辦理。

2000年總統大選的客家政見，促使2001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客家運動能量直接衝

入中央政府單位，接著臺北市、高雄市政府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屏東縣政府成立客家事務

處、部分縣市政府成立客家事務課或以臨時任務編組方式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加上2003年

成立之客家電視，自此，客家文化政策成為政府公共政策的一環。

    從台灣客家發展中，客委會成立前客家文化活動由民間推動，民間經費不足，無法辦理大

型活動，影響有限，如客家山歌比賽，觀賞人數約千餘人。2001年 6月，客委會成立後，客家

文化活動由政府主導推動，政府經費足，推動客家文化活動，影響範圍擴大，如桐花祭範圍全

台，數十萬人參觀。因而本研究以客委會成立前和成立後做分析，時間以《客福簡訊》於1985

年 7月 1日第 1期開始，至2018年 12月止(1-344期)。

(二) 《客福簡訊》於客委會成立前(1985-2001)之功能、編輯方針與影響

    1985年 4月 2日全球客家福音協會第一次委員會於臺北客家教會召開，由新任主委邱玉

俊主持，會中決定每 2個月發行通訊，由傳播組范秉添負責7。《客福簡訊》於1985年 7月

1日第 1期開始(1-20期稱為《全球客福簡訊》，21期以後稱為《客福簡訊》至今)，至

2000年 6月(139期，客委會成立)止，已出版139期。此時期，1994年台北市實施客家政策

後，客家文化活動大部分由民間辦理。

    本時期分以下論述。

1.功能: 媒體有電視、報紙、廣播、雜誌、社區報等，網路及手機尚未興起，雜誌及社區報

尚有重要的地位。《客福簡訊》紙本用郵寄較多，寄給台灣各教會及海外，因而《客福簡

訊》紙本的傳播角色功能，具有重要的地位。

2.編輯方針: 編輯方向：1985年 7月 1日《全球客福簡訊》第 1期起，至20期止，皆以報

紙型直式排版，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第 21期開始名稱改為《客福簡訊》，以橫式排版方

式，以雜誌型方式呈現。1992年(34期)起，包含「封面主題」，「客庄教會人物及教會

簡介」，「信息分享」、「客福消息與代禱」、「客福奉獻徵信」等，較無明確的主題，

可隨時變換。相同的是以基督教義為主要內容論述。編輯方針主要是宣教理念、人才培訓、

保存客家語、海外工作、客家宣教學院、客家福音會議、客家活動、介紹地方教會、宣教策

略、清明敬祖、短期福音隊等。

3.影響：本時期客家宣教，除了《客福簡訊》作為宣傳，也用廣播電臺傳播訊息，如環球廣播、

臺灣廣播-客家之光節目、鄉音廣播，IC之音(打開客家的天空)，廣播僅在桃竹苗地區，也利用

中原電視頻道(客家新聲)，範圍也僅在桃竹苗，網路及手機尚未興起，影響範圍也僅在台北、

6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員為陳水扁助選，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後，便實踐客家政見，包括客家會館、客

家藝文中心、客家史的編撰、臺北電臺客家頻道等
7 全球客福簡訊第 1期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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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地區。

