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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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餘飯後
      不落人後

耶穌常引日常生活的例子來教導受眾，其中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一連串的

記載關於「吃的神學」。今年電台的主題是「成長」，盼你我在面對飲食上

的「身量成長」外，也能在「靈性上有所增長」。以下與您分享路加福音第

十四章中記載四個關於「吃的故事與啟示」。

路加福音十四章1-6節：安息日，耶穌到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裏去吃

飯，他們就窺探他。在他面前有一個患水臌的人。耶穌對律法師和法利賽人

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們卻不言語。耶穌就治好那人，叫他走

了；便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驢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裏，不立時拉

牠上來呢？」他們不能對答這話。

這裡提到，在安息日，耶穌到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裏去吃飯，他們就

窺探他。在他面前有一個患水臌的人。接著耶穌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

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驢（早期抄本：兒子）或有牛（在農耕時代時，
牛是相對貴重的牲畜）在安息日掉在井裏，不立時拉牠上來呢？」因此，這

裡的意思是，耶穌把人（那罹患水臌病症者）當作是兒子一般，將人視為是
貴重的！「渺小的人」在神的眼中是如何呢？希伯來書二章6節也告訴我們： 

「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這也是福音廣播的事工，在受眾上，我們極盡

可能的為每一類人製播節目，如年齡上有為兒童、青少年、成人。性別上有

   第一個故事說明了：人在神眼中的寶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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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針對婦女。族群上除了華語，也包括台語、客語及少數民族語言；因為
每一個人都是神眼中的寶貝！

路加福音十四章7-11節：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就用比喻對他們

說：「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

他請來；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讓座給這一位吧！』你就羞羞慚慚地

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請的時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

說：『朋友，請上座。』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為，凡自

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世界教我們的是： 如何爭取地位的高升，排行的優先，甚至是毛遂自

薦，爭取為首。但主耶穌卻是教導我們：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

升為高。「自高」意思是「自我高舉」，「自卑」意思是「自我（自知）卑

微」。第二段的記載，提醒我們當如何看自己？我們是自我感覺良好？還是
深知自己哪裡不好而明白自己需要神的救贖與幫助？我們看到保羅是如何看

自己的，提摩太前書一章15節，「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我相信保羅一定

時常求神光照與反省，以至於他並未活在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大狀態中。

今日身為事奉者，我們也需要在神的光照中反省今日自己哪裡不好？哪裡犯

罪？哪裡污穢？直到反省至自我感覺不好，而懂得向神呼求才是。

    
路加福音十四章12-14節：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你擺設午飯或晚飯，

第二個故事告訴你我：人不應夜郎自大與驕傲自大

第三個故事提醒我們：不要以互惠為待人的原則，
而應以施恩惠來對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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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

報答。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

了！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

古代宴請的對象是主人對自我階級身分的樹立與確立，擺設宴席也是以

「互惠文化」而習以為常。但主耶穌卻是教導我們，擺設宴席，倒要請那貧

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社會告訴我們的是互惠，但基督徒所進展
的生命卻是施恩惠的生命。保羅在使徒行傳二十章35節說：「 我凡事給你們

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們的主甚至將祂自己的生命毫無保留的付
出，施予我們寶貴的救恩，我們理當效法主耶穌能夠對別人進一步施恩惠，
而不是停在互惠關係的世俗文化裡。

     
路加福音十四章15-24節：同席的有一人聽見這話，就對耶穌說：「在上

帝國裏吃飯的有福了！」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請了許多客。

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吧！樣樣都齊備了。』

眾人一口同音地推辭。頭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

辭了。』又有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又

有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僕人回來，把這事都告訴了主

人。家主就動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裏大街小巷，領那貧窮的、殘

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僕人說：『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還有

空座。』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勉強人進來，坐滿我

的屋子。我告訴你們，先前所請的人沒有一個得嘗我的筵席。』」

第四個故事挑戰你我：當勉強人，積極地
說服他人領受救贖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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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遠東福音會榮獲「2021年新北市績優宗教團體」，並於2021年12月

