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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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意的聽到

使徒保羅第三次宣教旅行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向保羅提

到近日對他不實的指控：耶路撒冷許多信主的猶太人曾經聽到一個謠言：

「保羅教導所有住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告訴他們不要給孩子行割禮、

也不要遵守猶太人的習俗」。

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有著很好的榜樣，他們幫助並建議保羅以「可見的
行動」來破除謠言。他們並未以「不盡己責」而表以「伸冤在神」的方式，

來處理誤解，而是盡力以可見的行動來讓誤解方能正確理解，藉此來證明保

羅是忠於猶太人的律法和習俗。

很多時候基督徒會誤以為只要做給神看即可；不必在乎人的誤解。但我

們若細看使徒行傳二十一章的敘事，甚至是哥林多後書一到二章保羅努力澄

清誤會的故事，都讓我們學習到：信徒在做給神看的前提下，也要盡力做給
人看。

遠東福音會主要是以中國為服事之主要對象，有些人誤以為我們不愛台

灣的百姓，其實不然；殊不知我們常常在每天的早會上為台灣禱告。話雖如

此，我們仍盡力將節目的附加價值提升，以具體的表現讓台灣教會不至於誤

會；甚至特任專職同工，每日將節目透過台灣之弟兄姊妹及同胞所常用的

LINE社交平台，宅配至受眾的電腦與手機中，讓眾人看見我們愛普世華人靈

魂的心。

做給神看，也要做給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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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羅面對不實的指控，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們，建議保羅帶著當地四

個許了願的人，與他們一同去行潔淨的禮，並替他們繳費，使他們得以剃掉

頭髮（這是拿細耳願，保羅自己也曾許過（徒十八18）。）這樣就可以使眾

人明白，他們以前所聽見的關於保羅的指控都不是事實，而且知道他遵行律

法。保羅的潔淨禮持續了七天。在他即將完成潔淨禮的過程時，卻在聖殿裡

遭遇暴動。有一些從亞細亞⸺�亦即以弗所⸺�來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參

加五旬節的慶典。他們稍早前曾看見保羅和以弗所人特羅非摩一同出現在城

裡，現在又在聖殿裡看見保羅，就以為他也帶特羅非摩進入聖殿；於是他們

高聲喊叫其他的以色列人來幫忙抓保羅，因為他不但在各處教導眾人反對以

色列百姓、律法和這地方，現在竟然帶著外邦人進入聖殿地區，玷污這聖地

（徒二十一29）！

在這裡也讓我們看到，謠言及錯謬傳播的可怕；今日亦若是，不正確的

訊息常常透過以訛傳訛的社交平台，以及極快的速度傳播出去，社會上充滿

著許多「帶風向」的假新聞。但其實教會界又何嘗不是如此，因此，遠東福

音會網站上的所有節目及信息，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核始能播出，我們的每

一集節目，在播出前，都邀請資深牧者及信徒來幫助我們把關。遠東如此費

工費心的製播節目，為的就是希望營造一個「正確傳播」的管道，讓弟兄姊

妹能夠推薦給慕道友或其他信徒，一個安全與符合真理的福音網站。

當眾人聽見保羅被指控帶外邦人進入聖殿、玷污聖殿，眾人群情激憤，

捉住保羅，把他拉到聖殿外，殿門立刻就關閉了。他們正想要殺害保羅，有

人報信給羅馬軍營裡的千夫長。千夫長聞訊後立刻帶著兵丁和幾個百夫長，

盡力澄清謠言，並不保證在世一定可以沉冤得雪

留意小細節，不讓宣教事工被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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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他們那裡。猶太人看見千夫長和兵丁，就停止打保羅。保羅在徒二十一

章中讓我們看到他的「細膩宣教心」，他對外邦千夫長用希臘語（徒二十一
37），對猶太人用亞蘭語（徒二十二1-2）。「受眾之語言背景」必須是傳播
的重要考量。保羅留意語言的小細節，不讓宣教事工被打結。

