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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遠東福音會的網站，容量比過往更大、更方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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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所不知
    狀態下的心態

舊約列王紀下第四章記載著「以利沙與書念婦人」的故事，以利沙因著

感恩而向神祈求，祈求書念婦人一家能有個兒子，而神也應允了以

利沙的禱告；但後來這兒子竟然在頭痛之後就死去，於是書念婦人便騎著驢

子趕到迦密山要找以利沙。在這過程中有一句饒富深意的話，列王紀下四章

27節說：「婦人上了山，到神人那裡，就抱住神人的腳。基哈西前來要推開

她，神人說：由她吧！因為她心裡愁苦，耶和華向我隱瞞，沒有指示我。」

「耶和華向我隱瞞，沒有指示我。」這句話是先知實務上的真實情況，

若沒有神的啟示，其實先知並非無所不知。此外，在這裡也讓我們看到：神

並非每件事情都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學習「在有所不知的狀態下，維持對神
有信心的心態」。這故事除了讓書念婦人得以更進一步認識神之外，對以利

沙來說，他要學習耐性與等候，並且也需要再次認知到自己的有限與身份，

學習在未知中對神信靠。

遠東福音會的搬遷工作仍在未定之中，汀州路福音大樓的異動方向也仍

未有所定案，二月份協同會差會將從美國派人來台北，與遠東、華神及伯大

尼美國學校開會，確認未來的走向及流程。在華神已確知桃園八德新校址及

伯大尼美國學校確定於林口建新校之外，只有遠東「不知要往何處去」？我

們也正在學習在有所不知的狀態下，維持對神有信心的心態！

尤其在未來確認新址之後，遠東也不同於一般的搬家，因為遠東福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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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1-2 月感恩與代禱

1. 遠東福音會向香港遠東無息借款的100萬港幣，已於去年12月底全部償還，

為此獻上感恩，也願主報答特別為這款項奉獻的弟兄姊妹。

 
2. 12月27日是遠東福音會舉行感恩餐會的日子，這次我們以現場Live的方式來

呈現廣播劇的錄製過程，許多家人與義工們都是第一次看到同工們是這樣錄

製出廣播劇的；他們除了感到新鮮之外，也為著神給同工的恩賜而向神獻上

讚嘆。

3. 遠東福音會與中華福音神學院《佈道概論》之見證錄音工作已於1月份完

成，共有約50位同學完成見證錄音，願神使用這群神國未來的工人，能懂得

善用聲音來傳播福音。這些見證也將陸續在遠東的各式頻道中播放，願神使

用、藉此得人、領人歸主。

4. 2019年開始，為了因應中國對教會兒童事工的限制，我們於1月有效率地召

開會議，現正整合台灣遠東、加拿大遠東、美國遠東及香港遠東參與此事

需要先行建置好數個錄音室、配音室及媒體傳輸中心，建置完成後才能進行

搬遷；而非找到場址之後就能馬上搬遷。一切所需的設備重新建置的費用與

工程，也都是場地搬遷之外的重大負擔，願您在禱告中記念遠東的需要。

雖然遠東在硬體上面對許多挑戰，但繼續製播優質節目仍是我們的使命

與初衷；一月份，我們開始錄製《經典講台》這新節目，這是與美國遠東合

作製播的節目，文稿是以傅立德牧師的講章為底本，並由閻大衛弟兄負責播

音。傅牧師是信義宗的福音神學大師，過去在中華福音神學院開設福音神學

這門課時，幾乎是場場爆滿，期待閻弟兄的播音，能讓聽眾在聲以載道的頻

道中，被神得著，也得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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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掃描QR Code
進入線上奉獻頁面

工，盼望在幼兒級、低年級、高年級和合班崇拜這四個部分，為孩子們預備

合適他們的四個節目，懇請您也在主裡記念這事工的分工與落實。

5. 請為我們尋找合適的場地以作為下一階段福音廣播的基地代禱，也為我們

每月經常費130萬、廣播電費每月10萬、及未來一年籌建新錄音室和設備約

3000萬之需要代禱。

6. 2019年的年度廣播主題是「迎風展翅」，請為各個節目在此主題下所被分

配到的責任，能滿有創意與力量，激發聽眾面對逆境而能擁有健康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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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厚恩 牧師

