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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總幹事｜于厚恩牧師｜

越事奉越甘甜的祕訣

以
弗所書三章1節：「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

囚的，替你們祈禱」，使徒保羅要為以弗所的信徒禱告時，強調他身

為代禱者當時的處境，保羅強調說：「他是基督耶穌的囚犯」；「『基督耶

穌的』的囚犯」在文法上可以理解為「他作囚犯是『為了耶穌基督』」。意

思是保羅是為了信仰的緣故而被關在監獄裡，但無論如何，保羅一生的目標

都是「為了基督」──為了榮耀基督！因此，我們也需要仔細檢視：我們是

否在神所給我們的各種身分或處境上榮耀神呢？

最近，遠東福音會因為土地面臨過戶的問題而需3000萬台幣，面對這突

如其來的經濟壓力，想要榮耀神，談何容易！但神的話總是提醒我，即使處

在「類囚禁（經濟壓力）」的狀態，仍要記得要榮耀基督！因此，對於自己

脾氣的抑制、說話語氣的控制、待人接物等等，都應要想到「不要讓基督耶

穌丟臉」，畢竟信仰的成熟度是藉著困難度才得以顯出其真實。光這一點就

值得事奉者喜樂，原來在困難裡，我得以看見自己生命真實的狀態，進而向

神認罪與悔改；也在困難的狀態裡，看出誰是真正愛神、愛遠東，樂意幫助

我們與為我們禱告的同工或夥伴。

接著，在以弗所書三章2節說到：「你們曾聽見上帝賜恩給我，將關切

你們的職分託付我」。在這裡，保羅認為能「受託服務人與關切人」是神的

恩典，是神的恩典讓保羅有可以關心人的服事。保羅「恩典的服事觀」令我

驚訝！一般人通常以為「可以去關心人」是神藉我們給對方的恩典，但保羅

會說，這句話不完全對；因為你我可以去關心別人，也是神給你我的恩典！

當我們認真安靜的思想，的確，我們可以給、可以服事、可以參與、可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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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03-04 月感恩與代禱

◢	感謝神，遠東福音會除了以短波、中波的方式廣播外，更將網路傳播媒介

的使用可能予以最大化，包含網路廣播之頻道的設置等等，以下是透過網

路收聽的各個管道(您可透過QR Code掃描後進入)：

◢	為了讓台灣教會了解遠東福音會每天所製播的節目數量與品質，並藉著遠

東福音會台灣錄音辦公室的節目得幫助，我們特別使用LINE的平台來為

弟兄姊妹傳送節目。台灣固定加入「LINE遠東福音會」收聽節目，已超

過8100人：從2016年1月1日開始的微廣播節目，除了少數節目繼續保持

以「視訊方式」播出外，微廣播的節目也全面以「聲訊形式」，置放於遠

東福音會的網站上。現每日可聆聽我們所製播的10個節目外，也聆賞到

訪，這難道不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嗎？你比較希望「去探訪別人」或是「成

為一位病人被探訪」呢？

我們要珍惜能夠關心人與服務人，這是神給我們的恩典。有些弟兄姊妹

在承擔教會服事時會說：「我在教會做義工、參與短宣、上山下海，那麼辛

苦；教會傳道人領薪水，服事參與還沒有我多！」但另外有一些弟兄姊妹會

說：「感謝神讓我有好的工作，可以請年假，利用年假做義工、參與短宣、

上山下海，實在好幸福，因為我請年假服事期間，公司還會付我薪水；我感

謝神的恩典讓我有機會也可以參與全職傳道人或宣教士在做的事。」弟兄姊

妹，你我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呢？但願你我都能常常以上帝恩典的角度，

來看待自己在事奉上的勞苦之處，服事是對神表達感恩的方式；唯有如此，

我們才有可能越事奉越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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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5個微廣播節目，為此感恩！