遠東福音會也是如此，我們不只針對少數民族有以其母語表達的節目

（目前遠東所製作關於少數民族的廣播語言有：廣西壯語、雲南話、白族

語、蒙古語、維吾爾語、西藏康巴語、回民廣播和傈僳語。）在台灣，我們

也特別將《曠野嗎哪》錄製有「台語版」及「客語版」（其中客語版預計

2020年上半年推出），這些不同族群母語的節目，其實也是源自於「一顆細
膩的宣教心」。

保羅被猶太人誣告就算了，甚至有四十位激進分子，發誓不吃不喝要暗

殺保羅（徒二十三12-15），但神卻讓保羅的外甥不經意間聽到了這消息。

使徒行傳二十三章16-21節說：保羅的外甥聽見他們設下埋伏，就來到

營樓裏告訴保羅。保羅請一個百夫長來，說：「你領這少年人去見千夫長，

他有事告訴他。」於是把他領去見千夫長，說：「被囚的保羅請我到他那

裏，求我領這少年人來見你；他有事告訴你。」千夫長就拉著他的手，走到

一旁，私下問他說：「你有甚麼事告訴我呢？」他說：「猶太人已經約定，

要求你明天帶下保羅到公會裏去，假作要詳細查問他的事。你切不要隨從他

們；因為他們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經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

現在預備好了，只等你應允。」

於是，羅馬千夫長便叫了兩個百夫長來，預備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

槍手二百，於晚上九點連夜出發，護送保羅至凱撒利亞的監獄（徒二十三23-

神透過保羅外甥「不經意的聽到」，保護了保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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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這裡，我們不只看到神以「另類的方式」保護了保羅，「利用羅馬軍
隊」來拯救保羅脫離敵人。我們更看到神讓保羅的外甥在不經意中聽到此消

息，而使保羅得蒙拯救。

遠東福音會每天製播近22個節目，我們除了透過廣播傳送外，也不放過

任何一個能夠傳播的載體，就是期盼「也許是一個不經意的聆聽，就能使人
得蒙神的拯救與保守」。其中我們大力使用的LINE官方帳號平台，明年2月

將收取大量傳播費用（每月近10萬台幣），我們現也正在製作能平行順利

轉移「以LINE為收聽模式」的手機應用程式，這程式的開發需要近100萬台

幣。厚恩誠摯邀請您為我們禱告，不只禱告製作團隊能符合有效傳播概念的

智慧設計，也為每一個傳播載體的傳播，使每一次「那不經意的聆聽」，都

能讓受眾感受到耶穌愛他們的心！

遠東福音會 11 - 12月感恩與代禱

1. 遠東福音會除了平日錄製各式福音廣播節目外，我們也成為眾教會及機構

的膀臂，協助影片的配音及後製工作；日前本會協助台灣好鄰居協會之弱

勢兒童事工完成配音及後製，為著神更多使用遠東在聲優上的恩賜，為之

感恩與向神禱告。

2. 本會所製作的《荒漠甘泉》有聲靈修已播出多時，今年11月起我們邀請楚

雲老師，開始錄製司布真的《靜夜亮光》有聲靈修，預計於2020年開始播

出，願神使用這節目，幫助信徒在靈命上有所成長。

3. 良友聖經學院是本會對中國信徒所設計的空中神學院，從11月起將由台灣

遠東的張得仁牧師接任院長，請為張得仁牧師能每月錄製及寫作信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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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及鼓勵中國信徒禱告。由於中華福音神學院搬遷至桃園八德，老師往返

錄音不易，請特別為中華福音神學院周學信老師所錄製的《教會論》，能

於2020年初的教學空檔，順利於本會錄製完成代禱。

4. 9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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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在網路上陸續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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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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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所需繳

交的土地增值稅代禱（約台幣3000萬）。

6. 請為每年所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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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電費為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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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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彙整

總幹事/于厚恩牧師
感謝主，在今年3月讓台灣遠東福音會能順利於台北舉辦國際遠東年會，

有來自23個國家近百位的代表齊聚一堂，彼此對於新媒體的傳播有著美好的

經驗交流。今年我也因為確診高血壓與糖尿病，促使我在生活上有所調整，

經歷神化妝的祝福。也謝謝神賜下遠東的每一位同工，忠心、認真、勤奮、

努力地完成所託，願神加倍報答他們。

廣播牧師/袁擇善牧師
在遠東服事27載，數算主恩，衣食無缺勝過以色列百姓（申8:4）。如今

即將於2020年6月提前退休，甚喜女兒也投入全職服事（書24:15）。盼一生

年日在主手中，求主繼續保守帶領。

行政副主任兼會計同工/蔡純安 

今年3月，台北辦公室承辦遠東一年一度的 Internat ional  Counci l 

Conference，簡稱「ICC會議」。台北物價並不便宜，過去我們也沒有承攬

這類活動經驗；無論是在經費或實務上，都令人捏把冷汗。

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同工們分工合作；在許多看似不起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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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中委身。從訂房﹑主持﹑敬拜讚美﹑影音等預備上，不僅各按其職；更

