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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的2021，很多人的心裡會浮現出一個詞"煩

憂"，為了持續混亂的外界環境煩躁，更對不確定的未來

而擔憂。 疫情席捲全球，變種病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很多國家，政府藉著疫情，加強對教會的監管，團契和

聚會受阻。 物價上漲，經濟民生收到衝擊。 大國彼此對

抗，人員往來中斷。 監管收緊，網路傳媒的空間被大大的

擠壓，基督徒所依靠的網路資源日漸減少。 未來的方向，

充滿了各樣的不確定。

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基督徒如何才能站立得穩，並且完成

基督託付自己的使命？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給我們重

要的教導。 在以弗所書裡，使徒保羅首先提到教會和信徒

的身份和特性（1-3章），然後保羅談到基督徒在教會、

社會和家裡如何活出這樣的身份（4：1-6：9）。在書卷

的最後（6：10-20），保羅做了最後的勸勉，勉勵他們要

在一切的環境中站立得住。

首先保羅讓基督徒看到一個事實，他們在地上的爭戰都有

屬靈的背景。 給基督徒的生命帶來困難的，不只是社會的

環境、文化的潮流、和他們自己肉體的軟弱。 更重要的是

魔鬼在與他們敵對，並且盡一切可能來破壞、顛覆和推翻

神對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目的。 對於基督徒而言，他們真

正的敵人不是那些地上的人、事、物，也不是在與那些屬

血氣的爭戰； 他們真正的敵人是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6:12） 他

們所要面對的爭戰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要贏得屬靈的爭戰，唯一能夠幫助基督徒得勝的，就是屬

靈的兵器。 保羅從當時羅馬帝國士兵的裝備作比喻，從士

兵所配戴的6種軍裝：帶子、 護心鏡、鞋、藤牌、頭盔、

寶劍，來對比基督徒爭戰所需要的屬靈兵器：真理、公

義、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

當教會面對逼迫和壓力的時候，基督徒只有持守真理才能

站立得穩。真理讓人們不會被虛假的言論所蒙蔽，不會被

錯誤的教導所影響。基督徒在世上必須行事為人正直，追

求公義，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心思意念純正，也不至於跌

倒，才能站立得穩。6：15說："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

走路的鞋穿在腳上"。這段經文的意思是隨時準備好，向人

分享那個帶來平安的福音。這個世界充滿了紛爭與不合，

但是基督徒則要隨時向人分享福音。唯有福音才能帶來真

正的平安，同時教會唯有傳揚福音，在世界上才能站立得

穩。

放棄了傳揚福音的根本使命，教會在世界也就失去了真正

的影響力，自己也會變得軟弱不堪。惡者攻擊信徒的方

法，最後都是讓基督徒放棄相信和順服他們的主，而信靠

的心可以幫助信徒，抵擋一切的惡者的攻擊。當撒旦對教

會發出牠的火箭的時候，信徒們要麼信靠上帝，按照祂的

旨意行事；要麼就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依靠自己抵擋攻擊

而面臨戰敗的下場。但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都無法在魔

鬼的箭下生存。 對神的信靠是教會和基督徒生存的關鍵。 

基督徒要以救恩來堅固他們自己。信徒對自己已得救地位

的信心，將在激烈的戰鬥中保護他們。最後，保羅勸勉基

督徒應用神的道，有了神的道在心裡，他們不但能防守，

還能進攻，戰退惡者的攻擊，並且能站立得穩。

保羅提醒每個基督徒，在這個充滿了紛爭、甚至逼迫的世

界，他們能站立得穩，就必須要意識到，基督徒一生的道

路也是在進行一場屬靈的爭戰－即是屬靈的爭戰。他們所

依靠的是那位掌管天地萬物，掌管歷史進程，掌管人心的

神。依靠祂的大能，並且依靠神所賜的兵器。基督徒在地

上爭戰，靠的不是人的手段，人的方法，他們的裝備不是

別的，乃是他們純正的信仰、公義的生命、無偽的信心、

傳揚的福音、上帝的話語，和儆醒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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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廣播的夥伴們：

    主內平安！ 自微僕加入遠東廣播服事這一年來，

最大的感受就是"改變"。 在短短的時間裡，國際關係在

變，遠東中文事工所服事的地區政治形勢在變，遠東中

文事工夥伴所處的地區環境也在變。 這些改變，使事工

面對的衝擊與挑戰紛至遝來，讓人應接不暇。 但是，在

這一切變化的後面，我們看到那位不變的主！ 正如希伯

來書（13：8）所說："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遠、是一樣的。"無論時代如何，主的心意和計劃都