去年因為中國新宗教政策之故，使得中國教會界產生許多影響，如：聖

經在中國各網路電商平台被下架、不准18歲以下的人進教堂、外來講

員接待限制、聚會限制等等。面對種種逆境，於是我們將今年電台主題訂為

「迎風展翅」。

「迎風展翅」的另外描述即「逆風高飛」，你我都知道風箏必須逆著風

（迎著風）才能向上飛翔。另外，當我們給予飛機機組人員祝福時，一般都

因應中國情勢，訂下符合情勢需要的主題

「迎風展翅」的另外描述即「逆風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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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教會是保羅第二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教會（徒十六章），第二次

宣教旅行的特色是福音第一次進入歐洲的土地。使徒行傳十五章36節至十六

章40節記載保羅和西拉在領受異象後，出發前往腓立比，過不多久就面對艱

困的情勢。保羅一行人到了腓立比，因為

幫一位被巫鬼所附的女子趕除巫鬼而擋人

財路，以致靠被巫鬼所附之女子得利的主

人們便揪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到官長那

誣告保羅和西拉，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

裳，又打了許多棍，並將他們下在監裏，

囑咐禁卒嚴緊看守。我們看到保羅和西拉

在監獄中唱詩讚美神！為何保羅和西拉會有如此異常的反應呢？一般人在面

對困境大多是憂憂愁愁，而他們卻是充滿喜樂與讚美，我相信是他們清楚這

是神的帶領，其中一定有祂的美意。

「一定有祂的美意」是信徒面對困境時需要持守的信念

不會說「一路順風」，因為順風是飛機起降時的

最大風險之一，飛機起降的安全環境為逆風狀

態；所以熟悉這狀況

的內行人都會祝福飛

機機組人員：「一路

順風，『除了起降』。」其實你我的生命與事奉

又何嘗不是如此，屬神的兒女需要學習用新的眼

光來看待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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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立比書一章12節說：「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

事更是叫福音興旺。」也讓我們看到保羅要將「一定有祂美意」的觀念傳
遞給教會的弟兄姊妹。保羅在這裡

說「我願意」，這字在馬可福音十

五章15節可翻譯作「我要」，在使

徒行傳十五章37節可翻譯作「我有

意」。換句話說，這觀念是保羅深

思熟慮後的定意，他決意要弟兄姊

妹知道。因此，我們也希望透過今

年的電台主題，讓身處困境的中國

信徒能持守並堅定此觀念：「在困境中一定有祂的美意。」

迎風展翅的祕訣：學習在負面中找出正面

寫作腓立比書時，保羅身處羅馬監獄，保羅以自身作榜樣，在腓立比書

一章12節之後他開始從負面中找出正面，他說：「我的遭遇反而幫助了福音

的進展。」《現代中文譯本》。保羅被
關在監獄中如何使福音有所進展呢？保

羅提到：「以致整個宮裡的衛隊和其餘

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為了基督才受捆

鎖的。」原來這些羅馬皇家部隊按著班

次看守保羅，通常是每4小時輪流換班

一次。保羅把握良機將福音傳給這些衛

兵，使福音在保羅受困期間反而進入羅馬的御林軍中，聖經學者告訴我們當

時約有9000-10000人；依照使徒行傳二十八章30節保羅被軟禁在羅馬2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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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神的福音事工的確大有進展。

面對新的一年，也許你我也如同此刻的中國信徒，正面對不同形式的艱

難，厚恩自己也在一月份確診罹患高血壓與糖尿病，我也為此向神獻上感

恩，並學習在負面中找出正面，讓生命得以迎風展翅；因著早期的發現，我

得以及時調整飲食及作息。或許您也處在諸事不順的狀態下，厚恩邀請您和

我們一起靠主活出喜樂，學習迎風展翅、逆風高飛的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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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預備的道路
◎本會同工/裴健智 傳道

與遠東第一次接觸

與遠東福音會的第一次接觸，是在我十八

歲、大學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那時，剛進入大

學，讀的是跟新聞有關的大眾傳播科系。原本對

新聞的世界有些不切實際的想像，卻在上完了大

一上學期的課程之後，驚覺到這並不是我想要進

入的行業。那時候的心情，正處在一種茫然的階

段，不知前面的道路應該怎樣繼續走下去。沒想

到，上帝為我開了一扇特別的門，讓我在教會門口擺放的眾多刊物當中，看

見了一本遠東福音會的雙月刊。在雙月刊裡面看到了，遠東福音會將要舉辦

廣播訓練班。懷著忐忑不安又有點期待的心情，我報名了遠東福音會的廣播

訓練班，正式進入了廣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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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錄音工程師

