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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網站做連結，歡迎弟兄姊妹瀏覽並下載本會創作
的詩歌、聖經課程、廣播劇、節目內容。同時也可以透
過線上奉獻來關心支持本會的廣播事工以及將福音廣傳
中國的心志，是既安全又方便的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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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總幹事｜于厚恩牧師｜

耶和華的聲音
          在眾水之上

詩篇二十九篇為一「首尾呼應」的詩篇，結構如下：

  A 二十九 1-2 節：讚美神的王權

    X 二十九 3-9 節：神榮耀的聲音

  A’ 二十九 10-11 節：讚美神的王權

這篇詩篇的首尾都是「頌讚神的王權」，中間則是以「神的聲音」為描

繪的主題。在作者所處的時代，很可能社會瀰漫著「崇拜巴力」的氛圍；巴

力是迦南地的風雨神，被視為掌管諸生物繁殖的主宰，人們透過行淫的方式

來崇拜巴力，因為他們認為可藉此控制大自然的生產力。

人們可能因著農業上「雨水的需要」而崇拜巴力，並透過巴力的先知來

領受神諭。所以，詩篇二十九篇的作者才以第 3 節來提醒百姓：「耶和華的

聲音發在水上，榮耀的神打雷；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意思是巴力雖然

掌管眾水、大水，但耶和華的聲音是在眾水「之上」，耶和華打雷也是在大

水「之上」。

這篇詩篇對於當時渴望聆聽巴力神諭的百姓來說，可說是當頭棒喝；在

屬神子民的心中，「神之聲音」的地位應該高於「屬世各式聲音」，甚至

「神的聲音」應該是屬神子民作為「判斷世界各式聲音的標準」。

感謝神！從 1949 年至今，遠東福音會一直傳播著神的聲音，並以神的

聲音來做為「幫助聽眾判斷屬世各式聲音與潮流」的標準。這些年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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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09-10 月感恩與代禱

1. 本會10月1日起聘任裴健智傳道擔任訓練性節目總監，負責良友聖經學院

的課程安排與製播，願神加添他能力與智慧，能完成所託，使神的教會蒙

受益處。

2. 本會10月19日將於會內舉行年度退修會，為此聚會能針對明年電台主題集

思廣益代禱。

3. 本會10月13日與環球聖經公會合辦「于厚恩牧師聖經講座──庶民神學

下之小人物的故事與啟示」，將就聖經中的小人物，來思想生活與事奉的

諸多要訣；地點在懷恩堂樂民館，時間是上午9點到下午3點，不需任何費

用。也盼您在禱告中記念這聚會，願神得榮耀，教會得造就。

4. 為因應新媒體的福音傳播形式，我們結合門訓、聯合差傳、台灣醒報與IC

電台一起開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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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陸續共收了三位全修實習生，每週二到週四在遠東實

習，其中兩位實習生也已於今年9月實習結束並畢業。願神賜福這三位曾

在遠東實習的弟兄姊妹，能在所到之處，善用媒體，傳播福音。

5. 台灣固定加入「LINE遠東福音會」收聽節目，已超過9000人，除了少數

界的敬拜之風有著某種趨勢，有越多的年輕朋友願意投入帶領敬拜的事奉，

但畢竟教會內的敬拜不同於「中國好聲音」式的歌唱競賽，如何了解趨勢、

欣賞優勢、補足劣勢是我們以聲音來服事聽眾的方式。

這個月，我們除了每日帶狀節目的製播之外，也特別邀請美國音樂學院

音樂藝術博士，也是敬拜禮儀方面的博士生指導教授馬汀博士，主講了六課

《敬拜禮儀學》，邀請您上網聆聽，或傳給相關的弟兄姊妹；盼你我能發揮

小小影響力，讓我們的敬拜更加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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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掃描QR Code
進入線上奉獻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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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使用我們每日所製播的10個節目

及另外15個微廣播節目。

6. 遠東福音會2018年10月上學期再度與中華福音神學院合作，在《佈道概

論》這門課中，讓華神神學生能陸續到遠東錄製生命改變的故事，每個故

事皆有長版本（30分鐘）與短版本（5分鐘/因應新媒體收聽趨勢）。願這

些準傳道者的見證也能藉著多媒體的傳播管道，得以領人歸主，並能藉此

認識遠東福音會的事工。

7. 本會除以新媒體方式傳播福音外，也仍採取以短波及中波的方式向中國廣

播，每月所需之國際廣播電費約10萬元台幣，現仍積欠約半年的廣播電費

尚未繳清，請為此經費的需要代禱。

8. 本會過去為繳清場地使用費的欠款，向香港遠東借款100萬港幣，並依約

每年償還香港遠東50萬台幣，請為今年的場地使用費50萬台幣的還款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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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福音神學院老師/周學信

