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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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是——讓小孩子
到耶穌這裡來的「那些人」

馬太福音十九章13-15節提到，

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

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

門徒就責備那些人。耶穌說：「讓小

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

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

給他們按手，就離開那地方去了。

遠東福音會週一到週五8點20分

至9點，是全職同工們一起早會和早

禱的時間，我每月都會為同工們設

計六大領域的早會安排：聖經課程裝

備、知性專題分享、感性專題分享

（藝術與音樂）、牧者傳道勉勵、見

證故事分享、優質影片賞析。期盼透

過這六大類的栽培造就，讓同工們在

學識、靈命、事奉上都能討主喜歡。

聖經學者Merrill C. Tenney的學

生，有一次請他在他的著作上簽名，

Tenney通常為人謙卑且不習慣為自

己的書簽名，便在簽名之後，寫下希

伯來書十章38節：「只是義人必因

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

他。」我也期盼每位神的兒女，都能
以「進步」，當作是自己每日期許的

「腳步」！

在三月中旬的一次早會裡，我邀

請了東海大學美術系羅頌恩老師前來

分享。只要羅老師在台北的時間，我

幾乎每個月都會請他分享一幅畫作。

那一次羅老師分享了Fritz von Uhde

在1884年所畫的《讓小孩到我這裡
來》。羅老師用倒敘的方式，先解釋

十九世紀下半寫實主義的畫風背景

（除真實反映當下之外，「不使用

神話題材」也是寫實主義的重點之

一），但Fritz von Uhde那時卻一反

常態，選用「聖經題材」來繪畫，在

當時他是一位很與眾不同的畫家。在

這一幅畫裡，羅老師要我們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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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焦點似乎不是耶穌，而是「那小

女孩（孩子）」。

羅老師幫我們整理了從十六世

紀宗教改革，一直到十八世紀啟蒙

運動，「小孩子」在繪畫史上的重

要性演變。使我們可以對於Fritz von 

Uhde《讓小孩到我這裡來》的藝術
脈絡有了全面的掌握。原來從十六世

紀以來，便有許多畫家在畫作中，呈

現對「小孩子」這主題的重視，且頻

率日益增加，其中包含對兒童教育的

重視，對兒童在家之信仰教育的強

調，都讓「小孩子」這主題屢屢出現

在畫作中，甚至是祭壇畫中！

最後，羅老師要我

們觀察這幅畫小孩子的

背後，常為人所忽略的

重點⸺那些帶小孩子

來的「那些人」。「那
些人」原來也是這幅畫
的重點之一，帶小孩子

來到耶穌面前的，有大
孩子、婦女、成人、老

人等。羅老師期勉我們，「小孩子」

其實可延伸領會為「非基督教文化的
慕道友」，而遠東福音會所做的工
作，就很像「那些人」，那些帶小孩
子來到耶穌面前的人。

這幅畫的「畫中話」，其實帶給

我很多啟發與鼓勵，這世代哪些人是

小孩子？也許這所謂的「小孩子」，

不只是生理上的小孩子，還包括許多

對信仰陌生甚至無助的人，他們也是

小孩子，需要更多像遠東福音會的福

音夥伴，將他們帶到耶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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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 3 - 4月感恩與代禱
1. 感謝神，遠東福音會自2021年1月1日開始，本會全面啟動Podcast播客的事

工，歡迎您使用以下平台搜尋及協助推廣：SoundOn、Firstory、Spotify、
KKBOX、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首波Podcast節目有：

(1) 《曠野嗎哪》：這是遠東著名的靈修節目，由孫大中主持，現在透過新增加
的平台來傳送每日靈修節目。

(2) 《教牧支援》：現有的Podcast以中文教牧資源為內容的節目不多，于厚恩
牧師決定以「教牧支援」為題，在Podcast中針對牧者、傳道、全職事奉同
工談教牧的議題，以男女輕鬆對談的方式，分享教會及牧者傳道實際面臨的
問題和因應之道，此節目於每週五上架更新。