(三) 《客福簡訊》於客委會成立後(2001-2018) 之功能、編輯方針與影響

    客委會成立後，經費充裕，客家文化活動可經由電視、廣播、報章媒體宣傳，廣為人知。 

客委會成立後，《客福簡訊》於2001年 7月 1日第 140期開始至2018年 12月(139期)止，

此時期，客家文化活動大部分由政府辦理，政府積極主動介入。

    本時期分以下論述。

1.功能:媒體有電視、報紙、廣播、雜誌、社區報等，網路及手機興起，媒體用 Line及

email傳播，雜誌及社區報功能減弱，因而《客福簡訊》紙本的傳播角色功能，相對減弱，

因紙本用寄送，而《客福簡訊》也以網路及手機傳播，Line及 email傳播出去，遍及全世界，

傳播人數更多更廣，它記錄客家宣教史具有記錄者的角色。。。

2.編輯方針: 2007年起開始換版面，以電腦製版編輯，《客福簡訊》的內容，包含「主委

家書」「信息分享」「宣教分享」「客福奉獻徵信」「客福消息與代禱」等，其中「主委

家書」即由客家福音協會主委撰寫感言， 「信息分享」是邀請客福牧師撰寫心得感言，

「宣教分享」邀請各地宣教教徒談宣教的心得。「客福奉獻徵信」是教徒的捐款徵信錄，

包括團體或個人的捐款，「客福消息與代禱」報導各地教會的訊息，包含海外教會團體。

由白牧師訪談中，從2010年起，她的內容編輯方向主要是1.主委的話；2.活動報導；3.募

款徵信；4.心得分享。議題主要是人物專訪、客家福音隊簡介、客家聖樂團活動介紹、客家

聖經朗讀比賽、客家詩歌創作、客家宣教研討會、客家之夜、全球客家福音大會、客家教會

簡介、大陸客家教會交流、客家回家(幸福加倍環島列車)、原客同行客家回家聚會、客家聯

合敬祖大會、客家十年倍加運動等。

3.影響：本時期客家宣教，除了《客福簡訊》作為宣傳，也用廣播電臺傳播訊息，如環球廣播、

臺灣廣播等，廣播僅在桃竹苗地區，2000年後手機網路興起，用email、Line、臉書等傳播管

道，將《客福簡訊》傳播至台灣及全世界，影響範圍更大，傳播更快速。

三、深度訪談分析

    本節將訪談所得資料做歸納與分類，然後逐一加以探討。

表八深度訪談人員一欄表

身份

類型
編號 訪談對象 籍貫 時間 地點

社團 A1 劉主委  客家福音協會
新竹縣

新埔鎮
107.10.30 臺北市崇真堂

社團 A2 余前主委 客家福音協會
桃園縣

中壢
107.10.30 臺北市崇真堂

社團 A3 白總幹事 客家福音協會 臺東縣 107.11.1

客家福音協會

(新竹縣竹東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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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 A4 鍾先生 六堆風雲雜誌社
高雄巿

美濃區
107.8.20

屏東縣長治鄉

自然風餐廳

讀者 A5 蕭小姐 國小教師 屏東縣 107.8.19
高雄西子灣

飯店

讀者 A6 陳小姐 高中
臺北市

中和區
107.7.20

麥當勞(臺北

市新生南路)

本研究小組製表

    從受訪者發現，有關《客福簡訊》的創辦緣由，如受訪者 A1所述：

創辦緣由是 1.將客福訊息傳播出去，讓所有人了解基督教信仰；2.經由《客福簡訊》，讓基

督徒了解客家文化；3.向客家人傳福音；4.經由《客福簡訊》連結臺灣與海外客家基督徒訊

息(A1)。

    從受訪者發現，有關《客福簡訊》的編輯方向，如受訪者 A3所述：

從 2010 年起，我開始協助編輯，內容編輯方向主要是 1.主委的話；2.活動報導；3.募款徵信；

4.心得分享(A3)。

    從受訪者發現，有關《客福簡訊》的經營策略發行通路，如受訪者 A3所述：

像公視一樣，不以市場為導向，可自行編輯符合宣教需要的題材及內容，以郵寄 LINE 及

email 至臺灣及海外各地教會，因本刊都是捐款，因而寄出都是免費(A3)。

    從受訪者發現，有關《客福簡訊》對客家文化的貢獻，如受訪者 A3所述：

1.《客福簡訊》刊登客福出版品，如完美客家人-吳瑞誠、客語聖經、客與新約教材(2002 年

7 月出版)、客語箴言、客家聖歌集(CD)等，客家出版品的出版也表示客福對客家文化投入

相當多的心力；2.報導各地客家教會辦理客家活動，如客家山歌班、客語詩歌班、成立客

家聖樂團巡迴各地演出、創立客家神學院培育客家宣教人才等；3.紀錄大量客家基督教史

料活動紀錄；4.連結臺灣及海外客家基督教徒訊息(A1)。

    從受訪者發現，有關《客福簡訊》的特點，如受訪者 A4 A5 A6 所述：

《客福簡訊》內容多有引人注目的篇章，譬如：原來，基督教和客家文化以及客家鄉親有深

厚、獨特的聯結。客語聖經、客語詩歌、客家教會、客語崇拜……。一般宗教，似乎沒能看

到和《客家》的聯結。又如，記錄外國宣教士在大陸、臺灣投入的心血：建立客家教會、編

訂客家字典，以及給客家鄉親的關愛與幫助，這些都讓我們了解到~宣教士對客家宣教的影

響力。最精彩的部份是：客福、客神或一些教會組成《福音隊》到臺灣各客家鄉鎮、大陸客

家原鄉，或印尼、馬來西亞，回來後寫下的一篇篇見證文，讓我們了解海內外客家骨肉之親

的生活面貌、動態、環境、文化，以及對他們的關懷與祝福。《客福簡訊》豐富且真實的報

導內容，凝聚了客家骨肉之親的感情，所以，《客福簡訊》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A4)。

