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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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新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前一陣子，台灣新聞影視圈不斷地在悼念黃鴻升的故事，36歲的黃鴻

升，因著心臟主動脈剝離，在很短的時間便離開人世，身強體健、個

性活潑的他，讓大家對於他的離開感到非常震驚。

其實，在耶穌那時代，關於死亡的新聞也曾被提出來。路加福音三章1-5

節提到：「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

告訴耶穌。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

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從前西羅亞

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

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

亡！」有人將當時的「兩則死亡新聞」告訴
耶穌，一則是關於「人為致死」的新聞，一

則是關於「意外而死」的新聞。無論是「人

為致死」或「意外而死」，耶穌的結論都一
樣：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換句話說，似乎「各樣死亡的訊息」也

在對你我發出「一個信息」⸺當及時悔改！

接著，關於悔改，耶穌講了一個比喻，路加福音十三章6-9節：「一個人

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裏。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就對管園的

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著。把它砍了吧，

何必白佔地土呢！』管園的說：『 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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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

在這比喻中，果樹之於主人，「結果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結果

子」的第一個重點是「人看得見」。「結果子」的第二個重點是「人會因此
受益」。也就是說真正的悔改是必須要有「結果」，這「結果」他人會看得

見，這「結果」他人也會因此受益。有句話說：「聽其言，觀其行」。沒有

改變的生命談不上真正的悔改。這也難怪下文有人會提出一個問題來：「主

啊，得救的人少嗎？」（路十三23）根據一些猶太文獻的記載，在末世中，

猶太人相信神必拯救以色列群體中所有子民，但耶穌卻一再強調，人需要真
實的悔改才能夠進入神的國。

我們再回到路加福音十三章6-9節，若是人需要真實的悔改才能夠進入上

帝的國，你我恐怕都甚戒慎恐懼吧！但感謝主！比喻中那管園的，卻滿懷慈

悲憐憫，看似一「代求者」，求主人再給人悔改的機會，路加福音十三章8-9

節：「管園的說：『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以後若

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這代求者讓我想到耶穌基督，祂第一次
來，就是要來拯救人的；而且希伯來書七章25節說，耶穌這位大祭司是長遠

活著，「替我們代求」！誠願神賜下恩惠，讓你我都能深知今日「仍被神存
留氣息」的機會之恩，能把握機會，及時悔改！

遠東福音會的角色，也許就像是路加福音十三章8節所描述的施作⸺

「掘開土，加上糞」，神透過遠東的福音性節目、栽培性節目、訓練性節
目，來幫助受眾能得著神恩典的呼召、悔改的勸戒、以及得勝的挑戰。遠東

福音會這幾個月，更是全力以赴地將路加福音十三章8節所謂的「周圍」範圍

予以擴大。將福音廣播更加奔放於手機中的各式平台。以下是台灣遠東目前

所做的努力，鼓勵您，也可嘗試推薦給合適該頻道的朋友們收聽，在福音事

工與我們一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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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os及Android的「遠東廣播」應用程式 

2. 加入遠東福音會Telegram： https://t.me/Febcradio

3. 加入遠東福音會Line@： https://line.me/R/ti/p/%40febctw

4. 加入遠東福音會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febctw/

5. 加入遠東福音會FB：https://www.facebook.com/feearadio/

6. 搜尋SoundOn之曠野嗎哪，Apple podcast之曠野嗎哪，Google播客

 之曠野嗎哪。

7. 下載「愛播聽書」應用程式中，遠東福音會所製播的所有節目。

最後，祝福您與我們一起，與時俱進傳福音，日日被主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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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9 - 10月感恩與代禱

1. 感謝神，本會與環球聖經公會合辦的「聖經小人物庶民神學講座」於10月17日
上午10點舉行線上研經聚會，並同步於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澳洲
悉尼、北美進行，由總幹事于厚恩牧師主講，當天近千人參加。願神繼續在受
眾心中工作，使每一位信徒的生命能繼續扎根與進深。