(3) 《歌，有事嗎？》：人生的旅程就像是一首又一首的歌，每首歌背後都有其
動人的故事，或歡笑或淚水，都成為生命滋養的過程。在此節目裡會邀請創
作詩歌音樂的朋友，分享他們歌曲背後的點點滴滴，也會不定期翻唱經典好
歌，在彈唱過程中與聽眾聊聊歌中的故事。主持人是許金寧，此節目於每週
五上架更新。

(4) 《窩們的》：希望提供一個給婦女休息、充電、彼此打氣的空間，可以讓女
性持續美麗、持續精進自己，快樂地向前走！主持人楊加美會從生活、信
仰、藝術、文學等各個層面切入婦女朋友所關心的議題。節目每週六上架更
新。

2. 2021年2月15日起，本會協助加拿大遠東，在溫哥華本地電台播出的節目
《輕輕鬆鬆半小時》。願神使用台灣遠東所製作的欄目，在每天半小時的聲
音陪伴中，能將福音與安慰帶入受眾的心中。

遠東所有
podcast節目

教牧支援
臉書粉絲專頁

半邊天
臉書粉絲專頁

許金寧的廣播心世界
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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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已更新設備，承接協助影視「配音」之服事。2021年2月中旬後，遠東
福音會除了如常製播各式節目之外，也不時接獲主內其他福音夥伴請求協
助「配音工作」（視訊配上音訊），型態涉及「時間的掌握」與「嘴型的
同步」；為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添購並更新設備，以利配音之需，讓遠東
在「配音」的領域上，能為神國效力。願神使用遠東福音會，不只在福音廣
播與傳播上能為主擺上，也能夠在福音影音的配音需要上，以優質的各式美
聲，來襯托出視訊福音傳播的效力。

4. 三月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教授葉仁昌老師，已開始錄製七月
開播的podcast節目，暫定節目名稱為《Solo-Man談財富與人生》，請為葉
教授的預備與節目錄製代禱，願神使用這節目來破除受眾對財富的迷思與網
羅。

5. 每月在遠東福音會參與錄音的前政大文理學院院長王壽南教授，在本會錄製
的《夫妻關係講座》，將由台灣商務出版社出版，預計於今年六月上市。請
為商務出版社的編排與美編，以及本書內容除透過聲音使人受益外，也能以
文字出版的形式來影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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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傳道——福音廣播
的總體回顧與前瞻

◎遠東中文事工夥伴
會議主席/盧炳照

使徒保羅對其屬靈兒子提摩太

語重心長的勸勉，於今天仍

然鏗鏘有力。「務要傳道，無論得時

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

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提後4:2）

這兩年，肯定是「不得時」的兩

年。新冠肺炎爆發，瞬間席捲全球，

對普世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產

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在疫情下，中國

境內一些教會的景況是雪上加霜。但

我們深信現今正是高舉和傳揚神的道

的時候！我們絕不能讓「不得時」使

我們搖動和分心！

雖然外圍的環境十分黯淡，但蒙

主恩典，遠東廣播在「不得時」的廣

播，不論在中國境內和其他地區都有

出人意外的表現。在中國「封城」的

數個月裡，遠東廣播透過節目與疫區

居民同行，收聽的數字曾一度上升超

過30%！ 

前瞻未來，無論得時不得時，我

們將繼續專心透過廣播和不同的媒體

平台，向中國境內和全球華人，傳揚

神的道，竭力使他們得著耶穌基督的

福音，並成為愛慕祂的門徒。

 因著中國境內尚有逾13億的人

加強福音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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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救恩門外，在未來一年，遠東除

