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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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紀念」，神對遠東有很特別的

託付，從1949年開始，就讓遠東廣播與這塊土地上的百姓相伴同行，直到今

日。

遠東福音會（遠東廣播公司）自1949年7月29日開始，透過菲律賓的發

射站，向中國信徒傳送佳音。遠東過去曾陪伴他們走過最艱難的歲月，每天

忠心地在天空中，藉著電波傳送福音的信息。1988年開始，遠東以互聯網服

事聽眾，2002年「良友網站」應時代的呼聲而推出。之後，遠東廣播使用各

種先進傳媒，如網站、博客、微信、手機應用程式等等，與傳統的無線電廣

播相輔相成，並用「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貼身服事千千萬萬的中國聽眾。

今日中國教會，似乎又處在相對嚴峻的處境，遠東「不離不棄、相伴同

行」的溫情依舊。為了幫助中國教會聚會型態的轉型，我們近期將錄製《認

識小組教會》的系列廣播，這系列是以實踐神學的模式，來幫助信徒如何運

作在家中聚會的型態，盼望能盡最大的努力來協助教會在逆境中繼續彼此相

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此外，針對兒童的生命建造，我們也錄製了兒童

基督教教育的系列節目，透過聲音資源的提供、教育提綱的指引、創意教學

的傳授等，讓兒童們不至於在這階段處於空窗無助的狀態。

最後，《曠野嗎哪》是我們對中國廣播最受歡迎的節目，我一直有一個

負擔，那就是福音是給「遠處的人」也是給「近處的人」，保羅在以弗所

書二章17節也提到「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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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9 - 10月感恩與代禱

1. 七月青宣後，我們也為對福音廣播有興趣及恩賜之弟兄姊妹舉辦座談會，請
為後續的實習與裝備訓練代禱。今年九月開始也有華神神碩科的同學前來實
習，也為未來一年同學在節目部的實習參與代禱，讓遠東能成為成全聖徒各
盡其職的所在。

2. 中文《和合本》聖經面世以來，一直是華人信仰上的明燈，從1919年出版
到2019年正好是一百年，本會長期配搭的閻大衛弟兄特別錄製的《和合
本》有聲聖經，做為向神獻上的感恩，您可透過遠東福音
會的網路有聲聖經頻道，或掃描右方的QR CODE，即可
免費收聽口白版。現正將經文予以配樂（聖樂），預計於
11月底完成配樂版。

 
3. 這幾年中國及國外「讀信節目」皆創下極高的收視率和評價，如黑龍江衛視

播出的《見字如面》、英國的《Letters Live》。9月2-6日遠東福音會和普世
佳音、救世傳播協會、宇宙光四間機構，合作製播《因信說話》系列節目。
內容是關於「朗讀宣教士信件」，盼能藉此促進弟兄姊妹對宣教的感動與
支持。遠東福音會負責邀約專業播音員及稿件的整理（近40封），預計於
2019年聖誕節前播出。

人」。所以，現除了可以透過廣播及網路收聽外，我們也與華宣出版社合
作，將於10月開始陸續出版紙本的《曠野嗎哪》，期盼我們所製播的福音信

息，不只透過「聲以載道」的方式，也能透過「文以載道」方式，使受眾得

著屬靈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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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月27日將推出全新的「婦女節目⸺�《半邊天》」及「青少年節目⸺�
《歡樂揪你耳》」，請為這兩套全新節目之錄製及播出代禱。

5. 因著配合福音大樓出售事宜，本會需要尋覓約200坪以上的福音廣播基地，
請為我們能找到合適的地點及能力所能負擔的處所代禱。也為之後建置新錄
音室及配音中心的費用代禱（約台幣3000萬）。

6. 請為今年度廣播電費的需要代禱，我們的節目透過短波及中波電台向中國進
行福音廣播之電費每年約台幣108萬，也願這每一分鐘的廣播節目能夠為主
得人代禱。

    您可以掃描QR Code
進入線上奉獻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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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炳照牧師

迎風展翅70載─
      ─良友電台70週年

疾風、狂風、逆風，從頭一天起就從沒停止。
稚嫩、微小、不足，是良友電台的寫照，
但從起初到如今，我們都不忘展翅。

從人看來，良友電台絕對走不過這70年，但靠主恩典，良友電台卻是在

不斷的疾風中抓住機遇，展開翅膀，「藉廣播傳基督遍神州」，為近代中國

教牧和信徒獻上我們的「五餅二魚」！

相信我們大都知道在去年新宗教事務條例實施後，中國教會和信徒都面

廣播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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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十分沉重的壓力。但回顧近代中國教會史，教會和信徒所面對的壓力，