我認為「客福簡訊」最精彩之處，是能自然地將客家文化與基督信仰做非常生活化的結合，

讓每個想更深的認識客家文化的讀者，能以這份信仰的角度去探討文化中意義，並能將其導

向極為有盼望與愛的論點(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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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基督教的角度看待客家文化，賦予客家多元的面貌及其更多的可看性。而精彩之處在於

能以故事引導出客家與基督教文化的結合，使讀者能更深入了解其文化的內涵與重要性

(A6)。

    從受訪者發現，有關《客福簡訊》的存在價值，如受訪者 A4 A5 A6所述：

《客福簡訊》有各地《敬祖大典》的報導，有鼓勵每個家庭做【歷代祖先世系表】等，

都有推崇《飲水思源》、鼓勵實踐孝道的寶貴價值。另推動《客語詩歌創作》、舉辦

《客語聖經朗讀比賽》……等系列活動的報導，讓我們對客語、客家文化的傳承，仍然

具有信心，也感受到《客家人》的活力和盼望。所以，《客福簡訊》確實有其存在的價

值的(A4)。

在此刊物中，最令人難能可貴的是將現今極為珍貴的客家文化，以基督信仰的視野將其更多

元的呈現，而又以基督「愛」的方式去敘述客家文化的人事物，讓此刊物增貼了許多的溫暖，

讓讀者不只是增添客家文化的涵養，而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應著上帝愛自由的在此發展，讀

者能有更深的領悟，並且帶著這份愛回歸到各自的生活，以「愛」方式去體驗去面對各種不

同的問題，因而讓社會變得更正向且充滿無限的盼望，我想這就是此刊物無能能取代的價值

(A5)。

同時將客家文化與基督文化融合，能吸引基督徒們閱讀此刊物，並從中了解客家文化之內涵；

反之，客家子弟也能藉由閱讀刊物從中吸取基督文化之精髓。此刊物結合兩文化之精華，這

也是其新穎之處，再藉由故事引導，使讀者更加了解兩文化的內容。這是其他刊物無可取代

之處，也是「客福」其價值所在。至於它與其他刊物不同地方，是能同時知曉基督教與客家

文化的精髓所在，以及兩文化融合後創造的新奇火花。創造更多元的客家面貌，挖掘基督世

界中的客家文化之精彩處(A6)。

綜合上述訪談歸納如下：

一、編輯方針：1985年 7月 1日《全球客福簡訊》第 1期起，至 20期止，皆以報紙型直式

排版，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第 21期開始名稱改為《客福簡訊》，以橫式排版方式，以雜

誌型方式呈現。1992年(34期)起，包含「封面主題」，「客庄教會人物及教會簡介」，

「信息分享」、「客福消息與代禱」、「客福奉獻徵信」等，較無明確的主題，可隨時變

換。2007年起開始換版面，以電腦製版編輯，《客福簡訊》的內容，包含「主委家書」

「信息分享」「宣教分享」「客福奉獻徵信」「客福消息與代禱」等，其中「主委家書」

即由客家福音協會主委撰寫感言，「信息分享」是邀請客福牧師撰寫心得感言，「宣教分

享」邀請各地宣教教徒談宣教的心得。「客福奉獻徵信」是教徒的捐款徵信錄，包括團體

或個人的捐款，「客福消息與代禱」報導各地教會的訊息，包含海外教會團體。由白牧師

訪談中，從2010年起，她的內容編輯方向主要是1.主委的話；2.活動報導；3.募款徵信；

4.心得分享。

二、經營策略發行通路：《客福簡訊》的發行費用由捐款支持，不以市場為導向，可自行編

輯符合宣教需要的題材及內容，出刊後以郵寄、LINE及email至臺灣及海外各地教會，讀者

收到刊物也是免費。

三、功能：1.將客福訊息傳播出去；2.經由《客福簡訊》，了解客家文化；3.向客家人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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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4.經由《客福簡訊》連結臺灣與海外客家基督徒訊息。5.《客福簡訊》刊登客福出版品，