◢	遠東福音會除了透過廣播及多元媒體傳播福音之外，我們本身也結合了其

他福音夥伴，來推展各面向的福音工作。為因應新媒體的福音傳播形式，

我們結合台灣醒報一起開辦「新媒體宣教學院」；以期為新一代的福音廣

播人作栽培的工作。遠東也收了兩位全修實習生，於每週二到週四於遠東

實習，兩位實習生已於2月底結業，3月起另一實習生開始進入遠東接受

裝備與訓練。請為新的實習生的受訓與學習代禱。

◢ 1月初接獲協同會差會關於本會土地移轉事宜之來信，接著福音大樓的四

個單位一起開會共商因應之道（華神、美國學校、協同會聯會及遠東福音

會）；會議中得知大部分土地持份之準所有權單位，傾向不再用「變更地

目（改為社教用地）以免繳土地增值稅」之方式來處理。估計我們於近期

須繳交約3000萬台幣的土地增值稅。面對此額外的龐大需要，我們需要

您與我們一起禱告，求神開路，一齊經歷神的作為！

◢	請為我們的廣播電費及過去場地使用費借款之還款代禱。廣播電費未付費

用為：新台幣800,048元，場地使用費之借款尚欠新台幣3,236,832元。



4

啟航課程、良友學院 裝備年輕信徒

  增加直播時段 拉近聽眾距離

一
直以來，廣播都與收音機相連。但自從網路出現，收聽廣播的途徑就

有了革命性的改變。繼智慧手機及社交媒體應用程式的普及後，收聽

廣播的途徑更是百花齊放。以本會向內地的褔音廣播為例，透過網站收聽

節目已是主流，但在過去一年，使用手機版網站收聽節目比例明顯上升。叧

一方面，透過良友電台「同行頻道」

（串流廣播）收聽的時數亦有增加，比

對2017年的1月和11月，增長超過一倍

（達44 ,000多小時）！

傳統信件近年來持續下降，以本會為例，傳統信件僅佔每月7000個回應

的百分之五。電郵的使用近年來一直佔榜首，但已日漸被網上留言、評論，

以及短訊所追上。此外，因著鼓勵聽眾與電台同工的互動，聽眾來電每月亦

超過300通。當然，隨著中港台三地的交通愈趨方便，同工與聽眾的互相訪

問和面對面的交流，也日益頻繁。

收聽途徑

回應方式

増編輯部整理



www.feearadio.net 5

啟航課程、良友學院 裝備年輕信徒

  增加直播時段 拉近聽眾距離

本會在節目時間表的節目近60個，涵蓋褔音預工、佈道、栽培、輔導

和訓練工人的各範疇。形式則包括音樂、研經、講道、戲劇等。對象更從兒

童、青年、婦女及長者、家庭以至殘疾人等。哪些節目較受聽眾的歡迎？以

本會在微信上的節目為例，首五個最受迎的節目如下：1.《真道分解》（研

經節目） 2.《曠野嗎哪》（靈修節目） 3.《擁抱每一天》（雜誌式福音節

目）4.《空中輔導》（輔導和成長節目） 5. 《與神同行》（講道節目）。

良友聖經學院為鼓勵更多年輕信

徒修讀聖經課程，革新原來的「基礎

課程」，並推出「啟航課程」。同

時，在1月起推出「良友學院」手機

應用桯式，可收聽良友聖經學院三套課程（啟航、本科、進深文憑課程）的

節目、特輯和《良院專區》。除收聽聲檔外，更可閱讀講義和每週精選的文

章。歡迎在App Store或GoogIe Play搜索「良友學院」下載使用，並推廣給更

多內地的弟兄姊妹。

過去數月，內地的廣播大致正常，為了加強對山東、江蘇和浙江一帶沿

海省份的廣播，本會自去年10月底起在中波益友一台，每天增加了半小時

的直播節目《零點凡星》，拉近與聽眾的距離。此外，《獻上今天》也從每

週三天增至五天的直播，新推出的《這個生命棒棒噠》福音節目，反應也可

喜。請為本會節目的製作及效果代禱，願更多聽眾因著神的話得著祝福和建

造。

節目內容

増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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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8年元旦開始，一個鼓勵信徒更多為中國教會及中國社會禱告的應

用程式啟航──「禱伴同行」App每天發放為中國和聽眾禱告的事項，並載

有各省市及少數民族的資料，讓信徒更多了解中國的現況。

我們盼望能匯聚更多的禱告夥伴，同心合意的為神所愛和關顧的中國禱

告，更以禱告托住遠東廣播的服事。誠摯邀請你作我們禱告的夥伴，一起

在服事中國的路上，繼續同行。如果你有感動更多的為中國禱告，可於App 

Store (iOS)及Google Play (Android)下載這個「禱伴同行」App，讓我們經歷

父神恩典，同心禱告，無論在哪裡，願神國度彰顯！藉手機平台，串聯更多

禱告夥伴為中國祈禱！

増 「禱伴同行」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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増本會同工◎金姵君