從未改變，因此，基督徒的使命也不會改變。 從鮑曼

博士1945年創立遠東廣播以來，我們幾代人持續透過媒

體，向人分享耶穌，鼓勵人跟隨耶穌，這是遠東從未改

變的使命，也是遠東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

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一直在拓展各種傳福音的渠道，

來應對網絡的監管與封鎖。 今年我們開始了新的項目，

在已有的中波益友電台以外，和遠東國際夥伴們合作，

使用第二個中波AM電台，向中國播放福音節目。 在中

國，90%以上駕車的人都有收聽車載廣播的習慣，在城

市的比例更多。 我們盼望這個新的中波電台的節目，可

以覆蓋更多的地區，有更清楚的信號，並且不受互聯網

封鎖和審查的影響。 工程師們在調整電台的發射機與設

備，希望很快就可以知道調整的果效，我們也會向您及

時報告項目的效果。 同工們也在更新手機應用。 在過

去的半年裡面，美國遠東開發的手機 App（聆聽系列）

節目收聽已經上升到每月約3百萬次。 我們今年會繼續

更新App，讓聽眾可以自行下載安裝。 並且我們計劃重

新完善離線收聽（OTG，On-The-Go）的功能，讓聽

眾在沒有網絡的情形下仍然可以收聽。 歡迎您和您的家

人和朋友分享遠東的節目和手機App，一起收聽我們的

節目，一起得到福音的好處。

若您願意以奉獻金錢來支持遠東廣播公司的事工，

您可以使用我們網站上的奉獻功能。請進入網站

www.febcchinese.net，點擊「網上奉獻」項目並選

擇合適您的奉獻方式。您的每一筆奉獻都將收到我

們的收據，做為抵稅之用。

奉獻與支持

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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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離不開健康的教會，而健康的教會離不開牧者
和傳道人的培訓。為了要能繼續遠東的培訓事工，不受

外在環境的影響，我們在今年一月成立了新的網絡聖經
學院-良牧聖經學院，良牧聖經學院將提供學生學位的

課程，由此協助普世的華人教會培訓傳道人和教會領
袖。 

在過去的30年中，遠東是由事工夥伴一同配搭，一起合

力完成節目和課程的製作，共同完成遠東的使命。 為

了將來能夠更加有效地運作，經過一年多的商討，事工

夥伴們決定未來更加緊密的合作，為了福音在中華大地

的傳播，將做更大的承擔和付出。 

從今年開始，我們會將天訊從雙月刊改成季刊，每三個

月，我們會透過《天訊》向您報告事工的方向。 除了

天訊之外，我們會更加頻繁的透過電子郵件、社交媒

體、和網頁向您及時更新事工的動態，福音禾場的需

要，事工的果效，和代禱的事項。 盼望您能夠繼續關注

遠東的事工，與我們一起同工，一起肩負使命，一起傳

福音到地極！

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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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遠東 聽眾來信感恩與代禱

代禱事項

1.

4.

3.

2.

5.

內地互聯網宗教信息管理方法 3月就即生
效，網絡監管越發收緊，求主保守良友的
聽眾和弟兄姐妹，在逼迫患難中為主站立
得穩，為主發光。

求主保守遠東的新媒體網絡事工，可以繼
續藉著手機 App播送節目，傳福音，供應
中國聽眾的需要。

遠東廣播製作了非常多的節目（6 個大類， 
50 多個節目 ），求主賜予機會，讓我們能
與更多教會分享遠東的資源，使這些資源成
為弟兄姊妹的屬靈的幫助，也分享給他們在
國內的親朋好友，一起收聽遠東的節目，使
用遠東的資源。

遠東廣播在拓展新的網絡聖經學院－良牧
聖經學院，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一起加
入服事，也求主預備課程，繼續能為普世
華人牧者培訓的需要提供資源。

美國的疫情沒有結束，香港和其他地區疫
情依然嚴重，求主止住疫情。也特別保守
遠東的同工，在疫情中服事不受影響。

聽眾來信

聽眾見證 - GM
    你好，林真兒姐妹。我現在13歲，很感謝神愛我 ，

也讓我能夠聽到你們的節目，神常常在你們的節目中對

我說話，我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天父，但並不是通過爸

爸媽媽認識的，而且我的爸爸媽媽也是外邦人，因為爸

爸媽媽在外地工作，所以從小我寄宿在親戚家，但就是

因為寄宿，我才能夠來認識神。

雖然很小就認識神，但之前並不瞭解也不感興趣，但不

知到為什麼突然有一天我就真正的來到了神話語面前，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從小就做一個有智慧、蒙神