2. 8月29日下午，兒童節目《歡樂卡恰碰》舉辦聽友會，因著網路傳播之效，我
們的節目除了成為中國信徒屬靈生命之靈糧外，也成為台灣弟兄姊妹們的幫
助。當天有許多小朋友出席，其中也有我們常在禱告中記念，卻不曾謀面的聽
友。願神將福音的種子，栽種在孩子們的心靈土壤上，使其一生在主的道上不
偏左右。

3. 遠東在計劃明年事工時，四地區錄音室正倡議增加使用Podcast平台。因此，
「良友電台」計劃於明年打造一個新品牌，以接觸年輕一代的同胞，所採用的
平台將是Podcast。願神恩待此新做法，能贏得年輕的靈魂。

4. 明年1月台灣遠東將承擔造就中國傳道人的重量級節目《晨曦講座》，這節目
是遠東相當資深的節目，內容包含教牧輔導，差傳宣教等，現正如火如荼地預
備錄製中，盼您代禱，求神使用這節目，成為中國教會的祝福。

5. 遠東10月底將舉行年度退修會，將針對明年主題《來跟從主》，做出各個節目
的合宜規劃，求主保守這退修會，讓全體同工一同集思廣益，興旺福音。

6. 為因應因LINE從今年3月底開始，要收取每月近10萬台幣的昂貴傳送費用；所
以，我們從4月1日起，將不再主動用LINE傳送節目；為因應此情勢，我們也特
別製作了「遠東廣播」APP（手機應用程式），讓您在收聽節目上更加方便。
以下是下載連結網址，您可按您手機的系統，選擇下載，祝您下載順利，天天
得著屬天的福氣。

iOS版 Androi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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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is more」這句廣告詞乍

聽之下很矛盾，但仔細想想，卻很有

意思。在產品中加入越少的添加劑，

代表它能帶來越多的效果。我們也來

一句「Narrow is Broad」。廣播人

人可聽，但如果能清晰定位自己的對

象，針對他們的興趣和需要來設計節

目，我們能夠凝聚一群有共同興趣的

受眾在一起，增加了聽眾對節目的黏

度，主持人亦更能對準受眾的需要製

作適切的節目。看來是把對象人群收

窄，實際上卻因為對象清楚，內容也

NARROW IS BROAD

福音「窄播」
◎林青青/中國事工辦公室主任

過去的福音「廣」播，強調的是傳播的廣度。

今日的福音「窄」播，重視的是分齡的深度。

從廣播到窄播，不變的是分享主愛的熱度！

更有針對性，宣傳起來也能吸引更多

的特定受眾，讓效果與影響力更廣。

    

電台的廣播模式，過去許多年都

是排好時間表，在每個時間段電台播

甚麼，聽眾便聽甚麼。現在卻可以用

點播的方式，自主選擇隨時想聽甚

麼，便聽甚麼。這種模式翻轉了媒體

的生態。窄播除了能吸引同類型的目

標受眾，也使節目更容易做宣傳。在

網上將節目分類和設置標籤，讓人容

易找尋；不然，在偌大的資訊海洋

中，我們的節目很難被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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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以分齡牧養的方式，能夠更

好的照顧到不同年齡的群體。而在福

音廣播事工中，也有分齡窄播。我們

感受到中國教會面對的壓力越來越迫

切，我們希望能夠回應現況和需要，

提供服事。其中兩個重要層面是：

第一，為信徒打好聖經根基，使他們

在面對患難時不致膽怯；第二，加倍
努力去傳福音，因為內地教會信徒現

階段不能自由地傳講福音。

遠東廣

播向內地廣

播的良友電

台，節目種

類很多，若

以 內 容 分

類，有講道查經、詩歌音樂、婚戀家

庭、輔導關懷、生活智慧或課程學習

等等。而其中還有一些是以人群為服

事目標的節目，去年良友電台重新整

合資源，將一些缺口補足，盼望能對

準受眾，更容易將好消息帶給他們：

    兒童及家長老師⸺

    《喜樂樹全人成長課程》
    兒童⸺《歡樂卡恰碰》
    青少年⸺《歡樂揪你耳》
    青年⸺《星動一刻》
    女性⸺《半邊天》
    老年⸺《歲月正好》
    殘疾人士⸺《無限飛行號》