我
是金姵君，據母親的描述，我是一個挺特別的孩子，出生的時候並沒

有哭，因為我當時正在睡覺，似乎還沒意識到已經來到這個世界了。

雖然還不會說話，但不知為什麼總是笑笑的。稍微長大一點就笑得更開心

了，在童年的相冊裡幾乎都是我開心的笑容。我是家中的獨生女，所以家人

的愛與專注都在我身上。

進入教會

我八歲的時候，外公在開車時因為心肌梗塞送到醫院，等到我們到了醫

院，外公已經去世了。這對我的母親是很大的打擊，也促使她帶著我開始去

找教會，最後我們在台北的一間教會接受慕道班的課程，並在2002年我九歲

的時候，和父母一起在教會受洗。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說「我願意」的

開心，因為我知道外公會去哪裡了，媽媽也不會傷心了，而且父親也會和我

們一起，我們會永遠在一起，永遠不分開。

單純仰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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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的生活

受洗後，我和母親就穩定在教會聚會，但不知道為什麼父親卻不想去，

後來我發現父母的關係惡化了，有時候晚上我要睡覺時，還會聽到父親很大

聲的在對媽媽說話。十歲的某一天，在我上學的時候，父親決定要和媽媽離

婚，並且很快地就辦好了手續，要媽媽和我在3個月內搬家，於是過不久母

親就帶著我離開了原本的家。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感謝神，詩篇一四六

篇9節說到：「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媽媽的大姊剛好有

空的房子，願意收留我們居住，所以媽媽就帶著我投靠大阿姨，並且也到附

近的教會聚會，在陌生的地方開始母女兩個人寄居的生活。

神的憐憫

搬到鄉下之後，我一開始其實沒有很在意跟父親分開的事情，我以為這

是暫時的，很快我們又會在一起的！直到我上了國中，父親帶著他的妻子要

來學校找我，我才真正意識到，我是單親家庭，我沒有父親。負面的情緒開

始在我的心裡發芽，我不喜歡父親、不喜歡讀書，也不想和別人說話，甚至

對母親也是一樣。我變得沒有自信，也不愛笑了。國中三年因為自己的叛逆

和心裡的糾結，我完全沒有用心在課業上，理所當然地，國中考高中的成績

非常的糟糕，公立學校一間也報不上。但是感謝神終於有一間私立的學校可

以讓我進去，但學費很貴，加重了家裡的經濟壓力。我這時也才發現自己闖

的禍，不僅浪費了三年的時間，也連累了我的母親。於是進了高中之後，我

終於專注在學業上。詩篇十九篇7節：「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雖然我不是很會念書，但憑著神的

幫助，在班上維持前三名的成績，而高中三年的成績也幫助我順利的考上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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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預備

神藉由學業恢復了我的信心，但在我心中一直有個結，那就是有關父親

的事情。進入大學後，因為社團的活動與教會的服事，神讓我走出了自己的

世界，並開始與他人分享我的故事，我才發現其實神早已經回應我的禱告，

只是沒有按我所想的方式。小的時候我不明白為什麼明明我們家都得救了，

卻還會離婚呢？長大之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心早就不在家裡了，只不過

在受洗後他想要離開的心變得更加的強烈，神早已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祂先救了我的母親然後是我，以至於事情發生之後，更加堅定了母親對

神的信仰，也在無形中影響了我，讓我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就如哥林多前書

二章9節所說的：「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

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為我預備的，遠比我的腦袋瓜想的還要更長

遠、更深、更好。

如果時光可以到流，回到我剛受洗的時候，我會對那時手中拿著第一本

聖經在講台上與家人拍照的我說：「保持妳對神單純的心，就算之後遇到難

過的事情，沒關係，保持微笑，因為妳有一位愛妳的天父，終究妳會明白，

神已經為妳預備好了，記得不要離開祂，要永遠在一起不分開。」

以聲音服事主

如今，感謝神的帶領，讓我進入遠東福音會的節目部，目前在《齊來頌

揚》的欄目〈心歌心曲〉主持。盼望自己緊緊抓住神的應許，見證祂如黃金

般閃耀的恩典，並在祂懷裡享受靈裡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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増本會同工◎章主恩

