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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總幹事｜于厚恩牧師｜

分辨「次要的」
     專注「主要的」

台灣已受新冠疫情升級影響了好幾個月，因為疫苗的缺乏，使得平時社

經地位光鮮亮麗的人物，因著插隊私打疫苗而被輿論撻伐。但墮落的

人性本是自私的，當年鐵達尼號沉船事件，誰不爭先恐後地搶搭救生艇。但

令人感動的是，當年，約翰•哈柏（John Harper） 牧師站了出來，對著鐵

達尼號上救生艇前爭先恐後的群眾大喊：「『基督徒站出來!』……弟兄姊妹

們，我們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我們已相信了耶穌，有了永活的盼望，不用

懼怕；不過，船上還有不少未信主的人，他們還未得救，倘若我們現在不跟

他們爭用逃生設備，讓未信者有更多人獲救，以後他們仍有機會聽聞福音，

相信耶穌而得著永恆的生命。」人性是墮落的，但基督的救贖可以使人性的
墮落「止跌回升」，昔日鐵達尼號上的美好見證，總能以不同的形式挑戰著

今日的信徒。

路加福音二十章1-2節，猶太宗教領袖表面上是要質疑耶穌權柄，但事實

上，這些猶太宗教領袖是要迫使耶穌自認擁有神的權柄，以致他們能將褻瀆

神的罪名加在耶穌身上。有一天，耶穌在殿裏教訓百姓，講福音的時候，祭

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上前來，問他說：「你告訴我們，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

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在耶穌時代，這些宗教領袖平常高高在上，一副愛神愛人的樣子，但當

人考慮的常常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神的心意」



2

真正涉及個人利益時，其真面目才顯露出

來。路加福音二十章3-7節耶穌接著回應

猶太宗教領袖。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

你們一句話，你們且告訴我。約翰的洗禮

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他們

彼此商議說：「我們若說『從天上來』，

他必說：『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若說

『從人間來』，百姓都要用石頭打死我們，因為他們信約翰是先知。」於是

回答說：「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

這些宗教領袖在沙盤推演後，竟以「不知道」來回答與脫困！他們是真

的不知道嗎？還是他們不想知道，因他們只知道自己的利益！相對於上文，

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位人物叫撒該，撒該是這裡很好的「對照組」，撒該蒙恩

時，他考慮的是神的心意而非自己的利益，甚至他為了實踐神的心意，不惜
犧牲個人利益，他將一半財產分給窮人，且他訛詐誰便還對方四倍。

當這些宗教領袖在權衡自身利益及沙盤推演後，以「不知道」來回答與

脫困時，但耶穌在面對他人的算計時，祂並未中計。路加福音第二十章8節，

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當耶穌說：「我

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耶穌是真的不告訴他們嗎？耶
穌其實是要換另外一種方式告訴他們！耶穌知道這群人不懷好意，用「直球

對決」來處理，效果可能不佳，於是耶穌以「說比喻的方式」來提點他們。

就好像厚恩自己小時候，爸媽與其直接說教，不如買《伊索寓言》給我看，

面對敗壞的宗教領袖
耶穌卻仍善誘啟發他們「神的心意」



www.feearadio.net 3

猶記得爸媽買給我的那本《伊索寓言》故事書，總被我一看再看，許多關於

待人接物的人生啟示，有不少是從其中獲得的。

耶穌真是用心良苦、想方設法地「要人知道祂的心意」，路加福音二十

章9-19節描述耶穌講了「惡園戶的比喻」。耶穌就設比喻對百姓說：「有人

栽了一個葡萄園，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住

了許久。到了時候，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

裏去，叫他們把園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園

戶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發一個僕

人去，他們也打了他，並且凌辱他，叫他空

手回去。又打發第三個僕人去，他們也打傷

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園主說：『我怎麼辦

呢？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或者他們尊敬他。』不料，園戶看見他，就彼此

商量說：『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殺他吧，使產業歸於我們！』於是把他推

出葡萄園外，殺了。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他要來除滅這

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聽見的人說：「這是萬不可的！」耶穌看著

他們說：「經上記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甚麼意

思呢？凡掉在那石頭上的，必要跌碎；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

稀爛。」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

只是懼怕百姓。

面對敵意與敵對，耶穌卻是以不同方式來幫助對方，祂講了惡園戶的比

喻提醒他們，而路加福音二十章19節告訴我們，文士和祭司長也看出這比喻

神要我們不要因為「次要議題」
而失去專注於「重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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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著他們說的！但很遺憾地，他們並未懸崖勒馬，他們仍是繼續布局設陷