生命的轉折

在遠東福音會的廣播訓練班裡，到底上了哪些課程內容，說實在的，二

十七年前的事情，現在早已經不復記憶了。但是遠東福音會為我打下的廣

播基礎，卻是深深地扎根在我的生命當

中。我接觸到許多優秀的廣播人，我學

會如何在麥克風前面播音，我認識了許

多跟廣播有關的音響器材，這些都成為

我後來工作的根基。遠東福音會開啟了

我對錄音工程的興趣，使我決定要成為

一位錄音工程師。我努力的學習跟錄音

工程有關的各樣知識與技能，並且進入

了錄音工程的領域，開始了十多年錄音工程師的生涯。

三十三歲那一年，上帝又帶領我進入到另一個生命的轉折。那一年，我

心臟病發作，在手術台上聽見了上帝對我說話的聲音，也經歷到上帝恩典的

醫治。因此，我放下了錄音工程師的工作，進入到中華福音神學院去接受神

學的裝備，畢業之後進入教會服事，成為一位全職傳道人。我所領受的異象

是：要用聲音來服事主，也要按著正意分解上帝的道。在教會當中的服事很

繁忙，一方面要講道，但另一方面，由於我有錄音工程師的背景，因此，教

會音響系統的規劃與操作，反而成為我主要的服事內容。藉著好的音響，讓

弟兄姊妹可以經歷到美好的敬拜，讓弟兄姊妹可以聽明白上帝的話語，這都

是根源於上帝當初藉著遠東福音會，為我所安排的道路。我真實的經歷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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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第十六篇11節，詩人所經歷的那上帝的恩典：「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

用聲音服事主

四十五歲，上帝又再一次帶領我回到了遠東福音會。在這裡，有一種從

絢爛回歸於平淡的幸福感，而我所領受

的異象：用聲音來服事主，按著正意分
解上帝的道，也開始要在這裡落實了。

懇求主繼續帶領我，使我能夠在遠東福

音會這個大家庭當中，繼續走在上帝所

指示我的道路上，為主傳揚福音，使更

多的人能夠聽見、也能夠經歷上帝奇妙

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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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賭球

若不是主

「我曾經墮入股市的深海，把所有都輸光了，絕望的時候主揀選了我。

信主後，我有4年都清心歸正了。世界盃開始，我再被魔鬼誘惑，開始賭

球。本來生活都困難，可是又把辛苦掙來的錢拿去賭球了。有時借來的，也

忍不住拿去賭了。我知道是撒但在我身上動工，我抵擋不住，我很痛苦掙

扎。但是我感覺不到身邊肢體的幫助，我也會埋怨神為甚麼不對我說話，所

以我想尋求幫助，希望有新的禱告力量，幫助我戰勝撒但的網羅。」（聽眾

阿哈）

代禱：求主幫助阿哈遠離賭博，給他力量抵擋引誘，讓他能在教會中找到幫

助者或小組與他共同面對困難試探。

「高中住校開始叛逆，與主距離漸遠，成績一落千丈。之後十年，一直

活在遠離主的日子裡。小時因為父母吵架，母親、兄姊經常打罵我，我也不

知如何處理和面對，被各種負面情緒所控制，還得了將近三年的強迫症，

可以說浪費了十年的青春。後來體會到離開主，什麼也做不好。剛上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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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一連串打擊，父親去世，母親患病之後與我同住，上帝藉著母親的病，教

會弟兄姊妹對母親比親人還要貼心，讓我也有所轉變。這十年，我看到許多

見證，若不是主，母親就是有十條命也不在了；我也早已淪落到不知何種地

步。」（林姊妹）

代禱：感謝主因著教會的關懷和愛，林姊妹重新回到神面前，為林姊妹能與

神建立更深更親密的關係禱告。

主要聚居在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區的白族人口近200萬，早在1881年有基

督教宣教士來傳揚福音，至今約有五萬人信主。白族有自己的語言，屬漢藏

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由於白族與漢族長期有密切的交往，白語中含有大量

漢語詞彙。白族曾借用漢字來標記白語，稱為漢字白讀，但並不通行，故通

用漢文。在2013年開始有白族福音廣播，惟節目製作並不容易，供應未能持

續，目前在重播舊節目。感謝神的帶領，最近節目錄音可以恢復，並正在後

製的過程中。

代禱：感謝神對白族的眷愛，祂差派自己的僕人去傳揚福音，雖然白族人未

能除去迷信，父神如今興起白族信徒負起向自己同胞傳福音的責任。求主使

用福音廣播事工，保守及引導福音廣播節目的錄音和後期製作。

「我老家在美麗的內蒙古，1980年我在初中就開始聽良友電台了。那

時，家裡最值錢的就是那台收音機，是爸爸買的。我們只能在短波頻道才能

收到良友電台！福音是那時聽到的，我也是那時信耶穌！三、四十年過去

了，良友電台一直伴隨著我。主耶穌也一直伴隨著我！我很蒙神祝福，現在

定居在深圳。不知道現在電台還有沒有1980年那時的電台工作人員？有的

話，替我謝謝他們，良友電台的成立本身就是神的恩典！」（廣東省孫弟兄）

白族歸主

蒙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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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感謝神在不同時代使用不同媒體成為傳福音的工具，求主繼續恩待電