如客語聖經、客語箴言、客家聖歌集(CD)等，客家出版品的出版也表示客家福音協會對客

家文化投入；6.報導各地客家教會辦理客家活動，如客家山歌班、客語詩歌班、客家聖樂

團演出等；7.紀錄大量客家基督教史料活動紀錄；8.《客福簡訊》同時將客家文化與基督

文化融合，能吸引基督徒們閱讀此刊物，並從中了解客家文化之內涵；反之，客家子弟也能

藉由閱讀刊物從中吸取基督文化之精髓。

陸、結論

本研究選擇「客家福音協會」附屬刊物《客福簡訊》做為研究對象，其主要研究成果

如下：

一、客家議題設定

客家議題主要有宣教理念、人才培訓、保存客家語、海外工作、客家宣教學院、客家福音會

議、客家活動、介紹地方教會、宣教策略、清明敬祖、短期福音隊、人物專訪、客家福音隊

簡介、客家聖樂團活動介紹、客家聖經朗讀比賽、客家詩歌創作、客家宣教研討會、客家之

夜、全球客家福音大會、客家教會簡介、大陸客家教會交流、客家回家(幸福加倍環島列車)、

原客同行客家回家聚會、客家聯合敬祖大會、客家十年倍加運動等，從議題設定來看，《客

福簡訊》非常重視人才培育、活動報導、宣教的傳播等，因而保存大料史料，也發揮宣教的

傳播功能。

二、客家意象形塑分析

1985–2018年《客福簡訊》客家意象文章總體佔60%。1985–2000年客委會成立前《客福簡

訊》客家意象文章佔總體52.2%`。2001–2018年客委會成立後《客福簡訊》客家意象文章佔

總體65%`。因客委會成立，客家活動增加，媒體曝光度增加，其他平面媒體會增加客家活動的

報導，同樣《客福簡訊》也呈現與一般雜誌相同情況，客家意象內容報導增加。

三、《客福簡訊》之功能、編輯方針與影響

(一)功能: 1.客委會成立前(1985-2001)，網路及手機尚未興起，因而《客福簡訊》紙本的傳

播功能具重要地位；2.客委會成立後(2001-2018)，網路及手機興起，《客福簡訊》用 Line

及 email傳播出去，遍及全世界，傳播人數更多更廣；3.它報導客家宣教具有記錄者的角色；

4.《客福簡訊》將各教派客家宣教訊息傳播出去，是各教派溝通的橋樑；5.《客福簡訊》具

捐款徵信錄的功能，客福協會有定期捐款，使活動能繼續辦理，能持續33年(2018年止)。

(二)編輯方針:1. 客委會成立前(1985-2001)，1985 年 7月 1日《全球客福簡訊》第 1期起，

至20期止，皆以報紙型直式排版，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第 21期開始名稱改為《客福簡

訊》，以橫式排版方式，以雜誌型方式呈現。1992年(34期)起，包含「封面主題」，

「客庄教會人物及教會簡介」，「信息分享」、「客福消息與代禱」、「客福奉獻徵信」

等，較無明確的主題，可隨時變換。2.客委會成立後(2001-2018)，2007年起開始換版面，

以電腦製版編輯，《客福簡訊》的內容，包含「主委家書」「信息分享」「宣教分享」

「客福奉獻徵信」「客福消息與代禱」等，其中「主委家書」即由客家福音協會主委撰寫

感言，「信息分享」是邀請客福牧師撰寫心得感言，「宣教分享」邀請各地宣教教徒談宣

29



教的心得。「客福奉獻徵信」是教徒的捐款徵信錄，包括團體或個人的捐款，「客福消息

與代禱」報導各地教會的訊息，包含海外教會團體。

 (三)影響：1.客委會成立前(1985-2001)，網路及手機尚未興起，影響範圍也僅在台北、桃

竹苗地區；2.客委會成立後(2001-2018)， 2000年後手機網路興起，用email、Line、臉書等

傳播管道，將《客福簡訊》傳播至台灣及全世界，影響範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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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客

家福音協會

劉正惠，2017，〈客家聖經出版5年後〉，《客福簡訊》，328期，竹東：財團法人新竹縣

基督教

客家福音協會

白美月，2018，〈新春=團圓〉，《客福簡訊》，334期，竹東：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教客