喜悅的人，我現在也會每天讀經靈修，但是我最近煩惱

的是：我害怕上學的時候，因為學校裡很多同齡人都不

認識神，所以他們會常常做違背神旨意的事，因為他們

不曉得，但我害怕自己會被引誘，然後離棄神，希望您

能為我代禱，謝謝你能夠為主作工，我常常在聽喜樂靈

程，得著了很多的東西，謝謝你！

沙崙的玫瑰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聽了《認識你真好》，《饅頭

的對話》和《靈程真言》，聽著聽著就滿眼催淚、往下

流。其中談到耶和華軍隊的元帥，聽到教給我怎麼樣靈

修，聽到詩篇23篇，我多渴慕能像牧心姊妹身邊有這麼

好的教授和真兒老師，我天天自己在家裡信，聽；教會

關門，不能去聚會，可能聽到你們這些屬耶和華的牧

者，好像找到了親人，感動的流淚，渴慕有個屬靈前輩

幫助我。謝謝你們這些神的僕人牧者，把神的話語傳遍

四面八方，拯救著這麼多人的靈魂。願神賜福你們，每

時每刻都有神的恩惠伴隨！

小馬遠東見證
    曾經認為服事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去念神學院，再
去當傳道人或宣教士。但在過往因各種原因和搬遷的年歲
中我有了新的體悟。在職青團契學習如何帶團契，查經，
敬拜；如何和同工配搭，舉辦福音的拓展活動等。也在服
事中和太太靠主走過各樣磨合；曾經帶領年輕剛有孩子的
家庭，聚會時總是伴隨嬰孩哭聲，甚至在換尿布中進行。
曾經在家庭事工中學習分享信息，學習舉辦單身營，再立
婚約等 ；曾經五年內跨國搬了四次家，每次都很快接下不
同服事 。其中包括兩次開拓新小組，婚姻輔導，單身講
座，這些都是沒料到在神學院以外也能得到的裝備。

如果你問我是否後悔當初沒有堅持進神學院全職讀書 ，
答案是沒有。因為神給予我很多帶職服事的機會，因工作
的需要搬去不同地方，與不同牧者配搭學習，藉此擴張自
己的眼界，是我當初想過的驚喜。依我過往經歷歸納出帶
職事奉有以下的好處:

‧可以相對自由地調動服事地點與內容
‧幫補因忙碌牧者無法顧及的區域
‧在不同的工作崗位，接觸更廣大的人群，為神做見證
‧能把在工作學習到的技能運用於服事
‧若經濟許可，較容易用奉獻來支持教會或宣教事工

保羅就是一個帶職服事的例子，他一生靠著織帳篷維生。
不單供應自己的需要，也供給別人的需要。如今我們立志
做基督的門徒，卻因自己不是全職傳道人，只在閒暇時做
些聖工－是需要反省和悔改的。不論您今天是否經踏入社
會，在工作，照顧家庭 ，或是已經空巢退休，神都可以使
用您獨特的性格，生活環境，技能，社交圈，甚至是搬
遷，來協助不同教會或是福音機構拓展神國。

感謝神讓我在工作生活中經歷祂的裝備和帶領，等了15年
再進神學院，是完全不同的心情，現在的我比較清楚自己
的恩賜與呼召，不再一昧認為要服事就是得全職讀神學，
或是只有神學院畢業的人才配服事。現在在遠東廣播負責
事工拓展，應用我在工作上的經驗與技巧，藉由遠東的平
台直接參與宣教。

一邊工作，照顧家庭，念神學，同時服事教會，與幫忙遠
東，坦白說真的不容易，但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不同
崗位得到的學習可以彼此幫補，工作的技能可以增加服事
上的方法；工作上有時乏味與疲憊，也因服事中的喜樂得
以平衡；神學院的課業也可以在事工中演練。

遠東的多媒體平台，可以迅速的把好消息傳遍全世界，這
對屬靈資源貧瘠或疫情限制的地區來說格外地寶貴。遠東
廣播的節目，需要更多義工與教會來參與。如果有機會能

把遠東的事工與服事的機會介紹給貴教會和更多的弟
兄姊妹，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如果您沒有全職服事，不確定是否全職，或是您很確
定自己不會全職，那您此刻要做的，就是帶職服侍，
這是我們每位信徒應當做的。讓我們對神說yes，對
服事說yes，領受神的呼召，去使萬民做耶穌的門
徒。