計劃增加福音節目的比重（目前已逾

40%）外，也會努力提升福音節目的

質素，引領更多人歸向主。

為接觸中國境內偌大一群「未

得」的青年人，遠東計劃推出新的品

牌「破殼」，以投入一個有巨大潛力

的「播客」平台（Podcast）。節目

將由本會一群滿有使命和熱忱的年

輕同工製作，盼藉著這些非一般的

節目製作，使我們能接觸到一群經由

「良友電台(遠東在中國境內的電台

名稱)」所接觸不到的對象，向他們

分享真理。我們期盼藉著一些以新形

式製作的節目，吸引更多聽眾明白真

道。

四個良友聖經學院課程經過一年

的檢討和評估後，為著提升學員的培

訓程度，以回應當前的牧養和事奉需

要，「良友聖經學院」已於2021年

推出「聖工學士」課程，為中國境內

信徒和牧者提供更有效的訓練。

在疫情和政情的新形勢和常態

下，要活出真門徒的見證和生活殊不

容易。在新的一年，遠東將不斷檢討

聖經教導，栽培類別以及門徒訓練等

節目內容，以求更適切的幫助及激勵

中國境內和全球華人活出真誠的信仰

生活。

福音廣播從頭一天就是夥伴合作

的成果。從節目製作，電台或平台的

播送，聽眾的跟進，事工的支持等，

堂會、神學院、機構和信徒的合作都

是不可或缺的。未來，我們將強化和

其他福音夥伴的合作，使福音廣播不

但有更美好的果效，更能產生協同效

應，與眾夥伴一同將福音在中國境內

和全球華人社群中廣傳。

發展嶄新品牌

激勵門徒生活

緊密夥伴合作

提升培訓程度

服事日常 主恩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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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日常 主恩非常
◎本會庶務同工/吳頌祈

我來自一個基督信仰的家族，許多親戚都是基督徒，我很喜歡在餐廳

裡有三、四桌人一起禱告的感覺。我從小就讀教會的幼稚園，雖然一直都相

信神，但直到高中時，才更加體會到神的真實存在與大能，更認真地來認識

神。

雖然我來自於基督化家庭，但基督信仰入世而不出世的精神，也影響著

我從前的工作嘗試。我做過基層餐飲內外場、醫藥工廠作業員，從事過玩具

與點心百貨專櫃服務業、甚至也投入過專業的推拿按摩和網路遊戲社群行銷

我來自一基督化家庭

上帝的奇妙帶領與個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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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是主修數位多媒體系）等工作。

在這些職場經驗中，我一直在想，這是我要的生活嗎？除了以上的省

思外，神也透過這些工作，漸漸的加強了我個性或能力上不夠好的地方，例

如：在推拿按摩業，讓我從內向個性中，突破自己，開始主動與人交流，甚

至也更勇於與不熟的人交談。

2020年遇到新冠疫情，原任公司因故資遣的部分員工中，也包括我。但

神仍是恩典夠用的神，祂讓我靠著資遣費能在待業尋求下一步的過程中，有

接案與繪畫創作的機會。

就在尋求下一段工作時，身為牧者的父親有事到遠東福音會找于厚恩牧

師，得知遠東有一總機庶務的職缺。父親告訴我這是個難得的服事機會，但

我甚是猶豫，當時其實我也已經在人力銀行上的幾間公司投了履歷。於是，

我跟神做了一個印證的禱告，我需要尋求神的引導，之後神也給了我印證，

我便很確定神要我來遠東服事。期間我也了解了遠東福音會的職缺服務內容

與未來搬遷的可能需要，于牧師和遠東主管也和我約談，了解我的狀況與恩

賜後錄取了我。於是，我便於今年農曆年後，正式加入遠東的團隊。

我如何來到遠東福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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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庶務隸屬行政部，工作內容也是包含了總機、庶務、及行政部交