從來都存在，只是以不同的名義和

方式表達出來而已。良友電台自

1949年7月29日開始向中國福音廣

播，也是一直承受著不同的壓力，

好些階段每步都如履薄冰。在首30

年廣播的日子裡，內地同胞收聽廣

播會受到攔阻和限制，加上因著郵

件的管控，良友電台也是極少收到聽眾的回饋。然而，在這些不知道反應的

日子，良友電台並沒有動搖，也從沒有一天停止廣播。我們繼續想方設法，

每天忠心的藉著適切的節目來與聽眾同行。從後來如雪片飛來的信件，我們

知道良友電台在逆風中的振翅，並不徒然。

上世紀70年代下旬，香港回歸的課題在社會中引發熱烈的討論。在這個

情勢下，以香港為根據地的良友電台也作

出兩項努力，使電台的發展更為成熟。一

是將由宣教士所建立的良友電台轉型為由

華人領導，自立、自主和自傳的福音電

台。二是陸續增加了數個海外夥伴參與節

目的製作，使節目更為多元化。跨地域製

作的精彩節目也在上世紀90年代應運而

生。良友電台的翅膀延展了，也更為堅定

有力。處境上的狂風，無疑是叫人畏懼，但也使良友電台更謙卑信靠，振翅

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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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廣播，加上後來的中波廣播，是良友電台首50年的主要廣播平台，

將節目無遠弗屆和有效的遍傳神州大地。但到21世紀初，隨著內地的經濟騰

飛和急速城市化，短波收音機已日漸淡岀城市居民

的視線。短波廣播的接觸和果效均急劇下降。這股

疾風催逼電台積極投入資源發展互聯網的平台。從

2004年推出首個可供收聽節目的網站，15年來在同

工不懈的努力下，我們不斷的改進和更新所建立的

互聯網平台。從聽眾群的使用數字來看，我們的努力並不枉然。城市化導致

短波廣播的沒落，但互聯網的平台卻叫良友電台的廣播在城市發揮更大的影

響力，引領更多人認識基督和作祂的門徒。

到如今，良友電台除了短波、中波、互聯

網的廣播平台外，我們也發展了在社交媒體和

手機應用程式上的平台。新廣播平台的出現，

曾給良友電台帶來危機，但也使電台奮力振

翅，使良友電台飛得更高、更遠！

良友電台初期的廣播策略顯然是以佈道為主，透過福音性的節目引導更

多同胞歸主。從聽眾來信得知，確實有不少人是透過電台的節目信主並跟從

主持人決志禱告的。改革開放後，民間湧現了許多信仰熱切的基督徒，但在

廣播的平台

廣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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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上均甚為膚淺，出現了所謂「一里寬、一寸深」現象。此外，因缺乏受

裝備傳道人，教會也有「能生不能養」的慨嘆。面對這偌大的需要，良友電

台迅即加強栽培信徒成長節目的製作。後來，在察覺內地普遍缺乏受裝備的

傳道人，良友電台也開始製作訓練傳道人的節目，並成立了空中的良友聖經

學院，以裝備內地的牧者和信徒領袖。因此，節目三結合的理念在上世紀90

年代確立。良友電台的節目主要分為三類：佈道、栽培和訓練。

因著通訊科技的發展，良友電台的廣播在21世紀也面對了社會上其他電

台和媒體的挑戰。我們也因此在2007年推出了新的廣播策略⸺�道成肉身的

廣播。在新的廣播策略下，我們增強了「現場直播」和與聽眾即時的互動，

節目的內容也更為貼近聽眾的處境。從聽眾十分積極參與直播中的叩應、活

動和留言來看，我們這些努力並沒有白費。許多聽眾透過節目得到安慰、激

勵與教導。福音的需要實在龐大，在2016年，我們也透過新的廣播策略「夥

•同行」，與更多夥伴一起為福音遍傳神州齊心努力。

信徒的需要和通訊科技發展的強風，實在給電台帶來了壓力和挑戰，但

也催促電台憑信努力展翅翱翔！

良友電台APP
Android版

良友電台APP
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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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9日在騰訊視頻播出，2016年12月31日在黑龍江衛視播出

的《見字如面》，一個讀信的綜藝節目，節目的形式很簡單，就是翻出歷史

上的信件讓明星讀出來。沒想到一個簡單的節目構想，竟然在大陸成為紅火

的節目，創下極高的收視率和評價。

書信朗讀節目《見字如面》，是一檔以讀信為主要形式的閱讀推廣季播

節目，目的在於用書信打開歷史節點，帶領觀眾走進那些依然鮮活的時代場

景、人生故事，去觸碰那些依然可感的人物情狀和社會風物，重新領會中國

人的精神情懷與生活智慧。

儘管手寫書信傳統已悄然逝去，《見字如面》帶領觀眾重溫書信裡的時

因信說話
◎本會節目部主任/方華

書信裡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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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記憶，但該節目的初衷並不是為了懷舊，而是以書信的方式打開那些值