家福音

協會

白美月，2018，〈千山萬水只為愛〉，《客福簡訊》，338期，竹東：財團法人新竹縣基督

教客

家福音協會

38



附錄一
基督教臺灣客庄教會分布

臺北 新北 基隆 苗栗 新竹 中彰投 宜蘭 桃園 屏東

臺北崇

真堂

雙和崇

真堂
基隆客崇

貴格會頭

份生命教

會

關西聖潔

會

東勢施恩

堂

宜蘭靈糧

堂

石門浸信

會

屏東長治

靈糧堂

臺北客

家教會
　 　 福星教會

竹東聖潔

會

國姓長老

教會
　

平鎮崇真

堂

麟洛基督

教會

　 　 　
三義崇真

堂

新豐崇真

堂

東勢神召

會
　

中華基督

教信義會

福恩堂

萬丹教會

　 　 　
頭屋客語

教會

竹東長老

教會

臺中客家

教會
　

龍岡聖潔

會

竹田長老

教會

　 　 　
南庄長老

教會

改革宗竹

東長老教

會

　 　
梅岡靈糧

堂 

浸信會屏

東客家恩

主堂

　 　 　
神召會三

灣教會

二重埔長

老教會
　 　

信義會楊

梅教會
　

　 　 　
基層福音

造橋教會

關東橋長

老教會
　 　

中壢長老

教會　
　

　 　 　
頭份萬民

教會
橫山教會 　 　

龍潭崇真

堂
　

　 　 　
頭份磐石

教會

新庄子

聖潔會
　 　

中壢聖潔

會
　

　 　 　
三灣基督

教會
峨眉教會 　 　

山仔頂崇

真堂
　

苗栗信義

會

湖口長老

會

中壢客家

教會

西湖福音

中心

六家福音

中心

犁頭山教

會

造橋福音

中心
芎林教會

觀音長老

教會

頭份全福 北埔聖潔 楊梅靈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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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會 堂

西湖教會

平安堂

竹東福音

中心
新屋教會

竹東同工

會

楊梅崇真

堂

寶山福音

中心

楊梅福恩

堂

新豐崇真

堂

楊梅靈糧

堂

新埔長老

會

關東橋聖

潔會

本研究小組製表

附錄二海外客家教會

美國
馬來西

亞
印尼 香港 大陸 毛里求斯 加拿大 蘇利南

美國爾

灣客家

團契

馬來西

亞基督

巴色會

香港崇正

會救恩堂

毛里求斯

華人教會

加拿大信義巴

色崇真堂(北

美唯一用客語

講道，粵語傳

譯)

客家教

會崇真

堂

本研究小組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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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深度訪談

訪客家福音協會總幹事白牧師(臺東人)