菡萏 
    親愛的主內家人平安。我是從2021年的五六月份兒

在微讀聖經中，關注到饅頭的對話，從此認識了林真兒

和王牧心姊妹。之後找到了良友好牧人的 APP，一直聽

饅頭的對話，靈程真言和認識你真好節目。從中受益頗

多。真兒老師話語的力量讓我看到年輕的老基督徒的生

命豐盛。牧心妹妹爽朗的笑聲和渴慕主以及每天的讀經

心得，讓我看到吃奶嬰兒的茁壯生長。雨澤弟兄在節目

中的遊刃有餘，讓我看到他主裡生命的繁茂，喜歡每週

末的神的眾多年長的僕人講述他們生命的經歷，真實感

覺許多見證如雲彩一般圍繞著我們，榮耀我們所信的

主。藉此新年“如鷹展翅，如虎添翼”在愛中成長的活

動之際，我想說，感謝主！謝謝你們，讓我真知道你們

的辛苦，為主做工的實際行動踐行在你們的生命中了！

謝謝你們為神兒女預備的各種節目。願新的一年裡，願

主恩時刻與你們同在，願你們身體康健，靈命興盛，看

到你們，讓我想到聖經裡的一句話語：願愛神的人如

『日頭出現，光輝烈烈』（士5：31）感恩你們！聽了

這麼久的節目，才第一次有這樣的回應，好虧欠！

義工見證 - 回眸的貓
    因為疫情的原因，有一年多的時間大人孩子全都是

在家中渡過，工作、上網課。突如其來的生活停滯，從

一開始能夠24小時相守的滿心歡喜到後來的雞飛狗跳。

疫情以前全家人都是週末或節假日才能聚集在一起，那

樣相處的時光是一件很輕鬆也很溫馨的事情。可是耐不

住長時間一日三餐的在一起，心中的煩亂不言而喻。也

因為疫情的原因不能去教會敬拜，所有的小組學習和敬

拜都改在了網上，可是有孩子在身邊吵鬧，並不能專心

學習和敬拜，沒有安靜的與神“約會”的時間，心都是

亂的。

第一次接觸林真兒的節目，是教會姐妹推薦的《真愛駐

我家》公眾號，後來我經常會做飯的時候帶上耳機聽林

真兒的婚戀節目，每當聽見歡快雀躍的聲音“說真的、

說真的⋯⋯”節目開頭跳入耳中的時候，心中的煩憂立

刻就被暫時的消除了。

隨著公眾號被封，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聽到節目，直到後

來又是那位教會的小姐妹告訴我下載了App《良友好牧

人》。之後機緣巧合幫《喜樂靈程》校稿，便有了機會

聽到更多真兒的節目，也讓自己受益良多，校稿的過程

中經常被一個個的靈程小故事感動的潸然淚下。聽故事

的時候我是帶著人的同理心去聽的，但是在真兒解讀後

的故事讓我看見了神的愛，也直接面對肉身的死亡背後

更是有著神給我們的一個亙古長存的應許，那就是永恆

的生命 ，那是我們將來那天上的盼望。

每一次校稿都有不同的收穫，因此生活中也變的積極、

心性也變得柔軟許多。感謝主，讓我能夠接觸到這麼好

的欄目，讓我真真實實地體會到在困苦中一直在經歷祂

的恩典。也求神繼續堅定我的信心，持續地來依靠祂，

也求神繼續在難處、困苦中為我開路。感謝主！阿們！

《饅頭的對話》聽眾在節目中受到鼓勵開始抄聖經 Luke 在紐約播恩堂宣教培靈會分享信息

金牌義工 Rose 姐妹來訪 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 Nancy Demoss 來訪

明&旭霞的女兒們Mary和LInda 接受真兒採訪，分享見證
與普世佳音/海外校園/天路事工/神奇傳播 共同主辦
網路宣教論壇-元宇宙時代教會與宣教的機遇與挑戰

遠東忠實支持者明&旭霞攜全家來訪，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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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互聯網宗教信息管理方法 3月就即生
效，網絡監管越發收緊，求主保守良友的
聽眾和弟兄姐妹，在逼迫患難中為主站立
得穩，為主發光。

求主保守遠東的新媒體網絡事工，可以繼
續藉著手機 App播送節目，傳福音，供應
中國聽眾的需要。

遠東廣播製作了非常多的節目（6 個大類， 
50 多個節目 ），求主賜予機會，讓我們能
與更多教會分享遠東的資源，使這些資源成
為弟兄姊妹的屬靈的幫助，也分享給他們在
國內的親朋好友，一起收聽遠東的節目，使
用遠東的資源。

遠東廣播在拓展新的網絡聖經學院－良牧
聖經學院，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一起加
入服事，也求主預備課程，繼續能為普世
華人牧者培訓的需要提供資源。

美國的疫情沒有結束，香港和其他地區疫
情依然嚴重，求主止住疫情。也特別保守
遠東的同工，在疫情中服事不受影響。

聽眾來信

聽眾見證 - GM
    你好，林真兒姐妹。我現在13歲，很感謝神愛我 ，

也讓我能夠聽到你們的節目，神常常在你們的節目中對

我說話，我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天父，但並不是通過爸

爸媽媽認識的，而且我的爸爸媽媽也是外邦人，因為爸

爸媽媽在外地工作，所以從小我寄宿在親戚家，但就是

因為寄宿，我才能夠來認識神。

雖然很小就認識神，但之前並不瞭解也不感興趣，但不

知到為什麼突然有一天我就真正的來到了神話語面前，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從小就做一個有智慧、蒙神