聆 聽

我們很在意講話的人，喜歡人會講話，很多時候我們對講話者有些要

求，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有沒有學會聽懂講話者所要表達的意

思。我們常常過於強調「說」的重要性，卻忽略了「聆聽」的重要性。

舊約割禮的記號
學者們對於行割禮有不同的看法，行割禮是立約的記號，但在改革宗神

學裡等同於嬰兒洗禮，可以說是新約的記號，行割禮在以色列的傳統當中，

一開始是在創世記十七章1-2及9-10節，神跟99歲的亞伯拉罕立約，祂向亞伯

拉罕顯現，創世記十七章1節︰「亞伯蘭年99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

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創世記十七章2節︰「我

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神期待跟亞伯拉罕立約，是在亞伯拉

罕99歲時，在創世記十七章9-10節又提到：「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

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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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神透過行割禮跟以色列、亞伯

拉罕立約，神選擇割禮來表達祂跟以色列特別的關係，以色列應該要分別出

來，跟其他族群不一樣。立約是透過行割禮來表達他們是分別為聖、是屬神

管理的一群人，神用行割禮來表達祂跟以色列有特別的關係。

在舊約裡，行割禮慢慢轉變成不只是身體的概念，也轉成行為的獨特

性，例如：申命記十章16節︰「所以你們要將心裡的污穢除掉，不可再硬著

頸項。」申命記三十章6節︰「耶和華你神必將你心裡和你後裔心裡的污穢

除掉，好叫你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的

神，使你可以存活。」本來透過身體

的記號，來表達以色列跟神特別的

關係，後面慢慢發展出重視行為的獨

特性，如同經文所說的，把心裡的污

穢除掉，要把自己奉獻給神，如同申

命記所教導的，後來行割禮不是族群

的認同，而是表達順服神及愛神的關

係。保羅也有此教導，在羅馬書二章25-29節︰「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禮固然

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所以那未受割禮的，若

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割禮嗎？而且那本來未受割

禮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文和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

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文和割禮竟犯律法的人嗎？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

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惟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

人；真割禮也是心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

乃是從神來的。」因此，真割禮就是順服神的律法──從外在肉體轉變成內

心改變，願意來到神面前，將自己分別出來奉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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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割禮的記號
到了新約，割禮轉變成行耳朵的割禮，以西結書十二章2節︰「人子啊，

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們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見，因為他們是悖逆之

家。」我們有兩個耳朵，不代表我們能真正領受及聆聽神的話語，先知耶利

米說：「愚昧無知的百姓啊，你們有眼不看，有耳不聽，現在當聽這話。」

到了耶利米書六章10節：「現在我可以向誰說話作見證，使他們聽呢？他們

的耳朵未受割禮，不能聽見。看哪！耶和華的話，他們以為羞辱，不以為喜

悅。」先知提醒我們：那些對神話語阻擋的、未能開放及未能聆聽的人，就

是耳朵未受割禮的人，耶穌也如同先知所強調的，要我們好好聆聽神的話。

馬太福音十一章15節：「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經文的背景談到撒

種的比喻──四種領受神話語不同

的方式：前面的三種，就是種子撒

在路旁的、撒在石頭地上的、撒在

荊棘裡的，從經文可知，耶穌一再

強調聆聽的重要性，祂強烈的呼籲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耶穌所教

導的跟先知的教導有呼應，可以看

出聖經一致的教導。

最早為主殉道的司提反，在公會的人面前，他再次提到屬靈的耳聾，是

未受割禮的關係，使徒行傳七章51節：「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

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司提反指耳朵未割

禮的人，就是對神話語的不開放，這是司提反對他們的提醒。若耳朵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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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不敞開；反之，心不開放，耳朵也不會開放。撒迦利亞書七章11節：