一個基督徒菜市場名字

主
恩，一個走訪兩、三間教會就會看

到的菜市場名字，一個唱兩、三首

詩歌就會被提到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

這個名字讓我從小就對於自己基督徒

的身分有所思考，因為別人在認識我的時

候已經假定我是個基督徒了，而對於我自

己來說，我其實也很自然地要「表演」像

個基督徒的樣子，而且，事實上我還扮演

得不錯，國中、國小時期，大家都認定我

就是一個基督徒。

誠實面對上帝，承認自己需要主

有一次在國中班上，男同學們正在傳閱色情漫畫，正要傳到我面前時，

這時候有一位同學衝上前來為我解圍，他說：「你們不要傳這種東西給主恩

啦！因為他是個聖人。」這句話不說則已，一說出來我整個人都愣住了！因

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被別人認為是一個「聖人」，我頂多認為自己是個

很不錯的基督徒，卻從不敢說自己是「聖人」，但同學無心的一句話卻讓聖

靈開始提醒我面對自己內心的罪惡，因為雖然我在人面前可以表現得很好、

很乖、很聖潔，其實我的內心卻是污穢不堪的，情慾、驕傲、貪婪不過是被

新兵報到
    心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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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隱藏了，卻仍會在人們看不到的時候出來肆虐。

我發現這些內心的罪惡與慾望是我無法對付的，我真需要有主在我生命

中。感謝主！藉著教會、學校團契、父母，讓我一天比一天更認識主，在高

一那年的寒假我決志成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踏上廣播這條路

大學時，我進入了我最想就讀的政大傳播學院，讀傳播，就是希望用上

帝給我的恩賜來分享上帝的救恩，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也嘗試了很多不同的

媒體，最終發現自己仍然是對「聲音」情有獨鍾。

大二時，上帝奇妙地安排一位基督徒資深廣播老師胡效華與我相遇，效

華老師教導我播音，同時也推薦我到遠東福音會工讀。

爾後，約莫有兩年的時間我固定地在遠東學習廣播，我很感謝神！因為

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越學習廣播，我就越發現上帝使用過去的經驗裝

備我，父母讓我聽相聲、在教會學校經常演出戲劇、與一群同道合的朋友玩

音樂，這都不是偶然，乃是神一點一滴地將我指引到福音廣播的過程。

現在的我，還沒有信心說福音廣播是我的畢生志業，但是我相信這是神

在我初出社會的階段為我預備最美好的起步方向。

薪火相傳，心火相傳

去年十二月服完兵役，今年一月我便正式加入遠東福音會的節目部。目

前我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籌畫製播新的廣播節目以及配搭其他主持人的節

目。我很感謝主，讓我與同梯的姵君（另一位遠東新同工）可以接受完整的

訓練，從播音、企劃、製作到深入了解每位主持人的工作，這樣的訓練真的

讓我感受到薪火相傳，不只是技巧的傳承，更是前輩們愛主的心志，也傳遞

給我們新一代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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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期結束後，我會接下一個以敬拜為主軸的節目，在當中負責統籌以

及帶領敬拜；也希望能製播一個自己的新節目，懇請弟兄姊妹為我代禱，求

主賞賜從祂而來的創意與智慧給我們每一位主持人，可以製作榮神益人的節

目。

蒙召原是為此

成為福音廣播的一員，是神莫大的恩典，然而我也漸漸發現，出社會確

實有很多新的挑戰是我過去學生時期從未想過的。求主幫助我在面對未來

的道路上堅定地行走天路，不辱、不忘、不負神給遠東福音會的恩召，藉廣

播、傳基督、到地極。

【我愛傳講主福音】

我愛傳講主福音，傳講老舊的福音

傳講耶穌愛罪人，傳講耶穌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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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24歲，生活在沒有信主的家庭，與家人關係不好，內心非常

恨父母和討厭哥嫂。小時候，他們的打罵、重男輕女的思想，使我沒有感恩

的心。今天我媽打電話告訴我，哥的女兒過生日，要我包紅包，當時我心裡

特別反感，也拒絕了媽的要求。這幾天，我就想到經文說：施比受更為有

福，可是我卻覺得好難。想到神為我這個罪人死，又感覺好羞愧。嫂子也特

別愛說我的不好，從來沒有看到我對她的好。我做不到愛不可愛的人。」

（Cassie 姊妹）

代禱：求主讓姊妹能放下對家人的怨恨，在主的話語上學習，願主的話語成

為她的安慰和幫助，除去內心的矛盾心理，學習饒恕家人對她的傷害。

「我現在的狀態不太好，心裡常責備、埋怨和嫌棄自己，老是覺得自己

很糟糕，但又會轉念想，是自己不好，還埋怨神造的不好？我還沒有找到屬

靈的同伴，雖然教會裡相熟的姊妹不少，有同校的學姊，但是在平時沒事不

會聯繫。我之前總是會找她們吃飯、聊天，但是她們都拿我當小妹妹。我現

心中怨懟

初信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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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算是初信者，總是滿腦子的疑惑，滿心的好奇，甚麼都不懂的感覺也不