辦的行政事務三大塊。每樣工作單獨看都不難，難在「要做的事情會一起出

現」。例如正在接電話時，門鈴響了；在處理影印機時，電話響了、來賓進

門了，要快速決定先後順序處理好每件事，一忙起來，原先的規畫可能需要

機動調整與應變，甚至有時也要在適應後找出新的做事方法。總而言之，這

個崗位的事情就是多樣、繁雜且

有趣，極具挑戰性。

此外，很高興我在這裡也

可以發揮美術方面的恩賜，文旁

的這圖是用WORD重新製作的

鐵門封條（因遠東和華神之間的

通道，除緊急狀況外，該門是須

貼上封條禁止出入通行的），遠

東主管讓我有發揮創意的機會，於是我設計了「一看就讓人瞬間知曉不得開

門」的創意封條，我希望把工作變得有趣，也希望能從平日的工作中，帶給

同工們不同的趣味和感受。

其實我還有很多故事喔，我相信日後在遠東，一定也有更多神所帶領與

恩待的故事要繼續發生，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總機庶務的日常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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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人生中充滿轉折

的一年，離開了長達七年的全職

傳道身份，重回神學院補齊過去

失落的學分。而這次當神學生，

特別想將實習的眼光轉離一直以

來熟悉的教會牧養服事，盼望能

拓展眼光，嘗試關注宣教與傳播

的事工，因而進入遠東福音會，

成為實習生。

依過去在教會的實習經驗，內心早已做好心理準備，實習生最初極有可

能是以協助一些瑣碎行政的事務為主，畢竟既沒經驗也還不熟悉，還不清楚

應該放在什麼樣的位置。出乎意料之外，實習導師于牧師第一時間開始安排

的，並非工作項目，而是一系列的課程。從各類型的節目、廣播劇，到播音

訓練，甚至是錄音的學習，每週都有不同的同工幫我上課，這真是無比珍貴

的經歷。從每一位同工的分享中，吸收不同類型、不同群體所需要考量的大

小細節與創意，更從資深同工與年輕同工的口中，聽見遠東的深厚底蘊與嶄

新創意，那些絲絲縷縷的細節與故事，都是建構起遠東福音會的點滴。

◎實習生/汪寧

創意不止

   福音不息
有系統的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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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部的同工們不約而同的在分享後，鼓勵我發問，而我最喜歡問的，

就是關於帶狀節目的內容來源與預備，畢竟那是一週五天、年復一年的艱

辛考驗。而他們的回答，都激勵著我。無論是從大量書籍閱讀中尋找靈感，

或是仔細品嚐生活點滴融進節目中，抑或是報名各種課程充實自己、拓寬視

野，每一位「學長姐」都沒有因為忙碌而停下學習的腳步，這對我來說真的

是很重要的學習。

第一個實習挑戰，就是為一個新開的教牧節目撰寫節目大綱。雖然是節

目大綱，但因為是談話性的模式，而兩位主持人又都是身經百戰的老手，並

不需要過於細節的內容，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地蒐集相關的資料，並且

把參考用的書籍內容整理並附上聖經經文。原本以為有過去在教會服事的經

驗，將書本的內容整理出來並加上經文，應該不會太困難，不過這個節目也

會上到podcast，內容需要多元化，讓我每個禮拜都有不一樣的挑戰。每一次

開啟一個新的文字檔，就是我開始天馬行空的時刻，讓思緒不只停留在教會

裡的牧養思維，更多思考一般人可能會產生的疑問，進而去搜尋相關聯的資

料。有意思的是，這些資料每次會被採用的比例都不同，所以每次于牧師錄

完節目後的分享，就是我的緊張時刻。看看我的資料與兩位主持人發生什麼

日常創意從何來？

第一個實習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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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共鳴」，成為一種特殊的樂趣，也成為我下一集預備材料的動力。

從資料搜集、編撰文稿，到不時在不同節目中客串，視野與思維都有了

更新。看見眾人在聖經與真理的根基中，盡可能地發揮各樣創意，真是使人

熱血沸騰！就如同常常在辦公室聽見的那首主題曲所說：「透過電波訊號，

無論上天下地；藉著同心合意，哪怕是晴天霹靂；腳步依舊是堅定，創意無
限前進；我們是要讓福音，聲聲不息。」雖然好像是關在錄音室裡，對著無

人的時空說話，但我相信，那些話語必然帶著聖靈的力量，穿透限制，走進

需要的人心裡，帶出上帝福音的大能。

    您可以掃描QR Code
進入線上奉獻頁面

讓福音聲聲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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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舅舅、舅媽來我家就和我吵架，我腦海裡浮現很多攻擊他們的念