得中國人知道的、有意思的、真實的中

國故事。節目入選的數百封信件，跨越古

今，從春秋時代到魏晉唐宋，從晚清民初

到現代社會，節目中偶爾也會出現不太為

大眾耳熟能詳的「名篇」，給觀眾帶來滿

滿的意外。 

事實上，《見字如面》最初源自於英國的綜藝節目，名為《Letters 

Live》，無論是古代信、現代信、名流政客的往來信、凡夫俗子的寒暄信，

只要足夠動人精彩，都能讓實力演員朗讀。

綜觀基督教的歷史，無論是遠古或是近代，其實不乏感人、激勵人心、

可歌可泣的書信，這些寶貴的屬靈資產也

值得被世人看見、聽見。

兩年前，普世佳音安平牧師首次向于

厚恩牧師提出有感動要製作類似朗讀書信

的節目，當時我覺得十分可行，也引頸期

盼能參與其中。經過了一、兩年籌劃，終於

在今年7月有了初步的雛形。感謝主！普世佳音聯合了遠東福音會、救世傳播

協會、宇宙光四個福音機構一同製作《因信說話》節目，遠東福音會負責邀

約專業播音員及稿件整理。

因著信，他們仍舊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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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整理稿件，看到三十幾封書信，字裡行間真情流露、堅毅不拔、忠

心愛主的美好情操與見證；看見神在一個屬靈人身上的雕琢與磨練，閱讀書

信把我帶入了那個世代，在大環境與不凡人物的處境裡，我看見神周全的計

畫與信實。

 

9月初的第一週，我們開始在救世傳播

協會錄影，也就是《因信說話》最核心的部

分⸺�朗讀書信，由專業的播音弟兄姊妹演

繹書信內容，體現寫信人的情感與思想。

對專業的播音員來說，只要有筆、稿子、麥克風，在錄音室裡很快就能

完成錄音。但錄影卻不簡單，事前的梳妝打扮、試鏡、燈光、佈景、道具要

花長時間預備，尤其是燈光，不僅要打燈照

演員，連旁邊佈景道具光線的角度也講究，

等到全部設定好至少要

一小時，如果配合劇情

更換佈景又要花上一小

時，救傳素有「燈爺」

稱號的弟兄，對燈光的講究幾近苛求，他說：要把最好

的獻給神！專業播音員一個上午可以錄完的稿子，錄影

要花上兩倍以上的時間才能完成。對我來說，真是隔行

如隔山，相較之下錄音單純多了，經過這次服事也讓我

學到一些影音經驗。

同心合意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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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錄影如此耗時花功夫，但我看見主內弟兄姊妹合一同心事奉的美

好，遇有不同的意見或見解，能和善謙卑的溝通，沒有怨言，盡力將事工完

成。感謝神！那一週我們順利錄完了所有書信。其中有幾個見證值得分享，

一是通常九月初救傳是沒有錄影棚可使用的，很奇妙的是，九月初那週居然

是空棚可以使用。二是播音員的邀約也剛好在那

一週可以配合錄影，像是楚雲老師是在回國後第

一天就能參與。三是在短時間內要找到合適的小

女孩，並且能勝任書信裡的角色，是件不容易

的事，可是神為我們預備了一位國中一年級的

女孩，表現相當出色。現在回頭看，一步步都

有神的預備和適時的供應。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

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
11:4）古今中外許多聖徒為主而死，他們因信見證的名聲與榜樣，仍然活在

人間，朗讀他們的書信，彷彿與他們過往的生命連結，感受到有信、有情、

有義、有愛、有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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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督徒可以做社區工作者嗎？我們這個街道在對外招聘社區工作

人員，我已經報名了，社區工作屬於基礎工作，主要與社區居民打交道，服

務居民，也沒有什麼政治思想教育。而且我也認為，作為基督徒不應該太束

縛自己，太封閉，應該走出去與人建立關係，瞭解他們的需要。我有點糾

結。」（湖北省小姊妹）

代禱：為小姊妹禱告，願她能釋放疑慮，勇敢投入社區服務工作，服務居

民，活出美好見證，姊妹在當中也能操練生命，服事弱小。

侗族人口超過四百萬，包括使用不同侗族話的南、北侗族，主要聚居在

貴州，另外也居住在廣西、湖南和湖北。早在1910年，中國內地會在南侗族

人中傳道，到20世紀30年代，廣西柳州傳教士往北開展福音事工，在廣西北

部的富祿鄉附近領了80多名侗族人歸主，至今大約有1,000名南侗信徒；而北

侗族卻是一個少人關心的民族，至今在一百多萬北侗族人中只有600名信徒，

許多人從未聽聞福音。在過去的年日裡，有少數的宣教士在南侗人中服事並

與當地同工一起翻譯聖經，近年在沉重的壓力下，宣教士被逼離去，本族信

徒也受到壓力而停止事工。

有點糾結

關心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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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求主保守侗族信徒，持守信仰，積極傳福音，接受廣播培訓，在未來