要陷害耶穌！接著他們以「可不可以納稅給凱撒的問題」來陷害耶穌（路加

福音二十章20-26節）。於是窺探耶穌，打發奸細裝作好人，要在他的話上

得把柄，好將他交在巡撫的政權之下。奸細就問耶穌說：「夫子，我們曉得

你所講所傳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誠誠實實傳上帝的道。我們納

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耶穌看出他們的詭詐，就對他們說：「拿一個銀

錢來給我看。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

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他們當著百姓，在這話

上得不著把柄，又希奇他的應對，就閉口無言了。 

這裡，我們再次看到耶穌面對他人的算計並未中計，宗教領袖的陷阱題

是個兩難回答的問題：如果耶穌回答應該要納稅，百姓會基於強烈的選民

（民族） 意識和對羅馬政權的不滿而失去

對耶穌的擁戴；如果耶穌回答不可納稅，

耶穌又會被舉報為反政府份子。然而，耶

穌充滿智慧的回應，讓宗教領袖啞口無

言，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
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這句話基本

上的意義：「 兩者並存！」意即基督徒是
天上的好兒女，但也要做地上的好公民。
耶穌的回答：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一方面肯定了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及我們

應該納稅給國家（盡義務），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另一方面卻也暗示一切

都是神所創造的，所有都是神的，包括國家政權也是神允許的，故我們順從

政府的規定其實就是順服神。此外，路加福音旅程故事的結構告訴我們，耶
穌旅程的目標就是要完成救贖，耶穌並未因為次要的議題而失去專注於主要

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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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也是如此，從1949年7月29日對中國廣播至今72年，我們一

直秉持著「單單傳講基督」的福音使命（藉廣播及多元媒體、傳基督、到地

極），凡是涉及政治敏感議題，或國族討論等問題，皆非遠東的主要使命。

在疫情期間，我們關注的焦點也非沸沸揚揚的口水之爭，而是如何更多開拓

福音廣播的可能面向與領域！暑假以後，我們正籌備錄製「葉仁昌教授關於

財富與人生的Podcast（名為：Solo-Man談財富與人生）」、「樂師傅在從

事司機工作下，後座乘客的故事系列的Podcast（名為：溫馨接送情）」、

「戴佳茹老師關於信仰與藝術的Podcast（名為：信仰與藝術）」；並開始

製播全新的「空中兒童主日學」節目。台灣因疫情升至三級警戒，使得兒童

聚會無法實體運作，遠東願在這部分協助眾教會，我深信您也了解，一直以

來，中國教會是無法進行兒童主日學的，甚至教會還會被要求要掛上「未成

年人禁止入內」的告示牌，期盼我們所籌畫及錄製的兒主節目，能成為裝備

孩子們屬靈生命的沃土。最後，在本期的雙月刊裡，我也特別邀請專注在新

媒體研發議題上的安平牧師，他是現任美國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執行主

任，也曾任美國遠東中文節目部主任，更是我屬靈的摯友，他將於本期和下

期首次發表《疫情下新媒體宣教的展望》，盼他的洞見與意見，能成為你我

在福音傳播的事上，共同的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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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政府5月1日實施新制定《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共七章52條，進一