「他們卻不肯聽從，扭轉肩頭，塞耳不聽。」我們的心跟耳朵的關係是密切

的。

因此，耳朵跟割禮的關係，就像前文所說，行割禮就是一種分別：把自

己奉獻給神，同時內心要順服。耳朵要聆聽神的話語，聆聽世界的需要。

如何在生活中操練好的聆聽呢？

在潘霍華的《團契生活》一書中，提醒了我們以下六點：

一、好的聆聽需要有耐心
潘霍華說：「聽了一半，便以為自己懂得別人所說的。」在聆聽時，因

沒有耐心，常只聽一半，潘霍華勸我們要好好的聽，又說：「不留心的聽，

那是對弟兄表示輕蔑，只等待給自己說話的機會。」好的聆聽需要耐心，這

是很重要的操練。

 
二、好的聆聽是一種愛的行動

我們講愛常講得太抽象，而聆聽是一種行動，行動怎麼表達呢？潘霍華

說：「對弟兄表示輕蔑，只等待給自己說話的機會，是撇下弟兄，一個人沒

有好好聆聽，就沒有辦法跟弟兄進入愛的關係。」因此，好的聆聽就是擁抱

的表現，當我們願意聆聽時，告訴弟兄姊妹他們在我生命當中，佔有重要的

地位；當我們不願好好聆聽時，是在貶低對方。潘霍華說：「正如我們愛上

帝，是從聽道開始，我們開始愛弟兄姊妹，首先學習聽他們說話。」

我們沒有辦法好好聆聽神，也就沒有辨法好好聆聽弟兄姊妹所要表達

的，我們跟弟兄姊妹的關係，也與我們跟神的關係有連結。如同主耶穌所教

導的禱告：赦免我們的罪，與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所以我們跟神、跟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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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是連在一起的，正如我們愛上帝，是從聽道開始，我們開始愛弟兄也

是首先學習聽對方說話。

三、好的聆聽是一種事奉
潘霍華說：「聆聽比說話更能服事別人！」這句話讓我們震撼！按照潘

霍華所說的，這正是教會所需要的，只要能認真聆聽對方所說的，就是幫助

他。聆聽可以成為很好的服事，也可以帶給人幫助，很多時候弟兄姊妹所需

要的，不是屬靈的說教，而是願意停下來、靜下來聽他說話。

四、好的聆聽幫我們預備說好的話
聆聽的人按照潘霍華所說的，可以幫助我們說話，聆聽跟說是有關係

的。如果沒有好好聆聽，說出來的話是沒有意義的。潘霍華說：「所以我們

都當用上帝的耳朵傾聽，好叫我們可以說出上帝的話來。」一個講道的人，

如果沒有好好聆聽神，說出來的道不

是神的道，而是他自己想說的話。

有時我們的服事不是在服事神，

而是服事自己、服事某個族群的人。

這種服事就如同舊約先知所說的，是

神所不喜悅的服事，當我們願意傾聽

神，就可以好好的將神的話表達出來；當我們願意傾聽對方所說的話，就可

以積極的幫助對方。

五、好的聆聽反應出我們與神的關係
一個聆聽者不但願意聽神，也願意聽弟兄姊妹所說的，透露出神在他

身上的作為，潘霍華說：「我們常說太多的閒話，以致我們聽不到神的聲

音。」在靈修神學裡有個操練，就是聆聽神，學習把嘴巴停下來，靜默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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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靜下來不說話，心打開，聆聽神！

潘霍華說︰「不願意聽弟兄姊妹的話，也不會聽上帝的聲音，因為在上

帝面前也喋喋不休，屬靈生命開始死亡。」一

個屬靈生命活潑的人，也是跟神保持聆聽關係

的弟兄姊妹。潘霍華又提到︰「以為自己的時

間太過寶貴，不願意花在聆聽上，他對上帝及

弟兄姊妹也沒有時間，因為他的時間只給自己

所說的話及所做的計劃。」因此，好的聆聽反應出我們跟神特別的關係。

六、好的聆聽在基督徒團契中，是恩典的重要涵義
好的聆聽可以成為神恩典的彰顯，神願意將恩典導入我們當中，甚至，

神也透過我們成為祂恩典的媒介來幫助人。如同潘霍華所說︰「來自神的一

種恩典──可以聆聽神，同時可以聆聽對方。」

舊約的割禮是願意順服神的律法，願意來到神面前，將自己分別出來奉

獻給神；同時在新約裡強調耳朵要行割禮，將耳朵分別出來奉獻給神，也要

奉獻給弟兄姊妹。不僅個人聆聽神，群體也來聆聽神，讓我們知道何謂神的

旨意？若不聆聽，我們無法活出神的旨意，聆聽與順服的字根原是一樣的，

一個聽道且願意順服的人，才能活出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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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節目總監/孫大中