喜悅的人，我現在也會每天讀經靈修，但是我最近煩惱

的是：我害怕上學的時候，因為學校裡很多同齡人都不

認識神，所以他們會常常做違背神旨意的事，因為他們

不曉得，但我害怕自己會被引誘，然後離棄神，希望您

能為我代禱，謝謝你能夠為主作工，我常常在聽喜樂靈

程，得著了很多的東西，謝謝你！

沙崙的玫瑰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聽了《認識你真好》，《饅頭

的對話》和《靈程真言》，聽著聽著就滿眼催淚、往下

流。其中談到耶和華軍隊的元帥，聽到教給我怎麼樣靈

修，聽到詩篇23篇，我多渴慕能像牧心姊妹身邊有這麼

好的教授和真兒老師，我天天自己在家裡信，聽；教會

關門，不能去聚會，可能聽到你們這些屬耶和華的牧

者，好像找到了親人，感動的流淚，渴慕有個屬靈前輩

幫助我。謝謝你們這些神的僕人牧者，把神的話語傳遍

四面八方，拯救著這麼多人的靈魂。願神賜福你們，每

時每刻都有神的恩惠伴隨！

小馬遠東見證
    曾經認為服事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去念神學院，再
去當傳道人或宣教士。但在過往因各種原因和搬遷的年歲
中我有了新的體悟。在職青團契學習如何帶團契，查經，
敬拜；如何和同工配搭，舉辦福音的拓展活動等。也在服
事中和太太靠主走過各樣磨合；曾經帶領年輕剛有孩子的
家庭，聚會時總是伴隨嬰孩哭聲，甚至在換尿布中進行。
曾經在家庭事工中學習分享信息，學習舉辦單身營，再立
婚約等 ；曾經五年內跨國搬了四次家，每次都很快接下不
同服事 。其中包括兩次開拓新小組，婚姻輔導，單身講
座，這些都是沒料到在神學院以外也能得到的裝備。

如果你問我是否後悔當初沒有堅持進神學院全職讀書 ，
答案是沒有。因為神給予我很多帶職服事的機會，因工作
的需要搬去不同地方，與不同牧者配搭學習，藉此擴張自
己的眼界，是我當初想過的驚喜。依我過往經歷歸納出帶
職事奉有以下的好處:

‧可以相對自由地調動服事地點與內容
‧幫補因忙碌牧者無法顧及的區域
‧在不同的工作崗位，接觸更廣大的人群，為神做見證
‧能把在工作學習到的技能運用於服事
‧若經濟許可，較容易用奉獻來支持教會或宣教事工

保羅就是一個帶職服事的例子，他一生靠著織帳篷維生。
不單供應自己的需要，也供給別人的需要。如今我們立志
做基督的門徒，卻因自己不是全職傳道人，只在閒暇時做
些聖工－是需要反省和悔改的。不論您今天是否經踏入社
會，在工作，照顧家庭 ，或是已經空巢退休，神都可以使
用您獨特的性格，生活環境，技能，社交圈，甚至是搬
遷，來協助不同教會或是福音機構拓展神國。

感謝神讓我在工作生活中經歷祂的裝備和帶領，等了15年
再進神學院，是完全不同的心情，現在的我比較清楚自己
的恩賜與呼召，不再一昧認為要服事就是得全職讀神學，
或是只有神學院畢業的人才配服事。現在在遠東廣播負責
事工拓展，應用我在工作上的經驗與技巧，藉由遠東的平
台直接參與宣教。

一邊工作，照顧家庭，念神學，同時服事教會，與幫忙遠
東，坦白說真的不容易，但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不同
崗位得到的學習可以彼此幫補，工作的技能可以增加服事
上的方法；工作上有時乏味與疲憊，也因服事中的喜樂得
以平衡；神學院的課業也可以在事工中演練。

遠東的多媒體平台，可以迅速的把好消息傳遍全世界，這
對屬靈資源貧瘠或疫情限制的地區來說格外地寶貴。遠東
廣播的節目，需要更多義工與教會來參與。如果有機會能

把遠東的事工與服事的機會介紹給貴教會和更多的弟
兄姊妹，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如果您沒有全職服事，不確定是否全職，或是您很確
定自己不會全職，那您此刻要做的，就是帶職服侍，
這是我們每位信徒應當做的。讓我們對神說yes，對
服事說yes，領受神的呼召，去使萬民做耶穌的門
徒。