翻開聖經，原來使徒保羅早已洞

悉這個道理，他可以說是「窄播」的

鼻祖。他在哥林多前書第九章已提

到：「向甚麼人就作甚麼人，無論如

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

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

好處。」既然主已將使命交託給信
徒，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仍然要全

力以赴。請您記念這些節目的製作，

求主賜下夠用的資源、充足的智慧

和無比的毅力，帶領我們繼續勇往直

前。

分齡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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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事工辦公室團隊籌備半年，已正式推出《穿越聖經》節目，得到聽

眾熱烈的迴響。第一個月起，《穿越聖經》成為點擊收聽節目的榜首。在疫

情之下，許多人盼望找到生命的錨，聖經成為許多人渴求得安慰的泉源。

這個與Through the Bible（TTB）合作的五年讀經計劃，是根據已故麥

基牧師（Dr. J. Vernon McGee）的講道翻譯製作而成。麥基牧師終其一生鑽

研聖經，熱心與人分享。跟隨他的讀經計劃，猶如在聖經這幅大地圖上穿越

遊走，在不同空間與不同年代中穿梭。麥基牧師的講道己翻譯成120種以上的

語言，在不同地區錄製節目，亦出現不少趣事：有些地區的製作受到資源和

人才的限制，甚至節目只能在戶外錄音，還不時會出現雞叫聲或牛叫聲，充

滿了鄉土氣息。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收聽在錄音室錄製的專業版本，這是恩

典。

節目推介《穿越聖經》

穿越聖經-良友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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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前一天，我開始在微

信上關心湖北的聽眾，邀請

他們分享代禱需要。從1月30日起，

在良友聖經學院網站和微信分享「情

繫湖北」，為重災區湖北的聽眾代

禱，在封城歲月中與聽眾一路同行。

肺炎疫情突然在武漢出現，很多

居民染病，弟兄姊妹也不例外。武漢

的教會有不少信徒、教牧同工患病；

有全家受感染，也有少數信徒和同工

染病死亡。除了患病之苦，更有隔離

之苦。疫情正值春節回鄉的時候，各

大小城市、鄉鎮都相繼封城，很多信

徒回了鄉，要三個月後才可以回到城

市，為生活起居帶來不便。

春節開始，所有聚會突然要停

止，教會只能轉為網上聚會的安排。

有些教會沒有網上聚會的條件，也有

很多老年信徒不會運用智慧手機，這

一切都帶來了牧養上的困難。「情緊

湖北」分享了信徒參與網上聚會的經

驗，一起學習如何在網上牧養。

武漢爆發疫情後，全國的信徒、

甚至海外人士，都很想送物資或捐助

湖北的教會和醫院。武漢的信徒也發

起網上的中介平台，把防疫物資轉

送給有需要的居民。因為我在微信分

享的緣故，也在當中作了橋樑，把資

源轉給內地的聽眾，再發給有需要的

人。

從來沒想過疫情會在全球不斷地

爆發，3月31日開始了「情繫世界」

的分享，鼓勵聽眾為不同的國家和

地區代禱，三個月共分享了52篇，

受苦的教會
分享的教會

從情繫湖北到世界，再情繫中國
◎阮一心/良友聖經學院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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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禱告的資

料。

過程中，我認識了一些以行動支

援不同國家的內地信徒：他們雖然年

輕，卻很有組織能力，可以集合全國

信徒的力量，在艱難的情況下，購買

各種防疫物資，寄往有需要的國家。

很多聽眾看到良院分享西班牙、印

度、巴基斯坦、非洲等地的疫情，都

想要捐助；我鼓勵他們透過內地慈善

組織支持各國。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樂

意奉獻的心，甚至是之前接受幫助的

武漢教會，也大力支持對海外的援

助。

封城下各人的活動受到限制，不

能親身到災區表達關懷，最有效的救

援行動就是向神禱告。內地信徒組

織了很多24小時代禱網絡，各省聽

眾不停轉發良院的代禱文章，也留

言寫下禱告文。雖然病毒肆虐，卻

把全球的信徒連在一起，在禱告中

彼此記念，為各國的疫情和宣教需

要，迫切呼求主。

疫情沒有結束，另一波的災害

又出現。6月起，中國南方的水災日

益嚴重，在7月3日，我又開始分享

「情繫中國」，為各省的水災情況

代禱。

盼望我們從禱告中看到中國和

世界的需要，更看到自己的負擔，

回應神對我們的託付。歡迎大家掃

一掃QR Code，重溫「情繫代禱」

的文章，繼續為內地教會和世界各

地禱告。

禱告的教會

從情繫湖北到世界，再情繫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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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恰碰同樂會
「立心姐姐~章讚哥哥~」「立