9日在新北市政府接受侯友宜市長的頒獎，受獎單位大多為廟宇等單位，基督

教單位甚少，遠東福音會所製播關於社會教化類的諸多節目，能被政府單位

看見與重視，在這世界發揮光與鹽的作用，為此獻上感恩。

2. 第13屆網路宣教論壇IMF2021，已於2021年12月18日台灣時間上午9點至11

點，隆重登場，大會以Avatar的方式呈現論壇講員的大合唱做開場。遠東福

音會也是主辦方之一，會中為因應元宇宙相關議題，邀請了電腦博士、太空

博士、虛擬實境的企業專家以及對相關的倫理議題有經驗或研究的牧者。本

會于厚恩總幹事也以《從宣教角度看人格的整全和一致》為題，發表看法；

由於福音廣播者在藝名分身的議題上已有研究與經驗，故本會便針對元宇宙

遠東福音會1 - 2月感恩與代禱

第四個關於吃的邀請，耶穌舉了三個婉拒出席的理由，這些例子總之只

有一個結論「都是藉口」。比喻中說到，主人要僕人出去，領（lead into）那

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甚至還要「勉強」人進來，坐滿主人
的屋子。這裡的「勉強」乃是「誠懇地催促與說明說服」。因為這些受邀對

象，壓根也不會想到會有這麼好康的一天，也許他們心底也會不由地懷疑⸺

這是否是詐騙或陷阱？但救恩真的是白白地給人的禮物，這也是神所託付給
遠東傳播的任務！面對新的一年，我們的主題是「成長」，我相信遠東不只

會繼續在節目的質與量上有所成長，也將在媒體傳播的模式上與時俱進地進

展。願您繼續與我們同行，並一同見證神救恩的浩大，以及祂藉著遠東來成

就其救贖大功的美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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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化名與身分人格的議題，提出建議。願神使用這論壇的交流基礎，來幫

助華人信徒與教會，也能合宜地進入其中，為主得人。

3. 於農曆年後，本會將開拓發展Vlog事工，Vlog源於「blog」的變體，意思是

「影片部落格」，也稱為「影像網路紀錄檔」，今日的Vlog更是以YouTube

為共享平台，很受大眾歡迎，Vlog已發展成為社群媒體上的龐大社群。遠東

已邀請戴佳茹博士參與遠東的Vlog事工，戴博士是愛主的基督徒，曾進駐義

大利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素描研究中心一年，返台後開始一系列靈光抽象

繪畫創作，2001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個展。2003年榮獲紐西蘭奧克蘭大

學頒給全額獎學金，再度負笈攻讀藝術創作博士，學成返台後於大學任教，

目前是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專任副教授。她將以影像及聲音的方式

呈現基督教藝術，盼您在禱告中記念我們的新事工。

4. 本會過去資深同工任家慧傳道，現參與良友聖經學院的課程錄製，一月起將

陸續完成《使徒行傳》的備課與錄製，願神加添其心力與智慧，使這三十課

的課程能造就華人信徒，在信仰與事奉上更進一步。

5. 感謝神，2021年1月起，我們開始增加製播Podcast節目。現也為Podcast陸

續設置了「粉絲專頁」以增加推廣與互動。去年12月6日也已開播一個全新的

Podcast節目《兒童聖經故事》，歡迎家長訂閱讓孩子收聽。這是週一到週五

播出的節目。

遠東所有
Podcast節目

遠東所有
臉書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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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提出建議。以下是當天論壇的

文字稿。

身 為 為 遠 東

廣播之的廣播人，

我們都會取個「藝

名（化名）」。一

人擁有兩個名字，

一方面是保護廣播

人，一方面是讓聽

眾好記；其實當初

福音廣播的化名文化，
其實是思考基督徒在元宇宙之

「化名現象」很好的參考

去年10月底，臉書創辦人兼執

行長祖克柏宣布：臉書公司

將更名為「Meta」，其新公司的願

景是metaverse（被媒體翻譯為元宇

宙）。幾個月來，關於元宇宙的說

法五花八門。遠東福音會於2021年

12月18日與其他單位聯合舉辦了第

13屆網路宣教論壇IMF2021，焦點

主題為元宇宙的趨勢探討，其中邀

請了電腦專家及虛擬實境專家等現

身說法，厚恩也受邀《從宣教角度

看人格的整全和一致》為題，發表

看法；由於福音廣播者在藝名分身

的議題上已有研究與經驗，故我便

針對元宇宙中的化名與身分人格的

從福音廣播的化名文化
來看未來元宇宙趨勢下的媒體宣教

◎于厚恩牧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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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人設是指「人物設定」的