步明文規範國內宗教教職人員身份和職權。新法規由國家宗教事務局頒令，

內容包括宗教教職人員權利和義務、宗教之訓練及傳播、監督管理與法律責

任。請為本會所經營之良友電台及良友聖經學院，能在新法令的規範下，以

合宜的方式來傳揚福音與造就信徒。

2. 6月30日有三位同工異動，故節目有部分改動，請為節目異動中，聽眾能滿有

恩典適應變動，生命繼續蒙神施恩建造代禱。

3. 暑期有三位實習生在會內實習，其中華神的汪寧同學參與製播《窩們的》婦

女節目Podcast，林光同學參與《經典講台》的播音服事，台北基督學院的邵

恩惠同學接受會內口語訓練及參與網站實作。請為這三位同學暑假的實習能

收穫滿滿代禱。

4. 台灣信義會監督張復民牧師，7月起推廣《教牧支援》Podcast予台灣信義會

全台的傳道同工，願神使用這節目，加添主持人們智慧與力量，能製播合適

傳道者收聽的內容，使每一集的有聲資源，都能真正成為教牧同工的支援。

5. 耶穌說：「讓小孩到我這裡來」。耶穌愛小孩，因為疫情因素，教會兒童主

日學似乎也遇到了不能群聚的約束；遠東福音會特與永和聖教會合作，製播

《空中主日學》之網路節目，這裡有聖經故事其甜如蜜，也有詩歌吟唱充滿

活力，節目從8月起的每週日播出，歡迎大朋友帶著小朋友一起按時收聽。

6. 9月將推出新的Podcast節目《溫馨接送情》，這節目的主持人是台灣一復康

巴士的司機，過去曾參與在媒體的工作中，在他的載客故事中，有許多人情

冷暖的深刻故事；盼這節目能透過每一次故事的娓娓道來，來幫助聽眾揮去

生命的陰霾。

遠東福音會7 - 8月感恩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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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疫情之故，近幾個月在奉獻上也受到影響，請為本會能節流因應，並仰望神

的信實，不論得時不得時，總是專心傳道，為主得人代禱。

8. 關於新媒體的發展趨勢，本會提供免費相關研究之電子書下載，《暫停還

是快進⸺2020新冠疫情下的教會與新媒體》，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

出版，作者群包括：安平、陳智衡、邱慕天、董家驊、胡志偉、黃磊、林

偉清、劉凝慧、陸尊恩、秦路、蘇永耀、蘇文隆、余日新、王林、Asaph 

Wang。歡迎至遠東福音會官網上下載。

9. 遠東已成為LINE Pay合作店家，疫情期間減少外出，方便又安全，可以輕鬆

轉帳，以下是遠東LINE Pay的QR Code。歡迎大家使用此平台。

       遠東LINE Pay頁面

    您可以掃描QR Code
進入奉獻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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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情的現狀，是去年美國疫

情的狀況，但通過疫情，神也

正在媒體界做改變與更新的事情。

我于2001-2013年在遠東服事，經歷

電台數位化轉型，也因著數位化的轉

型，帶來傳播平台的改變，倒逼傳播

模式，包括內容製作模式和運營模式

産生改變。

而以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爲主

要特徵的新媒體，則對大衆傳播的要

素和模式産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從而

對宣教範式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打

破了傳統宣教的所謂的代表制，使

「信徒皆宣教士」成為可能。這可以

說是新媒體對於教會建造和宣教所帶

來最為重大的影響，促使教會成為宣

教使命型的教會。

教會的使命就是宣教，教會也

應該是以宣教為中心驅動的。宣教

性教會，英文叫Missional Church，

這個Missional的意思是與宣教相關

聯的、富有宣教使命的。當我們使用

宣教性教會、宣教使命性教會或者

疫情下
新媒體宣教的展望（上）

      ◎安平牧師
           美國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執行主任

            曾任美國遠東中文節目部主任

 宣教使命型教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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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教性生活（missional living）等