心姐姐我夢到妳耶~」「章讚哥哥，

什麼是私家偵探?」童稚的聲音此起

彼落，防疫口罩遮蓋了孩子們一半的

臉龐，但藏不住他們眼神中的興奮。

2020年8月29日，《歡樂卡恰

碰》節目舉辦了第一次聽友會「卡恰

碰同樂會」，我們在遠東福音會最大

的錄音室共度美好的下午。雖然是第

一次見面，但其實我們早就在節目中

成為彼此的好朋友了。我們一起唱詩

歌、跳舞、玩遊戲、吃點心，在歡樂

的氛圍中笑得東倒西歪，也分享我們

在節目中感受到的心情點滴。

小朋友對節目中的故事和角色如

數家珍，他們記得很多連立心姐姐都

◎方立心(立心姐姐)/兒童節目《歡樂卡恰碰》監製及主持人 

不記得的細節，甚至有小朋友印象最

深刻的單元竟是兩年前的內容！這更

加證明，孩子的心是柔軟的土壤，在

他們心中種下的種子很重要！在孩子

還小的時候，一定要給予他們生命所

需的營養，啟發他們對事物的好奇，

相信自己能成為有影響力的人，更要

讓孩子確信自己被神所愛。帶著孩子

從生活中的大小事認識、經歷神的豐

富奇妙。

11年前，2019年10月25日，

《歡樂卡恰碰》首播，參與錄製的

邦邦小朋友說 : 「希望這個節目可以

播出很久，讓聽到的小朋友有很多收

穫。」感謝上帝，在歷代主持人的耕

耘、台前幕後同工的辛勞之下，我們

做到了，若主許可，我們會繼續透過



www.feearadio.net 11

卡恰碰同樂會 家長現場回饋

◎方立心(立心姐姐)/兒童節目《歡樂卡恰碰》監製及主持人 

節目陪伴孩子成長，讓孩子從小認識

神，並且在未來的人生活出榮神益人

的精彩。

同樂會結束後，孩子們帶著禮物

和喜悅踏上歸途。但這不是結束而是

開始，因為他們帶回家的還有立心社

長交辦的神祕任務—「和朋友分享歡

樂卡恰碰的精彩內容」，孩子們將成

為一個個小小的種子，乘風而起，在

各地結出福音的果子，成為身邊人的

豐盛祝福。

恩柔恩美媽媽 (9歲/12歲)
早上一播這個孩子就會起床，這樣很好叫起床~雖然不是大人的節目，可是跟

孩子一起聽時，很容易感染孩子單純的喜樂。很容易從立心姐姐的分享，看到很

多很小很單純的事都可以跟上帝連連看，不管是介紹生物或是發明，聽了之後覺

得好棒喔，這麼小的事都可以感謝讚美神，好感動~這真是上帝給立心姐姐的很棒

的創意！

晉睿芷嫣媽媽 (8歲/5歲)
我很喜歡這個節目，在我們家比如說出去玩要搭長途車，就會播《歡樂卡恰

碰》一路聽到底。所以我們可能連續聽好幾集。裡面很多東西大人也不懂，有一

集我蠻有印象是抽水馬桶的由來。我也沒想過抽水馬桶怎麼來的，教科書沒教，

這節目不只小孩受惠大人也受惠。透過裡面的知識還有互動，讓小朋友無形中建

立內在良善的美德，懂得感恩跟惜福，真的很棒，謝謝你們！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樣善事。（哥林多後書九章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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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恩詠恩媽媽(8歲/2歲)
感謝遠東福音會還有《歡樂卡恰碰》，立心姐姐跟章讚哥哥！孩子跟著參與節