簡稱，也可被稱作角色設定、形象設

定。日前，不少偶像的負面新聞事件

引發社會對於「人設落差」的討論。

其實人設猶如「化妝」，有人是慣以

素顏、有人是以淡妝呈現、有人則以
濃妝豔抹之、有人甚至不惜以整形來
出現。

以廣播工作為例，真實狀態與播

音狀態的名字需要有「連通的真實一

致性」，我自己的聲音特色是渾厚沉

穩，所以，一開始播音時容易被聽眾

誤以為我是一位六、七十歲的長者。

於是，我初從事福音廣播時，會特別

做一些「形象廣告」，也就是今日所

謂的「人設」，這些形象廣告並非如

世俗般的美化自我，反而是自我揭露

基督徒需要注意名字符號的
「人設倫理」

在取藝名時也會考量到自己對個人的

期待。在聖經中，類似的現象也有

過，如耶穌給西門起名叫彼得。「彼

得（Πέτρος）」的意思是「大磐石所

分出來較小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在馬太福音十六章18節「我還告訴

你，你是彼得（Πέτρος），我要把我

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πέτρᾳ）上；

陰間的權柄（門）不能勝過他」。的

確，後來教會就是建立在彼得對耶

穌之身分的認信上（太十六18彼得

的宣信：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所以，在藝名或化

名的選擇上，基督

徒可以多一些思

考，讓自己在元宇

宙中的名字符號，
能帶出基督徒在世
的「自我期許」和
「光與鹽的見證果

效」。

從福音廣播的化名文化
來看未來元宇宙趨勢下的媒體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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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相，我清楚告訴聽眾我是1971

年出生的，一開始的確讓聽眾跌破眼

鏡，但這是必要的。在福音廣播中，

真名與藝名必須有「連通的真實一致

性」。類比到元宇宙的世界亦若是，

基督徒需要在真實與虛擬間，如同自

己的兩個名字，在兩名字間建立連通

的真實一致性。

我們看到聖經中的保羅，他對於

自我的形象介紹，保羅並未美化與虛

擬化！他在哥林多後書第十章10節

裡描述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氣貌

不揚，言語粗俗的」。甚至保羅在自

我表述時對提摩太說：「我從前是褻

瀆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

然而我還蒙了憐憫……」（提摩太

前書一章13節a）。保羅也曾清亮透

徹地說自己曾經落跑過（哥林多後書

二章12-13節：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

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那

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心

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

去了。）因此，在元宇宙中，讓自

身名字符號所帶出的交流與信息維

持其「真實性」，我相信這一股清

流般的生命流露，基督徒定能在元

宇宙的可能虛偽中，帶出影響力！

雖然在真實與虛擬、

真名與化名間必須有「連

通的真實一致性」，但這

樣的一致性是否需要「全

然揭露」？還是從宣教的

角度來看，以「部分角色

或專業之身分」，來經營

元宇宙中的身分擬定與設定，
可以以「創啟地區之類專業宣教」

的角度來思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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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元宇宙中之角色與身分，也是你

我可以來思考的。

在宣教學上有所謂的Creative 

Access Nations ，我們通常翻譯作

「創啟地區」。從名稱來看，這區域

常是對福音非常抗拒的地區，其中

基督徒人口比例非常低，而所謂的

Creative也意味著需要以「創意」的

方式來執行神大使命的旨意。如許多

信奉伊斯蘭教或宗教不自由的地區，

宣教士們會以科學家、教育家、音樂

家、醫生等不同的身

分，在創啟地區從事

宣教工作。

我們以此概念來

思考元宇宙的身分擬

定與設定，其實基督徒

可以試著以此角度來作

為自己進入元宇宙的「身分或職別的

設定」參考。這並非造假，而是身分

與職別的部分揭露，以我自身為例，

我有許多「斜槓」身分，我本身是一

位牧者，是一間福音機構的總幹事，

也是中華福音神學院推廣教育處的兼

任新約教師，也是口語傳播領域上的

教師，那我要用哪一個身分「定調」

於元宇宙呢？其實基督徒可以想想，

讓自己在元宇宙中的化名，結合「定

調的特定身分與職別」，以更自由與

靈活的角色來協助完成大使命。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3節

無論是當今的現實宇宙或是
所謂的元宇宙，

我們都需要把握三個重點：
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 、

也不是用詭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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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尤其需要留意；「方式」不是用