這些字眼的時候，指的是上帝藉著聖

經所吩咐的使命和生活方式。爲了上

帝的榮耀，教會有意地要按照上帝所

定規的方式來完成他所交托的大使

命。Missional Church這種宣教使命

型的教會，也就是認知自己是處在一

個異文化，或者是多元化的社會，我

們每一個人不再只是追求個人的靈性

成長，或者是單單把別人帶到教會裏

面，每個信徒應該都要以福音使者的

身份與文化對話。宣教不再是教會活

動的一部分，也不再是一少部分人的

活動。宣教定義了的教會使命，使其

從只是有一個宣教計畫、是暑期短宣

活動或者是計畫支持哪些宣教士，或

者只有宣教委員會的教會，變成一個

宣教使命性的教會。

當非信徒和基督徒相交往的時

候，他們會看到基督徒和他們是生活

在同一個世界的人。讀同樣的雜誌，

信徒皆祭司+人人皆媒體=
信徒皆宣教士

爲同樣的問題掙扎，基督徒也並非不

食人間烟火，離群索居。而信仰的實

質往往是從基督徒面臨同樣的問題，

所做出不一樣的反應中體現出來的。

新媒體可說是一個最典型的、最濃縮

的呈現。每個人的朋友圈都能够反映

出我們的生活，但是有沒有反映出作

為基督徒的不同呢？Missional Living

就是說宣教要成爲一種生活方式，因

爲我們怎樣活，就反映出了我們怎樣
信。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帶來最大

觀念上的改變就是信徒皆祭司。五百

年後的新媒體時代，最大的改變是人

人皆媒體。信徒皆祭司加人人皆媒體

等於什麼呢？豈不就等於信徒皆宣教

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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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說宣教士有五個基

本的角色：基督的大使、真理的傳

達者、愛心的使徒、和平的使者、
文 化 的 使 者 。在新媒體這「最近

的」，也是「最遠的」禾場、這個

「搶奪人們注意力」最激烈的一個

戰場、這個「最大的未得之地」、

「最大的未得之民」，需要投入最

多的工人。很可惜，要收的莊稼

多，可以打發的工人少。我們往往

覺得媒體是專業人士做的，

門檻很高，但是新媒體大大

降低了媒體所需要的技術門

檻和設備門檻。一台手機就

相當於過去一個衛星轉播

車。或許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輕視，我們可能還認

為只有跑到非洲、中東宣教

才算是宣教，或者還是因爲

我們覺得宣教需要特別的呼

召？

 只有MISSIONAL LIVING
才會有MISSIONAL CHURCH

宣教其實是我們每一位信徒的

使命。我們在成爲基督徒的時候，

就已經領受了這樣的使命、這樣的

托付。新媒體則給我們提供了最好

的理念與實踐的平台。即便我們還是

把傳統的宣教定義爲宣教，但是在新

媒體上面的宣教活動，可以成爲我

們最好的訓練和裝備。也正因爲如

此，今天每一個教會、每一位基督徒

都應該特別重視新媒體宣教，都要

領受呼召，活出所信，不負所托。而

只有missional living才會有Missional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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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12年的服事是我人生中最

寶貴的一個經歷，特別是與聽友之

間的關係。也正是因爲一位聽友的

激勵，使我下决心專注在新媒體事

工的開展上。這位聽友的網名叫小

鳥，我收到她幾封電子郵件，當時看

到裏面充滿了各種抱怨。在一次回信

當中，我就有點忍不住地「用愛心說

誠實話」，指出她可能存在的一些盲

點。後來她回信說：「哇，這是一

語驚醒夢中人，我活了20歲了啊，

從來沒有人對我這樣講過。」我覺得

非常詫異，難道身

邊的親友家人沒有

提醒過她嗎？她又

說：「我覺得你的

節目非常好，幫到

我了。所以，我非

常希望能够把這些

幫助過我的節目可

以放到網上，讓那

  新媒體宣教 
   你也可以！ 些和我有同樣問題和困惑的人，也可

以聽到這些節目得到啓發。」當時我

正爲開展新媒體事工缺少人手而困

擾，甚至有一點猶豫。所以，我覺得

太棒了，神垂聽了我的禱告呀！她又

說：「只是抱歉，我打字比較慢，可

能沒有那麼快。」我有點好奇，一個

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現今打字還有

慢的嗎？於是我就說：「不會啦，我

相信你們都很棒的。」她說：「唉，

真的對不起，因為我是用鼻尖和下巴

來打字的。」我當時都懵了，你能想

像一個人用鼻尖和下巴打字嗎？這才

知道原來這位小鳥聽友是一名腦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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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坦白地講，如果我早知道她的