多發揮了肢體間的彼此相顧。

神總是在試煉我們的過程中，一步一腳印地賜下祂的恩典。滋長我們的

生命，好使我們成為可用的器皿。感謝神！一年又過去了，回首這一年神總

在我們擔心之時，供應及時。

工程專員兼音控師/陳鼎明
來到「遠東」有份於福音廣播事奉，至今已超過二十二年。感謝主！這

是學習謙卑順服的二十二年，更是恩福滿溢的二十二年！

2019年，在服事和生活中快速滑過，不知不覺又到了歲末年終的時節。

回顧這一年來，無論是我自己，或是我的家人，雖然難免遭遇病痛、憂愁，

但神的恩典和憐憫始終是我們全家最大的倚靠和幫助！而我在「遠東」的服

事，每天都有新學習、新挑戰，求主幫助我、陶造我，讓我成為合神心意、

好用的器皿，使我這原本卑微的瓦器，因著那在我裡面的寶貝，而得以彰顯

出神莫大的能力來！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

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

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1:10-11）

節目後製及音控師/任文華
感謝主一年很快又過去了！我在台北遠東福音會的事奉也進入第十年

了！

感謝主在遠東的服事中，可以跟幾位在廣播界非常資深和專業的老師錄

音，雖然我不是節目主持人，可是在這幾位老師身上學到很多關於廣播專業

上的知識與服事態度，還能加強我用耳朵分析聲音的能力！讓我能更加進

步，用最好的一切來服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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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控師/謝明傑
到遠東福音會這個大家庭服事，已經過了二十一個年頭。去年（2018

年）五月接了台語版《曠野嗎哪》錄音及後製，能夠讓不同語言族群的人聽

聞福音，辛苦是值得的。

當然，最受歡迎的節目國語版《曠野嗎哪》仍然是我音控，我從進到遠

東福音會服事，就幫主持人孫大中錄音到現在，從《與神同行》、《清談三

十》、《都會N世代》、《絕妙當家》、《恩典花園》到《靈命日糧》，感

謝主，這些節目陪伴聽眾度過許多日子，有歡笑有淚滴，最重要的是有靈命

上的成長，能夠與神有更親密的關係！

《每日晚禱》的錄製與後製持續中，願幫助更多人在靈命上有成長，願

主的榮耀彰顯於這個世代，阿們！

核聽傳輸同工/陳恩沛
感謝神賜下核聽義工團隊，在自己或家人身體狀況尚可時堅守服事的崗

位，每週忠心的擺上是極大激勵與幫助。電波能到達人到不了的地方，今年

初籌備遠東國際年會時聽聞各國事工，對於傳福音的眼光被主更新。今年主

賜下一些修課的機會，境界被主擴張，期待預備自己被主使用。生命雖有破

碎時，但主的恩典夠用，也賜下遮蓋與同伴。願事奉的心志被更新，對焦於

神，謙卑順服，成為事工的支援、聽眾的祝福！求主加添信心，學習交託！

庶務同工/陳桂蘭
身為遠東的掌門人，只要義工們按門鈴，我以聲辨人都能知道是哪位義

工，其中我會叫她「阿季」的義工任姐，她親切的問候、溫柔的笑容，就像

姐姐般關心著我。

今年遠東郊遊日，我跟任姐大膽挑戰六福村「急流泛舟」，當我們完成

認為不可能達成的任務時，興奮的大喊大笑，擁抱著彼此，也感謝任姐願

意陪我一起突破限制。教會牧師常說：「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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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生如同泛舟，我要學習將恐懼留在過去，並笑看風浪。

總務同工/萬明華
感謝神，來到可以服事主，又可以服務人的大家庭「遠東福音會」。我

今年四月八日任職，本著熱情、熱心，溫和待人，積極適應環境，學習工

作；今年中負責將過去的場地做整理與粉刷，其中抓漏的整修也經歷神奇妙

的恩典。于牧師除將總務的工作託付我，也訓練我成為音控的同工，讓我學

習音控客語版的《曠野嗎哪》，感謝主，讓我在2019年能參與福音廣播的

美好事奉！

節目部主任/方華
今年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感恩：3月11-15日台北遠東第一次主辦國際遠東