以侗族語言製作節目，向未認識主的同胞宣講福音。

「三年前受教會老師鼓勵，同意參加神學班。我的工作環境有謊言、欺

騙、虛偽，同事耍各種心機，我不想繼續在這環境工作了，想換個新環境。

剛好，神學班招生了，正好讓我逃離這一切，能讓我重新回到上學時，輕鬆

快樂的環境。我知道，這是我不想工作的藉口，並不是真心想去讀神學。想

到去神學班，我就感覺輕鬆、自在，好像在天堂般的感覺。我看不清自己需

要什麼，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否要我讀神學班？」（北京市趙姊妹）

代禱：為趙姊妹禱告，讓她明白全人奉獻以及神的呼召和委身，知道神學院

不是避難所，求主憐憫，教導她好好在主前尋求指引。

「我不主張女兒放棄工作，盲目去上教會辦的基礎神學。女兒在醫院做

康復工作，因她對神盡忠，對人負責，深得廣大病人愛戴。我跟她說在沒有

清楚神帶領前，不可以輕舉妄動。可是女兒受當地牧師影響，牧師也找我丈

夫談話了！其實我丈夫也不願意女兒去念基礎神學，女兒多年來一直保持良

好的靈修習慣。她經常聽電台節目，並得著很大的幫助。希望神藉著你們的

勸勉，使她知道人生道路上神的帶領。因我文化不高，我很難勸阻她，我也

為這件事情特別帶到神的面前，求神顧念祂所愛的兒女。」（一姊妹）

代禱：為姊妹的女兒禱告，讓她專心尋求主的旨意，不被環境人物誤導，清

楚主的感動，求主引領她的前路。

我不主張

換個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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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起床，就覺得活著好累好痛苦，不想活在這個世界上了。今

天這種感覺最強烈，不想活了！不知道活在世上的意義是甚麼？我問過很多

人，我還是不會禱告，不知道怎麼禱告。我是一個原生家庭受過傷害的人，

我有和我經歷一樣的人一同努力，也是改變不了。我羡慕那些在幸福家庭長

大的孩子，我也希望和他們一樣。我已經沒有那麼相信主了，因為主沒有讓

我感受到祂的愛。希望你們不要指責，其實我真的很害怕，非常需要你們的

説明，讓我重新認識主、愛主、學像主一樣愛人如己。」（聽眾「沿途看風

景」）

代禱：紀念聽眾「沿途看風景」，求主給他力量面對生活，讓他知道人生有

悲也有喜，不要沉迷在悲傷情緒中，與肢體更多溝通禱告。

西元1888年，兩位英籍傳教士黨居仁（內地會）和柏格理（循道公會）

先後進入雲南和貴州，在大花苗族人中撒播福音道種。最為人稱道的是，在

1905年柏格理和苗族知識份子楊雅各等合作創造苗族的拼音文字。原來柏

格理是參照模仿苗人花裙上的花紋和符號，創制了一些接近生活的符號。然

而，年青一代慢慢不再學習這苗族文字，連帶地對基督信仰也漸漸淡忘。大

花苗的牧者領袖，為教會冷淡的光景心急如焚。

代禱：請為在滇黔兩地積極進行培訓新一代大花苗信徒及領袖的努力禱告，

有同工投入錄製培訓節目來普及聖經的學習，求主幫助及保守編譯及錄製的

同工和環境。祈求主在這些年間復興大花苗的信徒，將傳揚福音真道的薪火

傳承。

我很害怕

苗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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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08月收支表

● 本期總收入
● 應付廣播電費

●本期總支出
●本期結欠

本地奉獻
國外奉獻
宣教奉獻
其它收入

NT$1,639,793 
NT$199,918 

NT$30,000 
NT$212,150 

   NT$2,081,861 
 NT$292,276 

NT$3,285,699 
NT$1,49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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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培訓
設備費用
對外捐款
雜支

NT$2,284,209 
NT$80,349 

NT$372,248 
NT$242,357 

NT$13,800 
NT$18,240 
NT$52,600 

NT$221,896 
 

司帳：蔡純安收  入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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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遠東福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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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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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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