菡萏 
 親愛的主內家人平安。我是從2021年的五六月份兒

在微讀聖經中，關注到饅頭的對話，從此認識了林真兒

和王牧心姊妹。之後找到了良友好牧人的 APP，一直聽

饅頭的對話，靈程真言和認識你真好節目。從中受益頗

多。真兒老師話語的力量讓我看到年輕的老基督徒的生

命豐盛。牧心妹妹爽朗的笑聲和渴慕主以及每天的讀經

心得，讓我看到吃奶嬰兒的茁壯生長。雨澤弟兄在節目

中的遊刃有餘，讓我看到他主裡生命的繁茂，喜歡每週

末的神的眾多年長的僕人講述他們生命的經歷，真實感

覺許多見證如雲彩一般圍繞著我們，榮耀我們所信的

主。藉此新年“如鷹展翅，如虎添翼”在愛中成長的活

動之際，我想說，感謝主！謝謝你們，讓我真知道你們

的辛苦，為主做工的實際行動踐行在你們的生命中了！

謝謝你們為神兒女預備的各種節目。願新的一年裡，願

主恩時刻與你們同在，願你們身體康健，靈命興盛，看

到你們，讓我想到聖經裡的一句話語：願愛神的人如

『日頭出現，光輝烈烈』（士5：31）感恩你們！聽了

這麼久的節目，才第一次有這樣的回應，好虧欠！

義工見證 - 回眸的貓
    因為疫情的原因，有一年多的時間大人孩子全都是

在家中渡過，工作、上網課。突如其來的生活停滯，從

一開始能夠24小時相守的滿心歡喜到後來的雞飛狗跳。

疫情以前全家人都是週末或節假日才能聚集在一起，那

樣相處的時光是一件很輕鬆也很溫馨的事情。可是耐不

住長時間一日三餐的在一起，心中的煩亂不言而喻。也

因為疫情的原因不能去教會敬拜，所有的小組學習和敬

拜都改在了網上，可是有孩子在身邊吵鬧，並不能專心

學習和敬拜，沒有安靜的與神“約會”的時間，心都是

亂的。

第一次接觸林真兒的節目，是教會姐妹推薦的《真愛駐

我家》公眾號，後來我經常會做飯的時候帶上耳機聽林

真兒的婚戀節目，每當聽見歡快雀躍的聲音“說真的、

說真的⋯⋯”節目開頭跳入耳中的時候，心中的煩憂立

刻就被暫時的消除了。

隨著公眾號被封，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聽到節目，直到後

來又是那位教會的小姐妹告訴我下載了App《良友好牧

人》。之後機緣巧合幫《喜樂靈程》校稿，便有了機會

聽到更多真兒的節目，也讓自己受益良多，校稿的過程

中經常被一個個的靈程小故事感動的潸然淚下。聽故事

的時候我是帶著人的同理心去聽的，但是在真兒解讀後

的故事讓我看見了神的愛，也直接面對肉身的死亡背後

更是有著神給我們的一個亙古長存的應許，那就是永恆

的生命 ，那是我們將來那天上的盼望。

每一次校稿都有不同的收穫，因此生活中也變的積極、

心性也變得柔軟許多。感謝主，讓我能夠接觸到這麼好

的欄目，讓我真真實實地體會到在困苦中一直在經歷祂

的恩典。也求神繼續堅定我的信心，持續地來依靠祂，

也求神繼續在難處、困苦中為我開路。感謝主！阿們！

《饅頭的對話》聽眾在節目中受到鼓勵開始抄聖經 Luke 在紐約播恩堂宣教培靈會分享信息

衷心義工 Rose 姐妹來訪 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 Nancy Demoss 來訪

明&旭霞的女兒們Mary和LInda 接受真兒採訪，分享見證
與普世佳音/海外校園/天路事工/神奇傳播 共同主辦
網路宣教論壇-元宇宙時代教會與宣教的機遇與挑戰

遠東忠實支持者明&旭霞攜全家來訪，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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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網絡監管越發收緊，求主保守良友的
聽眾和弟兄姐妹，在逼迫患難中為主站立
得穩，為主發光。

求主保守遠東的新媒體網絡事工，可以繼
續藉著手機 App播送節目，傳福音，供應
中國聽眾的需要。

遠東廣播製作了非常多的節目（6 個大類， 
50 多個節目 ），求主賜予機會，讓我們能
與更多教會分享遠東的資源，使這些資源成
為弟兄姊妹的屬靈的幫助，也分享給他們在
國內的親朋好友，一起收聽遠東的節目，使
用遠東的資源。

遠東廣播在拓展新的網絡聖經學院－良牧
聖經學院，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一起加
入服事，也求主預備課程，繼續能為普世
華人牧者培訓的需要提供資源。

美國的疫情沒有結束，香港和其他地區疫
情依然嚴重，求主止住疫情。也特別保守
遠東的同工，在疫情中服事不受影響。

聽眾來信

聽眾見證 - GM
    你好，林真兒姐妹。我現在13歲，很感謝神愛我 ，

也讓我能夠聽到你們的節目，神常常在你們的節目中對

我說話，我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天父，但並不是通過爸

爸媽媽認識的，而且我的爸爸媽媽也是外邦人，因為爸

爸媽媽在外地工作，所以從小我寄宿在親戚家，但就是

因為寄宿，我才能夠來認識神。

雖然很小就認識神，但之前並不瞭解也不感興趣，但不

知到為什麼突然有一天我就真正的來到了神話語面前，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從小就做一個有智慧、蒙神