台為主所用，每一位如同孫弟兄一樣經歷到主保守和眷顧的信徒，都能同心

為主作見證傳揚主的美善。

「我今年29歲，從小信主；結婚一年半，寶寶已經四個多月了。婚後

一直與丈夫因溝通不好而爭吵，公公婆婆在外地打工。我的性格追求事事完

美，感覺丈夫懶散，不追求上進，做事拖拖拉拉，未能照顧好家庭。生產期

間，婆婆趕回來，但沒有照顧好自己坐月子就走了。我非常傷心，曾因為婆

婆不好的言語和不好的臉色而哭泣。過了四個月，至今心裡沒法釋懷，也充

滿苦毒。」（安徽一姊妹）

代禱：求神幫助姊妹與丈夫能夠改善溝通的模式，學習體諒和接納。也求聖

靈釋放姊妹心裡對婆婆的苦毒，用愛心彼此接納、互相寬容。

「我是一位居住在海外的內地姊妹。前年，我突發地經歷了一次極度的

恐慌，事後我主動地去瞭解，原來是抑鬱症；到現在已服用輕劑量的藥物半

年，情緒已穩定下來。我把自己的疾病，告知七歲的兒子，希望兒子可以理

解自己的情況。最近，我發現兒子對一些鍾愛的玩具，有依附的感情。瞭解

以後，知道兒子需要玩具陪伴，也幫助他容易入睡。我曾猶疑是否要帶兒子

去看醫生？經過諮詢後，我也尋求心理諮詢治療，情況已有好轉。」（海外

一姊妹）

代禱：求主幫助這位海外姊妹採取心理輔導治療，讓姊妹處理好憂鬱的情

緒；也能讓她明白兒子的心靈需要。

家庭不和諧

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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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神

侗族需要

人生遭遇

「我是楊姊妹，今年41歲；丈夫陳某，我們結婚19年。從我信主以後，

我丈夫就反對，他說我們已經不是一路人了。求主讓我在主所允許的環境中

站立住，為見證福音的真理去爭戰。求主拯救我的丈夫和我的家人，讓我身

邊的人都知道我信的是真實存在的神，是全能的神！」（楊姊妹）

代禱：求主幫助楊姊妹靠主得勝，使她有依靠主的心，靠主站立得穩，求主

揀選她的丈夫能感受到主的愛，願意歸向主，見證主的奇妙恩典。

侗族是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的第十位，聚居在貴州、湖南、廣西等省

份，人口約300萬，信徒約3000人。侗族的歷史悠久，卻沒有自己的文字，

文化傳統、生活習俗、社交禮儀等都是靠著歌聲一代一代往下傳。有諺語

說：「侗人文化三樣寶：鼓樓、大歌和花橋。」其中的大歌就是代代相傳的

文化搖籃。有侗族的信徒興起，願意運用新媒體傳揚福音，並尋求主的心意

是否參與福音廣播。

代禱：求主帶領侗族的福音事工，並顯明祂的心意，是否能夠在未來開展福

音廣播事工。

「我感覺神可能因為我未學會所學的功課，使我繼續待在原來的單位無

法調動工作，接下來的一年，我或許仍要繼續兩地分居，無法安家落戶。我

心中很難受，極度抑鬱，我實在不想這樣持續下去，求上帝給我力量。我不

住地向祂傾訴，因為我很灰心、失落。」（一姊妹）

代禱：姊妹的難處求主幫助，求主醫治她憂傷的心靈，使她在主裡得著滿

足，生活得到安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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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1~12月收支及累積結餘表

●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全年結餘

本地奉獻
協同會奉獻
國外奉獻
宣教奉獻
其他奉獻

NT$13,344,383 
NT$87,415 

NT$5,364,552 
NT$544,000 

NT$39,109 

NT$19,379,459
NT$18,238,750 

NT$1,14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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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捐款
雜支
廣播電費

NT$11,877,783 
NT$861,512 
NT$272,475 
NT$711,023 
NT$225,638 
NT$162,860 
NT$112,163 

NT$60,230 
NT$1,624,402 
NT$2,33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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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