目活動，努力達到目標在節目中被肯定，給他很多信心和堅持的動力。個性上有時

大人跟他提，他沒法真切體會，可是聽廣播劇他比較能感同身受要怎麼去為人著

想，或是品格培養。他還會將故事從頭到尾講給弟弟聽，這對他來說也是表達訓

練。所以我也推薦給很多媽媽，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基督徒，我覺得透過這個

可以讓他們更認識神，特別是上帝的創造。我們很喜歡這個節目，全家都在聽！

加樂美樂媽媽 : (9歲/8歲)
感謝立心姐姐還有遠東福音會製作這麼優質的節目，不單是有趣好玩，它很

有內容。有時我們要教孩子經文其實有點枯燥無味、甚至比較困難，可是立心姐

姐可以抓到經文的精隨，帶入很棒的禱告詞，我們每次都會跟著一起禱告。我們

每天早晨都放《歡樂卡恰碰》讓孩子們在歡樂中醒來，我們早上就一邊吃早餐一

邊享受這美好的家庭時光！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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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腫瘤經歷兩次核磁共振的檢測，全部都是好消息！腫瘤已經縮

小了70%左右，而且用的每一種藥物都是針對她的，沒有走冤枉路。尤其是

這幾天，她的精神也開始逐漸恢復。我也多了信心，不是出於自己，是出於

從神而來的力量。我是一個比較膽小、內向的人，從前滿臉憂愁，現在靠主

逐漸增加膽量，一樣的環境，一樣的人，一樣的內心險惡，靠主就能掙脫，

就能躲避惡人設下的網羅，就像聖經說的：『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

爪。』願我今年更加經歷主的大能，一家都能得救。」（果弟兄）
代禱：感恩果弟兄媽媽的腫瘤能受控制，也為果弟兄面對生活、面對家人，

能靠主剛強禱告。

「我是一個不合格的基督徒，雖然信主多年總是不能離棄罪惡，我是市

場銷售員，在當地教會也參加了一些事奉。我的工作性質使我為了達到目的

經常撒謊和妄言，真的不由自主地就說出來了，但事後後悔不已，真的是像

聖經上說的那樣，『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常常禱

腫瘤縮小

怎樣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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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族聖經

告交給神，神也改變我很多，但還是會犯罪，這樣的事使我很憂愁，想活出

基督的樣式，有的時候迫於生活和工作，也沒有完全的信心去仰望祂，我想

知道怎樣完全改變自己，成為一個合乎主心意的人！」（蘇州市楊弟兄）

代禱：求主讓楊弟兄有勇氣在工作中活出信仰，堅持立場，不致活在痛苦中

自責，求主加他力量能勝過謊言引誘。

在19世紀末，瑞典行道會派遣宣教士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建立宣教站，也

是新疆史上第一座基督新教據點。而維吾爾文聖經新約部份翻譯工作完成多

年；從2006年開始，整本新約聖經以及創世記、出埃及記譯成現代維吾爾

語，集結成冊。舊約部份尚有九卷仍在努力中。現在維吾爾人可以在網上下

載其語言譯本的聖經，而這些網上活動受到嚴格監控，使維吾爾人愈來愈難

接觸福音。

代禱：透過www.hayatnuri.info 網站和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現今可以用文檔

和語音格式來發送維吾爾語聖經，讓維族人有可能接觸神的話。據瞭解成千

上萬的人冒險登入瀏覽，求主保守並使用，叫渴慕尋道的心靈得著靈糧。請

記念尚餘的經卷翻譯聖工，以及譯經團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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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08月收支表

● 本期總收入
● 應付廣播電費

●本期總支出
●累積結欠

本地奉獻
協同會奉獻
國外奉獻
宣教奉獻
其他收入

NT$2,810,100 
NT$11,821 
NT$33,510 
NT$30,000 

NT$356 

NT$2,885,787 
NT$512,417 

NT$2,571,852  
NT$4,33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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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2,077,918 
NT$133,891 

NT$28,669 
NT$92,961 
NT$38,500 
NT$20,600 
NT$10,340 
NT$12,000 

NT$156,973 

司帳：吳晏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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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