ICC會議，我負責與ICC會員聯繫、報名、簽證及和總會溝通協調等，過程

中看見神奇妙的帶領和安排，最後會議圓滿成功，讓與會的代表對台北遠東

印象深刻、讚譽有加。

9月2-6日與救傳、普世佳音、宇宙光共同製作「因信說話」視頻節目，

從我們擅長的聲音進入影像，是一大挑戰與突破！感謝神！33封書信不到一

星期之內錄影完成，四個單位同心合一的事奉，期盼將基督徒榮美的見證讓

世人看見。兩件美事看見神逐步擴張我們的境界，使遠東的事工更多元、更

豐富！

節目部副主任/章讚
願祢擴張我的境界！在遠東擔任主持人的第二年，著實感受到神的「擴

張」，從協助ICC的舉辦、擔任節目部副主任、開始《歡樂揪你耳》的新節

目，我看見神很紮實地裝備我、磨練我、管教我。

「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求主幫助我，繼續

在福音廣播的崗位上，忠心為真理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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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部總監及主持人/孫大中
《曠野嗎哪》節目今年的網路收聽下載的人次不但再創新高，並且從四

月份開始，有了台語版的節目（客語版也在緊鑼密鼓的錄製中）。今年更與

橄欖華宣合作，將去年2018年一整年的節目文稿以文字出版，使以往沒有機

會收聽節目的朋友，可以透過閱讀文字知道廣播的內容（相信這是對遠東事

工的最佳推廣）。

感謝神，神的恩典多而又多，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節目部監製及主持人/劉文
為這一年能順利完成節目感恩，求主繼續使用這個節目，成為眾人的祝

福，也使這個團隊為主得人如魚，榮神益人。

節目部監製及主持人/楊加美
今年發生了一些事情，有好事，也有看起來不好的事情。原本看起來不

太好的事情，其中也有上帝的美意；而原本以為很好的事，後來也沒有想像

的那麼好，我學會凡事交託、凡事仰望神。

今年年初，收到我父親驟逝的噩耗，當時心情沈到了谷底，但一路走

來，歷經神的安慰與親友的相助、代禱，信實的神是我天上的父，無論發生

什麼事，我都可以用信心面對。

遠東的服事，在每天例行的工作中，也看見神的餵養和澆灌，神餵養我

們這群服事的人，同時也餵養我們的聽眾，讓我們和他們愛主更深，生命因

為信仰而改變，變得堅韌有力量！

節目部監製及主持人/米雅
透過聽眾的來信分享，為他們錄製得救見證，從中也得到新生命成長的

喜悅，感謝主讓我在福音廣播的事工上有份，有幸與神一起同工。

神的恩典是夠我用的，祂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求主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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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學習，耐心等候」。面對新媒體的挑戰，繼續被主更新、調整，作主

合用的器皿。願我的恩賜獻給主用，成為同工的幫助者，繼續傳揚福音、分

享好消息！

 
節目部監製及主持人/方立心
今年有幸與不同的機構合作錄製動畫配音，過程有趣，也是新的嘗試

與挑戰；今年我們也與遠東在各地的錄音室一同開展「喜樂樹全人成長課

程」，讓無法上主日學的孩子，可在家跟著節目唱詩敬拜、聽聖經故事、背

金句、做活動，孩子們十分喜歡。

今年《歡樂卡恰碰》多了好多在世界各地的小聽眾（幾乎都是全家一起

收聽），立心非常開心，因為透過網路廣播，透過這些孩子，福音可以傳得

更廣、更遠！FEBC的使命，始終如一！為這一切向神獻上感恩！

節目部監製及主持人/許金寧
今年給自己的年度命名是「變．穩」。從去年接任《齊來頌揚》節目至

今已超過一年半，如何在變動中仍然穩定成長，是今年自己在各方面的學習

與操練。感謝神，祂確實模塑了我的生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倚靠祂。最後

用以賽亞書五十章4節作為今年的回顧以及明年的提醒：「主耶和華賜我受教

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

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節目部監製及主持人/莊惠年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

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40:29-31）
哈利路亞！感謝主！2019年雖是我身體最軟弱、三天兩頭便去醫院報到

的一年，卻也是神恩典滿溢的一年！因為「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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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量！」