一、《客福簡訊》的編輯方向。

答：從2010年起，我開始協助編輯，內容編輯方向主要是1.主委的話，主委這一期如沒有

重大的宣示，就由本人「總幹事的話」代勞。2.活動報導，這一兩年的活動，如青年讀經背

經比賽、現代詩歌研習會、客語詩經朗讀、全球客家福音大會、香港崇真會週年慶、客家青

年客庄一日遊和頭屋客家兒童夏令營等活動，尤其是10月份舉行的客福40週年慶，都做了

深入報導。3.募款徵信，每月所獲捐款皆列表徵信。本會募捐大致分團體奉獻和個人奉獻，

若逢新成員加入，「新世代收入」也十分可觀。大抵團體和個人奉獻每月一般都在七萬元以

上，今年（2018）年五月「個人奉獻」納入40週年慶奉獻款，竟幾近 27萬，教牧同工和信

徒的信心令人感動。4.心得分享，教內各派同工、信徒、宣教神學院師生，一直以來就國內

外宣教、慶典或歷史典故，寫出不少動人，深入人心的篇章。

二、《客福簡訊》對客家宣教的貢獻。

答：基督教內部有各教派，包括聖潔會、崇真堂、信義會、靈糧堂、浸信會等，透過客家福

音協會的成立，以客家作為連結，將各教派團結在一起，共同為客家宣教努力。《客福簡

訊》讓各教派客家宣教訊息彼此流通分享，是各教派的黏合劑，各教派互通有無的平台，在

這個平台內，每人都是主耶穌門徒，沒有界線，忘了自身所附的教會，歸真返璞，同享原始

基督教的芳醇。

三、《客福簡訊》從出刊到現在的轉型與蛻變。

答：創立之初，從1-20期名為全球客福簡訊，21期開始改為客福簡訊至今，2006年起與客

神院訊合併同時出刊迄今。

四、《客福簡訊》的經營策略、發行通路及營收概況？

答：像公視一樣，不以市場為導向，可自行編輯符合宣教需要的題材及內容，以郵寄 LINE

及email至臺灣及海外各地教會，本刊編排、印製都由信徒捐款支應，因而發行、寄出都是

免費。

五、經營一份刊物的最大困難？

答：稿源的問題，需四處邀稿，向全臺及海外客家教會邀稿。邀稿對象主要是1.各教會牧

師；2.海外教友；3.主委；4.宣教神學院的師生。年輕走在主的道路上做了多少準備，依 

循聖靈而行是否順利，遭遇什麼困難，他們都有很多感觸，寫出來後每人都獲得成長。這是

最可貴的。

訪客家福音協會劉主委(新埔客家人)

一、《客福簡訊》創辦的緣由

答：創辦緣由是1.將客福訊息傳播出去，讓所有人了解基督教信仰，讓世人了解基督

教各教派都是客福簡訊的讀者，都透過客福簡訊宣揚自家教派的理念。各教派呈現基督教的

多元現象，但各教派都是通往主耶穌的道路，可謂殊途而同歸；2.經由《客福簡訊》，讓基

督徒了解客家文化，認識客家文化，知曉客家文化和基督文化還是有甚多相容處，客家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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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惜福，基督徒感謝神的恩典，客家人講孝，聖經也處處提醒世人孝順父母，客家人勤耕雨

讀，基督教也認為人勤勉不懈會得賞識；3.向客家人傳福音，讓客家人了解基督教和客家文

化可以互相交融、印證，促使信徒感受信仰和傳統價值在心裡和諧一塊的喜樂；4.經由《客

福簡訊》連結臺灣與海外客家基督徒訊息。透過尋根之旅，讓信眾了解 172年前瑞典宣教士

韓山明和黎力基前往香港傳教，創建香港巴色會（今崇真會）的歷程，另透過東南亞宣教，

了解印尼、沙巴教會活動情形。

二、《客福簡訊》對客家文化的貢獻

答：1.《客福簡訊》刊登客福出版品，如完美客家人-吳瑞誠、客語聖經、客與新約教材

(2002 年 7月出版)、客語箴言、客家聖歌集(CD)等，客家出版品的出版也表示客福對客家

文化投入相當多的心力；2.報導各地客家教會辦理客家活動，如客家山歌班、客語詩歌班，

成立客家聖樂團巡迴各地演出、創立客家神學院培育客家宣教人才等；3.紀錄大量客家基

督教史料活動紀錄；4.連結臺灣及海外客家基督教徒訊息，譬如組團參加全球客家福音大

會。第五屆屆大會 2017年9月 21-24日在沙巴亞庇舉行，約 900人與會，中國 37位牧者，

台灣則超過 160位牧者同工出席，是歷年來最多人參與。客家福音協會也連結台北崇真堂、

平鎮崇真堂、新社行道會、基隆喜信會等教會，共有 60人組成多個短宣隊，在大會開始的

前後，分別到當地不同教會配搭宣教。

訪客家福音協會余前主委(桃園中壢客家人)

1、 請問客福存在的價值

答：《客福簡訊》對於基督教方面的信仰議題、教會活動、歷史記憶著力甚深，由於寫作者

眾，個人信望愛的情懷也多所發抒，另一方面，它也是客家屬性的雜誌，客家族群的發展、

團結和時代變遷也是它討論的方向。各個教派的作者在《客福簡訊》發表文章，交流屬靈、

作工的經驗，不約而同地把各自教派裡的客家經驗流布出來，基督信仰透過客家水得更有人

情味，客家透過這個雜誌也就更加凝聚，變成信仰和客家，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相互

依存，而《客福簡訊》就是唯一的媒合體。簡而言之，《客福簡訊》的功能就在：1.傳遞客

家福音異象；2.促進客家教會增長；3.傳承客家文化；4.實踐普世宣教使命。

二、創辦《客福簡訊》使命與動機？

答：客福簡訊主要協助報導客家福音協會的客庄宣教活動，使大眾了解基督教傳播福音的訊

息，提供基督教的內涵，並傳承客家文化。該刊以基督教的角度，關懷客家族群，不僅是客

家教會之間溝通的橋樑，還是客家教會與跨國客家教會的窗口。本刊創刊至今40年，基於

對客家的關心，本刊與東南亞的互動遠甚於對歐美的交流。政府一向重歐美輕東南亞，現在

政府提倡南向，殊不知本刊也不知南向幾十年了。客家福音協會所屬客家聖樂團持續向印尼、

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客家教會推廣創新客家聖歌，宣教或互訪的行動更多。事實上，創辦