有效的禱告

禱告不是「緊急出口」，不是無奈的選擇，而是如同「獻祭」，在其中

得著喜樂和滿足。對基督徒來說，禱告是絕對必要的，我們都是因為

「求告主名」而蒙恩得救的，是神將「施恩叫人懇求的聖靈」澆灌下來，我

們才求告主耶穌的名。

「有效的禱告」第一個要素，是在神的應許中帶著屬靈的期待

不信神的人，作惡遠離神的人，自然就不會向神求。惡人一出母胎，就

與神疏遠。神不住在惡人心裡，而是住在義人的族類中。神是真神，是活

神，是永遠的王，祂要在信的人身上顯出浩大的能力。禱告是我們的特權，

也是我們的責任。約翰衛斯理說，「如果信徒不禱告，就是抗拒了神恩典的

邀請，也抗拒了神要在我們、他人和整個被造界的新創造。」神藉著我們的

祈求，使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

神既然已經把最大的應許──耶穌基督賜下，就沒有不能成就的應許。

你信神沒有不能成就的應許，這個應許就是屬於你的。你信服神，就能擁有

神所給的應許裡一切豐富無限的榮耀！陶恕牧師強調我們對神要有「屬靈的

期待」，期待看見神的榮耀，期待經歷祂的大能。神的膀臂沒有縮短，主耶

穌已經從死裡復活，在祂並沒有難成的事。

約翰‧喬威特牧師說，「有效的禱告是從心裡出來，帶著信心、希

望、決志，和神聖迫切的渴望。」「應許」的英文叫 promise， 拉丁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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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ssion 也就是「根據神的恩典所賜下真理的約定」。神的應許就是「已

經完成的事實」。神已經應許了，祂所說的必成，我們需要的就只是「熱情

的回應」。所以「有效的禱告」第一個要素，就是在神的應許中帶著屬靈的

期待。

有效的禱告，是先聽清楚神的意思，然後照著神的旨意求

所羅門提到「轉耳不聽律法的，他的祈禱也為可憎。」雅各說，「你們

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神不聽我們心裡

注重罪孽的禱告，也不聽我們出於私慾的妄求。約翰福音十五章7節，主說，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們成就。」

神厚待一切存清潔的心求告祂的人。英國有「信心的使徒」之稱的喬

治‧穆勒每次禱告的時候，會先省察自己的內心，他知道神若不同在，他的

禱告就沒有果效。他要清楚知道，他所求的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而是神自

己的應許。

因為神說了，我們就可以不憑眼見，只讓信心工作。不管環境多麼的淒

慘，眼前的困難有多麼大，都不用失去盼望，因為神已經說了。

禱告是為了使我的心與主的心合一。每一次禱告，我們心思的熱忱都當

歸向神，有效的禱告就是「牢牢抓住神所甘心樂意的」，而不是拼命去「說

服神不情願的。」不是企圖改變神的心意，搖動祂的手，而是樂意把自己交

給神，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禱告的人」比「禱告」還重要

宣信博士提到，「蒙神眷愛」是禱告有果效的祕訣。保羅引證先知以賽



12

      

亞的話說，「如經上所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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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把人不能知道的福音真理，救贖的盼望，在適當的時候，就向愛祂的

人啟示出來。詩人說，「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羅門說，「惡人獻祭，為

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祈禱，為他所喜悅。」人對了，禱告才會對。義人的

祈禱是為了榮耀神，見證祂。

我們能得著所求的，不是因為我們的「自信」，而是我們這個人能在神

面前被神看中。神稱但以理是「大蒙眷愛的但以理」，但以理從不「忽略」

禱告，從不「草率」禱告，從不「遲延」禱告，他家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

冷，一日三次，他雙膝跪在神面前，禱告感謝。

馬太福音六章7節，主說，「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覆話，

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禱告是與神交通，不是充滿自己的意願，而是

願神的旨意成就。很多人在禱告的時候，以「自我的需求」為中心，所關注

的就是「我要怎樣禱告神才會聽？」是不是要禱告得很長神才聽？神不受人

的「辦法」所支配，祂從來不是「聽候人差遣」的僕人，而是天地的主。神

是那位教導、指示我們當行之路的至高者。

有效的禱告有時需要你我「持續」的禱告

主耶穌要我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就表示許多禱告神不是立刻回

應，不是立刻照我們所求的成就。神是獨一全智的神，祂盡知一切。神知道

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祂知道何時回應我們的禱告，知道用什麼方法回

應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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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如何回應我們的禱告，我們不能知道，因為祂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