頭，如果沒有神，我可以用極度殘忍的手法去傷害他們，在那一刻我突然明

白了，原來我內心有非常可怕的罪惡。當我與他們接觸，剛開始還可以忍

耐，或者是虛偽的應對，但當情況變本加厲後，我裡面的黑暗就出來了。他

們是一面鏡子，甚至我比他們更可怕，我該怎麼辦？」（聽眾「小黑」）

代禱：聽衆「小黑」在聖靈光照下，洞悉自己內心的惡和黑暗，願她能依靠

神的大能建立生命，脫離黑暗的權勢，為主作美好見證，讓舅舅在她身上看

到主的大愛和寛恕。

    「中學時一位朋友喜歡研究無線電，家裡有一台短波收音機，那時對國際

廣播有點興趣，知道有良友福音電台的存在。當年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對信

仰興趣不大，所以沒有刻意去聽。直到高三臨畢業的時候，在一個佈道會中

決志信主，信仰生活開始了。跟隨主的道路卻是在邊緣，直到經歷一連串的

事件後，才决心回到教會，並且受洗歸主。因爲我是無線電發燒友，於是買

了部短波收音機收聽良友廣播，使我獲益良多。後期因工作及升學的關係，

停了收聽。感謝主，在我朋友的幫助下，在家的樓頂安裝中短波天線，我又

可以收聽福音廣播了。」（聽眾「發燒友」）

裡面的黑暗

發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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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感恩聽眾「發燒友」輾轉又來到良友電台的大家庭，願他靈命得幫

助，在教會有好的事奉和見證。

    「我27歲了。與青年人一起聊天時，我學不來他們那種活潑開朗、有趣

的聊天方式，也很怕和小孩待在一起，面對孩童不懂說甚麽。每逢假日，家

裡人聚集時我都會不好受，因爲我看到親戚之間有說有笑，孩童們很喜歡他

們，而我顯得很是孤獨，很不好受，不知該怎麽辦。吃酒席前，大家會聚在

一起聊天，而我卻找不到一席之地，靈魂無處安放，不知道該找誰聊天，又

不知該說些甚麽。真的不能想像，想我這樣的人，又不愛笑又不會表達的

人，誰會喜歡！還有，我希望我的全家都信主」（聽衆「不好受」）

代禱：爲「不好受」聽衆禱告，能學習接納自己也學習與人交流溝通，並請

記念她的家人都歸到主的名下。

    「有件事我很迷茫，就是我剛通篇讀完聖經後，現在不知爲甚麽，不知從

哪開始讀了。我有好多天都沒讀經了，這中間都是聽節目，或者看一些其他

主內公衆號裡的文章度過。有幾次我翻開新約開始讀，可是讀幾章就不想讀

了。我知道基督徒每天要讀經禱告親近神，我也不知道我這是怎麽了，有時

候我想，難道是我每天太忙了？可是又覺得這是藉口，再忙總有閒下來的時

間，不知道這段時間怎麽了，很迷茫。每天工作、家務、輔導孩子很疲憊的

狀態下再去親近神，僅有的一點時間禱告，又覺得是在應付似的，這種狀態

下該怎樣調整自己？」（聽衆「一路有你」）

代禱：爲「一路有你」禱告，需要重新整頓心情，好好體會神話語的甘甜，

在主裡面有平安有喜樂，願姊妹重新回到主愛的話語裡。

顯得孤獨

讀完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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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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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奉獻
其他收入

NT$2,866,467 
NT$5,000 

NT$314 

NT$2,871,781 
NT$531,000 

NT$3,305,063 
NT$96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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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6,308 
NT$159,400 

NT$30,509 
NT$23,272 
NT$32,200 
NT$27,570 
NT$45,863 

NT$9,600 
NT$1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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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