喜悅的人，我現在也會每天讀經靈修，但是我最近煩惱

的是：我害怕上學的時候，因為學校裡很多同齡人都不

認識神，所以他們會常常做違背神旨意的事，因為他們

不曉得，但我害怕自己會被引誘，然後離棄神，希望您

能為我代禱，謝謝你能夠為主作工，我常常在聽喜樂靈

程，得著了很多的東西，謝謝你！

沙崙的玫瑰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聽了《認識你真好》，《饅頭

的對話》和《靈程真言》，聽著聽著就滿眼催淚、往下

流。其中談到耶和華軍隊的元帥，聽到教給我怎麼樣靈

修，聽到詩篇23篇，我多渴慕能像牧心姊妹身邊有這麼

好的教授和真兒老師，我天天自己在家裡信，聽；教會

關門，不能去聚會，可能聽到你們這些屬耶和華的牧

者，好像找到了親人，感動的流淚，渴慕有個屬靈前輩

幫助我。謝謝你們這些神的僕人牧者，把神的話語傳遍

四面八方，拯救著這麼多人的靈魂。願神賜福你們，每

時每刻都有神的恩惠伴隨！

小馬遠東見證
    曾經認為服事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去念神學院，再
去當傳道人或宣教士。但在過往因各種原因和搬遷的年歲
中我有了新的體悟。在職青團契學習如何帶團契，查經，
敬拜；如何和同工配搭，舉辦福音的拓展活動等。也在服
事中和太太靠主走過各樣磨合；曾經帶領年輕剛有孩子的
家庭，聚會時總是伴隨嬰孩哭聲，甚至在換尿布中進行。
曾經在家庭事工中學習分享信息，學習舉辦單身營，再立
婚約等 ；曾經五年內跨國搬了四次家，每次都很快接下不
同服事 。其中包括兩次開拓新小組，婚姻輔導，單身講
座，這些都是沒料到在神學院以外也能得到的裝備。

如果你問我是否後悔當初沒有堅持進神學院全職讀書 ，
答案是沒有。因為神給予我很多帶職服事的機會，因工作
的需要搬去不同地方，與不同牧者配搭學習，藉此擴張自
己的眼界，是我當初想過的驚喜。依我過往經歷歸納出帶
職事奉有以下的好處:

‧可以相對自由地調動服事地點與內容
‧幫補因忙碌牧者無法顧及的區域
‧在不同的工作崗位，接觸更廣大的人群，為神做見證
‧能把在工作學習到的技能運用於服事
‧若經濟許可，較容易用奉獻來支持教會或宣教事工

保羅就是一個帶職服事的例子，他一生靠著織帳篷維生。
不單供應自己的需要，也供給別人的需要。如今我們立志
做基督的門徒，卻因自己不是全職傳道人，只在閒暇時做
些聖工－是需要反省和悔改的。不論您今天是否經踏入社
會，在工作，照顧家庭 ，或是已經空巢退休，神都可以使
用您獨特的性格，生活環境，技能，社交圈，甚至是搬
遷，來協助不同教會或是福音機構拓展神國。

感謝神讓我在工作生活中經歷祂的裝備和帶領，等了15年
再進神學院，是完全不同的心情，現在的我比較清楚自己
的恩賜與呼召，不再一昧認為要服事就是得全職讀神學，
或是只有神學院畢業的人才配服事。現在在遠東廣播負責
事工拓展，應用我在工作上的經驗與技巧，藉由遠東的平
台直接參與宣教。

一邊工作，照顧家庭，念神學，同時服事教會，與幫忙遠
東，坦白說真的不容易，但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不同
崗位得到的學習可以彼此幫補，工作的技能可以增加服事
上的方法；工作上有時乏味與疲憊，也因服事中的喜樂得
以平衡；神學院的課業也可以在事工中演練。

遠東的多媒體平台，可以迅速的把好消息傳遍全世界，這
對屬靈資源貧瘠或疫情限制的地區來說格外地寶貴。遠東
廣播的節目，需要更多義工與教會來參與。如果有機會能

把遠東的事工與服事的機會介紹給貴教會和更多的弟
兄姊妹，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如果您沒有全職服事，不確定是否全職，或是您很確
定自己不會全職，那您此刻要做的，就是帶職服侍，
這是我們每位信徒應當做的。讓我們對神說yes，對
服事說yes，領受神的呼召，去使萬民做耶穌的門
徒。