《客福簡訊》時就知道，客家和信仰是本會行動的雙輪、雙軌。雙輪易行，雙軌易達，現在

本會和東南亞鄉親在信仰、鄉誼上的交集越來越大，發展性還很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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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福簡訊》讀者鍾小姐(高雄美濃客家人)

一、依你的觀察，《客福簡訊》最精彩的地方在哪？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

答:《客福簡訊》內容多有引人注目的篇章，譬如：原來，基督教和客家文化以及客家

鄉親有深厚、獨特的聯結。客語聖經、客語詩歌、客家教會、客語崇拜……。一般宗教，

似乎沒能看到和《客家》的聯結。

又如，記錄外國宣教士在大陸、臺灣投入的心血：建立客家教會、編訂客家字典，以及

給客家鄉親的關愛與幫助，這些都讓我們了解到~宣教士對客家宣教的影響力。

最精彩的部份是：客福、客神或一些教會組成《福音隊》到臺灣各客家鄉鎮、大陸客家

原鄉，或印尼、馬來西亞，回來後寫下的一篇篇見證文，讓我們了解海內外客家骨肉之

親的生活面貌、動態、環境、文化，以及對他們的關懷與祝福。

《客福簡訊》豐富且真實的報導內容，凝聚了客家骨肉之親的感情，所以，《客福簡

訊》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二、你如何看待《客福簡訊》？是否有存在的價值？

答：《客福簡訊》有各地《敬祖大典》的報導，有鼓勵每個家庭做【歷代祖先世系表】

等，都有推崇《飲水思源》、鼓勵實踐孝道的寶貴價值。

另推動《客語詩歌創作》、舉辦《客語聖經朗讀比賽》……等系列活動的報導，讓我們

對客語、客家文化的傳承，仍然具有信心，也感受到《客家人》的活力和盼望。所以，

《客福簡訊》確實有其存在的價值的。

三、請問您對雜誌有什麼看法及建議？

答：我認為從《客福簡訊》期刊中對於客家文化的報導與基督教價值的推廣，看的出編者群

的堅定信仰與對於推廣客家文化的決心。我建議《客福簡訊》內容能做到更多元性，若作為

一個讀者的角度而言，我認為文章來源的多元性亦為一項重點要素，例如多報導與非基督教

客家文化團體的交流，而非僅侷限於客家基督教團體的內容。客家和基督信仰既然在《客福

簡訊》上做了某種程度的契合，還可以再進一步。在信仰和祭祖上，基督教顯然和客家還是

有所區隔，但在歌唱上可以有更好的合作，《客福簡訊》可以促成客家福音協會加入竹東山

歌比賽和桃園全國客家流行歌曲大賽的陣容，剛開始時，協調該兩大賽開闢聖歌比賽項目，

當聖詩、聖歌的旋律和歌聲在傳統、現代客謠邊迴蕩開來，基督教的宣教又邁進了一大步。

訪問讀者蕭小姐(屏東原住民，屏東縣新園鄉瓦窯國小老師)

一、《客福簡訊》最精彩的地方在哪？

答:我認為「客福簡訊」最精彩之處，是能自然地將客家文化與基督信仰做非常生活化的結

合，讓每個想更深的認識客家文化的讀者，能以這份信仰的角度去探討文化中意義，並能將

其導向極為有盼望與愛的論點。再說，《客福簡訊》內容豐富多彩，以信仰的角度探討客家

歷史中常被遺忘的細節與內容，同時提出一些對神學信仰的看法，促成客家社會省思。接觸

《客福簡訊》以前，總認為基督教本位主義很強，對任何族群概念都格格不入，初識這本簡

訊是客家和基督信仰並存的雜誌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讀了若干篇章，發覺它雖然還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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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的高度，但已開始包容客家，對客家傳統信仰，如義民、佛菩薩或祭祖，會加以討論，