（ἐν）詭詐，基督徒絕不能以結果論

來忽視過程與手段的正當性，基督徒

進入宇宙中的初衷，絕對是因為那裡
將有許多未得救的靈魂，我們要進入

其中為主得人，但手段與方式很重

要，絕不能使用欺騙或利誘等方式來

行事。

在今日這充滿挑戰的世代，科

技日新月異，但遠東福音會「藉廣播

及多元媒體、傳基督、到地極」的使

命並未改變，我們將一本初衷，繼續

與您同心協力地興旺福音，無論是在

現實的宇宙或是虛擬的宇宙，都將靠

著主，與時俱進，用諸般智慧來為神

贏得靈魂！

說，「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

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但

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

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

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

歡。」在這節經文中的三個介系詞

揭示了基督徒在「媒體傳播」時的

三個重點。不是出於（ἐκ）錯誤、
不 是 出 於（ἐξ）污 穢  、 也 不 是 用
（ἐν）詭詐。

基督徒在世上並非是謠言傳播

者或轉播者，我們的「信息內容」

必須不是出於（ἐκ）錯誤，在傳播

時需要善盡查證之責；我們的「動

機 」必須是愛與榮耀神，而非出

於（ἐξ）污穢的動機，你我進入元

宇宙，在那充滿隱蔽的試探中，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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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也與各位分享我在

這兩個節目的配搭服事中的學習與

心得。在「有耳好書」中，我和主

持人按週次分別介紹不同的書籍。

在最後一次節目錄製中，我們梳理

了過去將近兩年的節目內容，發現

我們所介紹的書籍涵蓋了中外各類

經典，內容從孩提時光到年老色

衰，類型從詩歌、散文到小說和工

具書。在節目過程中，我們也不時

鼓勵青少年進行寫作；同時，在閱

讀書籍時，也閱讀自己的生活，閱

讀周邊的人事物，將從書本得來的

內容、想法在可行的情況下，呈現

在生活中。現在想來，這段閱讀說

書的時光，甚是令人懷念。

在《經典講台》這一節目中的

學習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與責任和

我是華神神學碩士科的學生，目

前是遠東福音會的實習生。因

學生身分之故，我道碩畢業後仍以實

習生的身分參與遠東的服事；今年已

是第三個年頭了。

在過去一年的事奉中，我配搭了

兩個節目，分別是《歡樂揪你耳》和

《經典講台》。《歡樂揪你耳》是一

檔專門為青少年製作的節目，我曾參

與其中的「有耳好書」欄目，與主持

人一同為青少年介紹好書。《經典講

台》節目則是配搭為「講道王子」司

布真的講章播音，自開播以來，《經

典講台》已錄製了46篇講章100多集

節目；在2021年的7、8月份，《經

典講台》的月收聽量更是有了迅猛的

發展，著實以「數以（十）萬計」來

計算，實在感謝神！

實習不只是練習，
更是實際上場傳播好消息

與其說服事他人，
倒不如說是幫助了自己

在遠東實習的
實務與領悟

◎實習生/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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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顧念他人）相關，一個是自司

布真的講章而來的靈命造就。《經典

講台》是一個跨區域合作的節目，我

負責播音，但還有更多的同工負責如

翻譯、後製、傳輸、核聽等部分，甚

至大家都生活在不同的時區。

我常有完美主義的壞毛病，半

個小時的節目常常需要修剪2-3個小

時，以確保節目中沒有太多的唇齒雜

音或口水聲。若節目所有程序僅由我

一人負責倒也無妨，或者雖然到最後

也能交得出節目，但在這樣一個分工

合作的節目中，姍姍來遲的音頻文

檔，對後續同工造成的壓力著實是不

小的；保不齊還要回爐重造。所以在

這兩個月中，在同工的幫助下，我儘

量克服自己的完美主義，縮短製作時

間，也在一週內完成多一點點的節目

進度。

以上這件說小不小，說大不大的

事情，事實上是我沒有體恤他人，沒

有愛人的表現，我只在乎自己做完

了，卻忘記他人後續的工作。更進一

步說，我忘記了自己是在上帝面前領

受恩典之人，當以服事人的方式工

作。榮神益人、愛神愛人可能是我們

常在教會和信仰生活中會聽到，也可

能常常脫口而出的話，但在工作實況

中，這的確挑戰我舊有的習慣和對信

仰在工作中真實的落實。這也讓我對

在職場上的弟兄姊妹的掙扎有了粗淺

的一手經驗⸺當然，這不過是九牛

一毛而已。但我也相信，上帝會透過

不同的方式來塑造我，成為合用的器

皿⸺因祂是造我的主，祂比我自己

還認識我；祂也是巧匠，以合宜的方

式塑造、雕琢我。

今日的我們在經濟、科技、能力

上確實遠超前人，但卻對屬靈生命的

認識大不如前。我們常常依靠技術、

學科、知識，卻很少來依靠主。司布

真對生命的深刻洞察，對救恩的深入

把握，往往是我們所欠缺的。司布真

服事不是單打獨鬥，
更注意是「團隊合作」

愛人的表現，
就是會想到「後續」

大力推薦《經典講台》
   －－司布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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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的是我對基督的信心，那麼我們