太好。」（曹姊妹）

代禱：為初信的曹姊妹禱告，求主為她預備屬靈的同伴，能互相扶持，一同

追求靈命成長，在主愛中看見自己受造的可愛，學習以神的眼光看待自己，

脫離自卑的網羅。

「大學畢業沒有考上研究生，就面試去縣裡的小銀行工作，但是還是有

感動藉著考研究所提升自己，於是辭了銀行的工作，準備二戰考研究所。在

準備的七、八個月裡，遇到了很多困難：母親住院，妹妹也查出來有問題，

一直吃藥。我的學業也面臨很大的挑戰，我是跨專業，所以壓力比較大，也

要一直在家照顧家人，一度想放棄考試，覺得沒有甚麼希望，很消沉。但感

謝神，聽了電台節目，藉著禱告，我又重新剛強起來，讓我堅定了前方服事

的道路，感謝有神的陪伴。」（喬姊妹）

代禱：感恩喬姊妹在困難中倚靠主，在禱告中得力，從艱難中看到光明，求

主幫助她有力量照顧家人和面對考試。

「我自從25歲便開始為我的婚姻禱告，今年都30歲了，我還是一個人，

大齡剩女。別人異樣的眼光，心裡壓力很大，很恐慌。今年禱告也失去了信

心，為了遵守嫁個基督徒的原則，拒絕了很多非基督徒的約會。現在年紀這

麼大了，我成了別人眼裡的笑話，神是真實的嗎？可在婚姻這件事上，我好

像是被遺忘的，我還要堅持下去嗎？」（飛飛姊妹）

代禱：為飛飛姊妹禱告，求主安慰姊妹的心，賜她勇氣、無懼別人的眼光，

明白婚姻的真義，幫助她能擴展眼光面對生活，建立自信和發展更多的興

趣。求主堅固她的心，除去她心理恐慌，在等待中，讓她依然不失去信心。

感謝有神

異樣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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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1~02月收支及累積結餘表

場地使用費之借款
本期結欠

●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尚未支付之廣播電費
經費不足

本地奉獻
協同會奉獻
國外奉獻
宣教奉獻
其他奉獻

NT$2,025,230 
NT$24,012 

NT$711,155 
NT$37,000 

NT$2,186 

NT$3,236,832
-NT$659,851

NT$2,799,583 NT$3,459,434 

NT$800,048 
NT$4,696,731

　　如需實體愛心碼貼紙，請致電本會索取，謝謝！
　　遠東福音會申請了電子發票愛心碼，邀請您一同響應，以更簡單的方式捐發票贈
愛心，同時也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

　　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只要在結帳前告訴店員：「我要捐發票」，經店員刷取愛心
碼後，即可完成捐贈！若您忘記帶條碼，以口述愛心碼的方式，將愛心碼「316」報
給店員亦能完成捐贈。

    除了在實體店家的消費，於網路購物平台或商店消費時，只要在操作結帳頁面，點
選捐贈電子發票，並於受贈單位輸入本會的愛心碼「316」，同樣能完成捐贈。

＊愛心碼「316」（記法：約翰福音3章16節）

同工生活費
節目製作費
文具印刷費
推廣差旅費
宣教專款
同工培訓
設備費用
雜支
廣播電費

NT$2,764,436 
NT$196,350 

NT$30,660 
NT$83,072 
NT$35,024 
NT$34,800 

NT$7,934 
NT$133,461 
NT$173,697 

司帳：蔡純安收  入 支  出

財務

奉獻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遠東福音會 
帳號：14829972

請至遠東福音會網站：http://www.feearadio.net

帳號：118-10-009660-0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遠東福音會 
華南商業銀行-公館分行

填寫遠東福音會信用卡專用奉獻單 
傳真至02-2368-7157

方式
◎ATM匯款◎

◎線上奉獻◎

◎郵政劃撥◎

◎信用卡◎

報告



中華郵政台北誌第366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8664號

會址 10089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40巷16號5樓

電話 02-2365-2643　傳真 02-2368-7157

網址 www.feearadio.net   E-mail febcpro@febc.org.tw

遠東福音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