情況，我就算有再大的愛心也不敢

跟她說誠實話的。我也沒有想到，

上帝是這樣來回應我的禱告、回應

我的需求的。他用了一個最不方便

打字的人，成爲我開展新媒體事工

的第一位義工，後來在小鳥的帶動

下，參與節目聽寫的義工高達50多

人。許多人今天仍然持續堅持這樣

的服事，甚至當中也有人已經成爲

了主持人，成爲了同工。

後來我有機會探訪這位小鳥聽

友，當我們親眼見到她本人，看到

她的狀况的時候，我們才明白她面

臨的挑戰其實比我想像得更爲艱難。

後來也發生了很多的故事和奇妙的見

證，我就不再詳細講述。後來，也因

爲她對網路世界的熟悉，開始開網店

賣當地的土特産，成爲全村的榜樣。

後來她結婚了，剛剛生了第二個孩

子。對於我以及很多人來說，她就是

一個不可思議，她就是一個神蹟。

新媒體宣教，小鳥可以，你也可

以！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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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傳教士在19世紀遠涉重洋、攀山涉水，在怒江帶領了不少怒族

人信主、建立了怒族教會，雖然地處偏遠，從外面來的支持不强，信仰依然

在民族中傳承；然而，隨著年輕人出外打工，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同

時，當地也出現聚賭酗酒的問題，離婚情況日趨嚴重。最近獲悉有傳揚因信

稱義的牧者被阻止站講台，轉而强調信加上行爲才是得救的條件。教會因而

受到很大困擾。

代禱：請記念怒族的教會所面對的挑戰。求主帶領祂忠心僕人，堅持按聖經

傳講真理，建立信徒。也請記念正在展開的福音節目製作，記念負責的同工

正在撰寫稿件、翻譯（怒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和錄音製作。計劃是希望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第一階段製作，然後透過閃存卡及社交平台發放。

聖經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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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來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和藏區傳福音，這邊幾乎都是信佛的寺

廟，遇不到一個信上帝有教會的地方。敬請為我們代禱，求主帶領開拓藏族

地區傳講福音的門，使未得之民的藏族同胞離棄偶像，成為信靠上帝的民

族。因為上帝就是愛！在祂的愛裡，無論是甚麼民族，上至君王、下至平民

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我們的大使命，就是要傳福音給他們。無論甚麼種

族、膚色，我們都欠他們福音的債。願每天傳福音的事工，能得到天父指引

保守前面的道路。」（一弟兄）

代禱：為這位弟兄的團隊禱告，求主使用他們在藏區的服事，供應他們所需

用的，求主打開藏民的心認識真神，揀選他們成為主的兒女。

根據2010年資料，東鄉族人口超過62萬，主要聚居在甘肅臨夏回族自治

州東鄉族自治縣，99.95％信奉伊斯蘭教，他們的東鄉語屬阿勒泰語系蒙古語

族。一般公認東鄉沒有本族文字，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東鄉族的文字，正努力

整理盼能傳承這民族的優秀文化。從上世紀40年代，有福音使者在他們中間

傳揚福音，却沒有明顯的果效，歸主的人數很少；感謝父神興起宣教士與極

少數東鄉信徒翻譯新約聖經，並展開錄製有聲聖經，只是近年因外國同工離

去，事工受到阻撓。最近得悉有受過神學訓練的東鄉信徒堅持翻譯事工，在

進行舊約聖經書卷的翻譯工作。

代禱：感謝神讓東鄉信徒在極艱困中仍努力福音聖工，求主保守他們的安

全，供應他們所需，主若許可，開始錄製部份舊約書卷，讓東鄉族人得聞救

贖喜訊。

恩澤東鄉

甘孜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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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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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奉獻
其他收入

NT$1,462,342 
NT$168,352 

NT$694

NT$1,631,388 
NT$531,000 

NT$2,300,478 
NT$2,11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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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126 
NT$125,800 

NT$42,670 
NT$3,650 

NT$72,500 
NT$14,000 

NT$156,530 
NT$9,800 

NT$14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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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