事不可勝數。神是行奇事的神，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許多時候神

沒有用超自然的方式，藉著神蹟回應我們的禱告，使我們的問題得到解決，

環境似乎始終沒有改變。但神卻藉著這樣的環境，使我們在其中學到許多寶

貴的功課。藉著這樣的環境使我們更多的經歷祂，更深的認識祂，以致於我

們的生命成熟成長。感謝神，祂的意思總是好的！

主 耶 穌 要 我 們持續不斷的禱

告，不可灰心。 我 們 在 禱 告 的 時

候要有耐心，雖然沒有立刻蒙神應

許，不要懈怠，也不要灰心。要知

道，沒有一個禱告是神忘記的。神

不會對我們正當合理的禱告厭煩，

祂要我們「不住的禱告」，心靈常常與祂親近。保羅說，「你們要恆切禱

告，在此儆醒感恩。」我們不要一直重覆掛慮，而要意識到自己是被神恩

待、憐憫的，在禱告中多有感恩。

神兒女最大的缺點就是「不繼續禱告」。我們要堅決離開「不信」和

「失望」，克服「不想要禱告」的感覺。我們「不想禱告」，是因為不看

重。主要我們從心靈深處愛慕祂，就算心靈軟弱，意志消沉，也肯到祂這裡

來。禱告沒有捷徑，也沒有學校，只在乎我們在神面前的存心──時刻感到

需要神。

有效的禱告應有「具體」的內容

在神面前無聲的安靜，遠勝過「漫不經心」、「草率」的禱告，或是

「例行公事」的應付。神是聽禱告的主，我們的禱告不能「漫不經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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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用心。主把我們當作祂的朋友，祂救贖我們的命脫離死亡，我們不能

對祂冷淡。

    
神的膀臂從來沒有縮短，但我們在禱告上要盡責。神給的應許和安慰從

不含糊。我們要祈求明確的事。哥林多前書九章26節，保羅說，「我奔跑，

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許多時候我們禱告是禱告了，但

是卻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具體的要求。主喜歡我們「具體說出」我們所

要的，因為這表示我們有決心要把這事交給祂。主知道我所要的，可是他要

我們自己說出心裡的期盼，而這期盼是叫祂的名得榮耀的。

亞伯拉罕沒有保留的順從神，神就在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賜福給他。

亞伯拉罕相信神必以祂的信實為以撒預備合適的妻子，亞伯拉罕告訴老僕

人，耶和華是「天上的主」，且滿心相信神會差遣使者在老僕人面前引導

他，使得事情能夠圓滿完成。

老僕人不是「含糊籠統」的禱告，而是說出具體的細節。比如說，時間

很具體，他求神向他施恩，使他「今日」遇見好機會。又比如，他期盼小主

人未來的妻子，是有愛心、殷勤好客的。一切正如老僕人所求，老僕人知道

這事是出於神，知道這一切都不是出於偶然，而是一如他主人亞伯拉罕所

說，神在一路帶領他。最後老僕人不負所託，把利百加帶了回來。

今天當耶穌問你，「要我為你作什麼」的時候，你能不能把你的需要具

體、明確的告訴主，用懇切的態度求祂？神掌控大局，穩操勝券，我們不要

只在心裡憂悶，而是像保羅所說的，「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求神幫助我們在禱告上用心，願真理

的聖靈引導我們，使我們能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豐豐富富得著神

所樂意賞賜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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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08月收支及累積結餘表

場地使用費之借款
累積結欠

● 本期收入
● 本期結欠

●本期支出
●前期結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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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220 
NT$19,762 
NT$30,610 

NT$248,000 
NT$1,922 

NT$3,236,832
NT$1,836,605

NT$1,589,514 
NT$647,601

NT$2,237,115 
NT$1,189,004

NT$612,108 
NT$5,68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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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捐款

NT$1,753,581 
NT$147,880 

NT$39,083 
NT$49,357 
NT$35,024 
NT$21,000 

NT$9,108 
NT$165,082 

NT$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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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