參與「遠東福音會」的福音廣播事奉即將進入第十九個年頭，期間由我

一人主持，或是與其他主持人配搭的節目有《齊來頌揚》、《我思我歌》、

《音樂說書人》和《現代人的希望》，雖然《現代人的希望》已於今年十月

底停播，但感謝主！緊接著，在神的恩典和帶領下，我開始主持網路廣播節

目《人生如歌》，《人生如歌》雖然只是一個週一到週五的「微廣播」節

目，但是，我仍要求主幫助，求神賜給我加倍的能力和智慧，能做出優質的

節目，使人能因此得聽福音，使軟弱者能得著力量！

牧養部主任/王牧民
幾十年來，有太多弟兄姊妹透過廣播聽到福音，生命改變。許多感人的

見證，如同雲彩般圍繞我們。

我們的聽眾中除了來自台灣外，還有60多個國家的聽眾，其中有中國、

香港、日本、巴西、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烏克蘭、新加坡、韓國、泰

國、西班牙、荷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地。

從聽眾的來信，看見他們的需要：面對「信仰遭受逼迫」、「身心靈受

傷」、「軟弱與試探」、「罪的問題」、「疾病」、「家庭、工作」、「交

友與婚姻」等問題。

我們透過信函、電郵、網路留言版、短訊，來回應支持、安慰、關懷代

禱，貼近聽眾的需要。

求主幫助我能成為祂忠心的僕人！

視訊組長/陳怡璇
感謝主讓我在遠東藉各式媒體（如LINE節目宅配），在傳播的部分能奉

上心力。因著LINE官方的更新，使得遠東在經費上增加許多的重擔，但感謝

主，使我有機會負責協調遠東新的手機應用程式（遠東廣播APP）。神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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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個台灣頂尖的設計團隊，目前正在做最後的設計與調整，願我每天所獻

上的五餅二魚，能讓福音的信息，有效地餵飽無數的靈魂。

設計及網頁管理/李榮豪
今年真是極具挑戰的一年，遠東國際年會在台灣舉辦，每三年才舉辦一

次的青年宣道大會也在今年舉辦，對我來說，設計的工作量增加不少。感謝

主，在以前的服事機構，早已練就了淡定面對一切挑戰的精神，就是把所有

重擔交給主，我只要全力完成主託付的工作就好。感謝主，從歲首到年終，

神都看顧保守，凡事盡都順利。

訓練性節目總監/駱雲秀
這是我第一年全職在遠東福音會服事。感謝上帝的恩典，祂深知我的軟

弱，也知道我生命中的需要。進入遠東，一方面得到一段身心靈安靜的時

間，同時屬靈上也得著餵養。每天早上的早禱會，上帝總是藉著不同的分

享，使我得著安慰、造就與勸勉。另一方面，上帝也給了我一個又大又難的

責任，讓我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完成舊約綜覽的課程，讓我能夠好好的再一

次把舊約聖經研讀一遍。新的一年，懇求上帝繼續保守身心靈一切的平安，

也賜我智慧與能力，繼續在遠東完成祂要我完成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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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負責一項事工，很想改變自己在表達力的不足，自覺情感豐富

但只限於文字，面對面的交流，那些愛的語言和思想是沒有辦法分享的。甚

至禱告也是，有人在的場合，我是沒辦法禱告的，不知是出於害羞還是沒有

自信。這麼多年我從未在人前開口禱告過。其實心裡特別想開口禱告，做不

到的那種挫敗很沮喪。除了有赤裸在人前的感覺外，還會有種不安全感，怕

受傷害。自從被主揀選後，這樣的情感緩和了很多，其實還存在。特別親人

不懂我的時候，自己會以怒氣回應，也不想解釋。勝不過，很掙扎痛苦。」

（聽眾「軟弱弟兄」）

代禱：為「軟弱弟兄」禱告，讓他可以靠主勝過軟弱的性格，除去心中的害

怕心理，勇敢面對人群。

「今天是我父親遺體火化後第三天。我們家從殯儀館回來後，老媽告訴

我們今天想通了，心情也好多了。爸爸是83歲走的，這幾年由於身體不好，

爸爸過得也很辛苦。現在老媽心裡沒有重擔了，非常感恩。弟兄三人處理完

父親的後事開銷，把剩餘的一萬多元給了母親。弟弟對父母很有孝心，甚至

比老大、老二都好一些，就是不願接受耶穌。去年七月，弟弟經人介紹走進

婚姻，這個弟媳有時喜怒無常，求主幫助他們。」（孫姊妹）

代禱：為孫姊妹家人禱告，弟弟能接受主，一家人和睦相處，見證主愛。

不善表達

媽輕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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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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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會奉獻
宣教奉獻
其它收入

NT$1,501,860 
NT$36,678 
NT$30,000 

NT$443 

    NT$1,568,981 
  NT$457,192 

NT$2,791,680 
NT$1,67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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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937 
NT$76,400 

NT$9,509 
NT$268,496 

NT$12,000 
NT$184,757 

NT$43,100 
NT$14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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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