對客家傳統文化，如山歌、採茶戲，會採取親近的態度，如余慶榮牧師就曾很巧妙地把山歌

場合轉換成詩歌的場景，既不傷客家，又宣了教，看了精神特爽。在許多事務尖銳對立的台

灣，凡事平和、巧妙解決，是大家特別期望的，《客福簡訊》讀來總讓人心平氣和，這應該

是它最精彩之處吧。

二、《客福簡訊》做為一個客家刊物，其存在的價值？

在此刊物中，最令人難能可貴的是將現今極為珍貴的客家文化，以基督信仰的視野將其更多

元的呈現，而又以基督「愛」的方式去敘述客家文化的人事物，讓此刊物增貼了許多的溫暖，

讓讀者不只是增添客家文化的涵養，而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應著上帝愛自由的在此發展，讀

者能有更深的領悟，並且帶著這份愛回歸到各自的生活，以「愛」方式去體驗去面對各種不

同的問題，因而讓社會變得更正向且充滿無限的盼望，我想這就是此刊物無能能取代的價值。

三、對《客福簡訊》的看法及建議？

希望能有更多元的客家文化能多加挖掘，並能結合各個年齡層能夠體會的事件與涵養加以用

基督文化更多的發想，讓此刊物針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齡層，都有足夠的連結與運用。

（上面兩行看不太懂，建議刪除）

《客福簡訊》顯然以信仰為體，客家為用，主體既明，《客福簡訊》不妨站在教會方對客家

文化或習俗的缺失提出批評，用新的價值改造客家。客家人崇尚節儉，鄉親行事上常顯露慳

吝，貪小便宜，閃躲公益的毛病。基督教有「十一奉獻」的儀禮，稍加凝聚，力量就很大，

足以讓客家人省思。當然，雜誌方也可以舉出客家文化的優點加以宣說，藉以提振客家人的

信心。

深度訪談-讀者陳小姐(新北市中和客家人，高中)

一、客福簡訊精彩之處在那裡?

答：能以基督教的角度看待客家文化，賦予客家多元的面貌及其更多的可看性。而精彩之

處在於能以故事引導出客家與基督教文化的結合，使讀者能更深入了解其文化的內涵與重

要性。此外，本誌傳揚基督教傳統信念「信望愛」不遺餘力，世俗刊物充斥八卦、鬥爭、

訛詐和抹黑，與之相對應的，《客福簡訊》的清新、堅貞是常人最好的心靈慰藉。

二、客福簡訊存在的價值在那裡?

答：同時將客家文化與基督文化融合，能吸引基督徒們閱讀此刊物，並從中了解客家文化

之內涵；反之，客家子弟也能藉由閱讀刊物從中吸取基督文化之精髓。此刊物結合兩文化

之精華，這也是其新穎之處，再藉由故事引導，使讀者更加了解兩文化的內容。這是其他

刊物無可取代之處，也是「客福」其價值所在。

三、與其他刊物不同的地方。

答：能同時知曉基督教文化與客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以及兩文化融合後創造的新奇火花。

《客福簡訊》是宗教、族群兼容的刊物，隨著客家宣教的腳步，邁向族群融洽，宗教情境

更寬容的境地，作為一位讀者，和《客福簡訊》一起成長，一起開闊視野和胸襟，會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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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人生新頁的感受 。

四、對客福簡訊的看法為何?

答：創造更多元的客家面貌，挖掘基督世界中的客家文化之精彩處。《客福簡訊》一方面

傳揚主耶穌的道，一方面也關心客家，客家是族群，既然碰觸了族群，雜誌的思路自然比

一般宗教刊物寬廣，許多文章碰觸到客家族群裡頭的信仰、風俗習慣，如義民爺、清明節、

七七法會都在討論之列。以基督教的價值觀，《客福簡訊》當然不會貿然全面接受客家文

化，如對客家卦紙「祭儀」，對「祭」有所保留，但尊重、欣賞「儀」的人文價值，還是

相當讓人鼓舞。

附錄四、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福音產品

產品名稱 備註

客語箴言(四縣) CD

飛行屋 VCD(客語發音)

真正的自由(海陸)VC D

客家詩歌集(54首詩歌本)

客語詩歌集 CD珍藏版

茶園中的橄欖 VCD(四縣)

傳奇家族在南庄DVD

傳奇家族在南庄書本

客語福音歌謠 1~3集 VCD

我出世做客家人CD

不同凡響的頌讚(客語CD)

不同凡響(客語詩歌/國語歌譜)

主耶穌(客語CD)

主耶穌(客語詩歌/國語歌譜)

本研究小組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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