仍是失喪的。我該做的是信基督。我

要依靠祂，仰賴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

所做成的。」這些省察都以非常細

節、真實的信徒生活形式呈現在我們

的面前，以上帝的道刺入、剖開，並

提供基督這真實又好得無比的良藥給

聽眾。

這樣的信息著實是我們這個世代

缺乏的，尤其在疫情四起、沒有平

安的今時今日，我鄭重地向各位推

薦《經典講台》中的「司布真講道

集」。這並非因為我是這個節目的播

講者，而是其中的生命信息是我們非

常需要的。這信息不僅是19世紀的

聲音，更是穿越時空的聲音；這信息

不僅給遠方的人，也給近處的人。盼

望這扎根在基督恩典中，寶貴又真實

的生命信息，可以讓我們在上帝面前

越發長進，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的講道穩穩地建立在基督救贖的恩典

事實之上，以此向他的弟兄姊妹大聲

呼叫悔改、歸回，以基督為中心，非

常地貼近信徒的屬靈生活。司布真的

講章大多以讀經和經文的上下文解說

開始，然後以幾個生活化的大點，按

夾敘夾議的方式在經文與信徒生活中

來回，他尤其注重弟兄姊妹在生活中

如何信靠基督。在講道的最後，司布

真都不會忘記對老信徒、初信信徒和

不信主的人進行針對性的勸勉與悔改

的呼籲。

以司布真分析自義的問題為

例，他列舉了一些自義的明顯形式，

如：認為自己不需要上帝，以行為換

取救恩之外，還舉例如：怕自己不配

而不能信靠、覺得自己有需要而來信

靠、認為自己信心太軟弱而不能以完

全的意願信靠、依靠自己的信心和悔

改的形式來信靠等。這些都是真實在

我們今日的弟兄姊妹屬靈生活中存在

的現象。司布真指出這些都還是在依

靠自己，是自義的表現。他說，「你

得救的根基不是你的信心，而是基

督；不是悔改，而是基督。如果我所

    歡迎掃描QR Code
     收聽《經典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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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30萬的納西族住在雲南省北部，大部份人住在麗江地區，就是這座

高達5,596公尺、覆滿白雪的玉龍雪山山脚。近日傳來雲南玉龍雪山蘋果收成

的消息，猛然想起手上有一片納西語的有聲新約聖經，和在麗江那邊居住的

納西族人。早在20世紀初，有傳教士進入納西族之中，但是歸主的人很少，

20年後，只有不到10個納西族人受洗，後來更受到異端門徒會攪擾。估計現

在信徒200人。納西文化中最大的特點是東巴象形文字，在一千多年前被創

造，如今只有少數人會閱讀，納西語有聲新約聖經尤其珍貴。

代禱：雲南玉龍山、麗江是著名的觀光區，每年上千萬遊客到訪，求主興起

信徒善用這機會與納西族人分享福音，使用這有聲聖經，讓更多納西族人可

以得聞基督救恩。納西青年高中畢業後，因家庭無法負擔大學的費用，失去

升學的機會。求主憐憫。

「我是聽良友電台信的主，電台節目陪伴我成長，深受主恩！17歲開始

收聽良友電台，也就是2002年，這一年的秋天我跟著電台一起做了决志禱

告，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主了！在聖靈的感動和引領下，我的靈命和聽電台的

天數天天增長。我每天吃完晚飯，就會到自己的小房間聽電台親近神，那段

時間和神有親密的關係，真的很開心，好滿足！在聖靈的指引下，這小房子

成了我親近神、禱告神的甜蜜小房，感恩哈利路亞！」（樂姊妹）

代禱：感恩樂姊妹在年輕時就收聽電台節目，使她有著甜蜜的回憶，喜樂的

領受主恩主愛，願主使用她的見證，引領多人歸主。

聽電台信主

玉龍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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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12月收支結餘表

● 全年總收入 ●全年總支出
●全年結存

本地奉獻
國外奉獻
宣教奉獻
其他奉獻收入

NT$12,730,905 
NT$3,772,459 

NT$20,000
31,556 

NT$16,554,920 NT$15,683,261 
NT$87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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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電費

NT$11,204,423 
NT$752,730 
NT$277,710 
NT$615,202 
NT$200,500 

NT$55,770 
NT$757,477 

NT$66,000 
NT$1,251,864 

NT$50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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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