菡萏 
親愛的主內家人平安。我是從2021年的五六月份兒

在微讀聖經中，關注到饅頭的對話，從此認識了林真兒

和王牧心姊妹。之後找到了良友好牧人的 APP，一直聽

饅頭的對話，靈程真言和認識你真好節目。從中受益頗

多。真兒老師話語的力量讓我看到年輕的老基督徒的生

命豐盛。牧心妹妹爽朗的笑聲和渴慕主以及每天的讀經

心得，讓我看到吃奶嬰兒的茁壯生長。雨澤弟兄在節目

中的遊刃有餘，讓我看到他主裡生命的繁茂，喜歡每週

末的神的眾多年長的僕人講述他們生命的經歷，真實感

覺許多見證如雲彩一般圍繞著我們，榮耀我們所信的

主。藉此新年“如鷹展翅，如虎添翼”在愛中成長的活

動之際，我想說，感謝主！謝謝你們，讓我真知道你們

的辛苦，為主做工的實際行動踐行在你們的生命中了！

謝謝你們為神兒女預備的各種節目。願新的一年裡，願

主恩時刻與你們同在，願你們身體康健，靈命興盛，看

到你們，讓我想到聖經裡的一句話語：願愛神的人如

『日頭出現，光輝烈烈』（士5：31）感恩你們！聽了

這麼久的節目，才第一次有這樣的回應，好虧欠！

義工見證 - 回眸的貓
    因為疫情的原因，有一年多的時間大人孩子全都是

在家中渡過，工作、上網課。突如其來的生活停滯，從

一開始能夠24小時相守的滿心歡喜到後來的雞飛狗跳。

疫情以前全家人都是週末或節假日才能聚集在一起，那

樣相處的時光是一件很輕鬆也很溫馨的事情。可是耐不

住長時間一日三餐的在一起，心中的煩亂不言而喻。也

因為疫情的原因不能去教會敬拜，所有的小組學習和敬

拜都改在了網上，可是有孩子在身邊吵鬧，並不能專心

學習和敬拜，沒有安靜的與神“約會”的時間，心都是

亂的。

第一次接觸林真兒的節目，是教會姐妹推薦的《真愛駐

我家》公眾號，後來我經常會做飯的時候帶上耳機聽林

真兒的婚戀節目，每當聽見歡快雀躍的聲音“說真

的、說真的”節目開頭跳入耳中的時候，心中的煩憂

立刻就被暫時的消除了。

隨著公眾號被封，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聽到節目，直到後

來又是那位教會的小姐妹告訴我下載了App《良友好牧

人》。之後機緣巧合幫《喜樂靈程》校稿，便有了機會

聽到更多真兒的節目，也讓自己受益良多，校稿的過程

中經常被一個個的靈程小故事感動的潸然淚下。聽故事

的時候我是帶著人的同理心去聽的，但是在真兒解讀後

的故事讓我看見了神的愛，也直接面對肉身的死亡背後

更是有著神給我們的一個亙古長存的應許，那就是永恆

的生命 ，那是我們將來那天上的盼望。

每一次校稿都有不同的收穫，因此生活中也變的積極、

心性也變得柔軟許多。感謝主，讓我能夠接觸到這麼好

的欄目，讓我真真實實地體會到在困苦中一直在經歷祂

的恩典。也求神繼續堅定我的信心，持續地來依靠祂，

也求神繼續在難處、困苦中為我開路。感謝主！阿們！

《饅頭的對話》聽眾在節目中受到鼓勵開始抄聖經 Luke 在紐約播恩堂宣教培靈會分享信息

衷心義工 Rose 姐妹來訪 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 Nancy Demoss 來訪

明&旭霞的女兒們Mary和LInda 接受真兒採訪，分享見證
與普世佳音/海外校園/天路事工/神奇傳播 共同主辦
網路宣教論壇-元宇宙時代教會與宣教的機遇與挑戰

遠東忠實支持者明&旭霞攜全家來訪，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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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的2021，很多人的心裡會浮現出一個詞"煩

憂"，為了持續混亂的外界環境煩躁，更對不確定的未來

而擔憂。 疫情席捲全球，變種病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很多國家，政府藉著疫情，加強對教會的監管，團契和

聚會受阻。 物價上漲，經濟民生收到衝擊。 大國彼此對

抗，人員往來中斷。 監管收緊，網路傳媒的空間被大大的

擠壓，基督徒所依靠的網路資源日漸減少。 未來的方向，

充滿了各樣的不確定。

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基督徒如何才能站立得穩，並且完成

基督託付自己的使命？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給我們重

要的教導。 在以弗所書裡，使徒保羅首先提到教會和信徒

的身份和特性（1-3章），然後保羅談到基督徒在教會、

社會和家裡如何活出這樣的身份（4：1-6：9）。在書卷

的最後（6：10-20），保羅做了最後的勸勉，勉勵他們要

在一切的環境中站立得住。

首先保羅讓基督徒看到一個事實，他們在地上的爭戰都有

屬靈的背景。 給基督徒的生命帶來困難的，不只是社會的

環境、文化的潮流、和他們自己肉體的軟弱。 更重要的是

魔鬼在與他們敵對，並且盡一切可能來破壞、顛覆和推翻

神對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目的。 對於基督徒而言，他們真

正的敵人不是那些地上的人、事、物，也不是在與那些屬

血氣的爭戰； 他們真正的敵人是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6:12） 他

們所要面對的爭戰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要贏得屬靈的爭戰，唯一能夠幫助基督徒得勝的，就是屬

靈的兵器。 保羅從當時羅馬帝國士兵的裝備作比喻，從士

兵所配戴的6種軍裝：帶子、 護心鏡、鞋、藤牌、頭盔、

寶劍，來對比基督徒爭戰所需要的屬靈兵器：真理、公

義、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

當教會面對逼迫和壓力的時候，基督徒只有持守真理才能

站立得穩。真理讓人們不會被虛假的言論所蒙蔽，不會被

錯誤的教導所影響。基督徒在世上必須行事為人正直，追

求公義，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心思意念純正，也不至於跌

倒，才能站立得穩。6：15說："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

走路的鞋穿在腳上"。這段經文的意思是隨時準備好，向人

分享那個帶來平安的福音。這個世界充滿了紛爭與不合，

但是基督徒則要隨時向人分享福音。唯有福音才能帶來真

正的平安，同時教會唯有傳揚福音，在世界上才能站立得

穩。

放棄了傳揚福音的根本使命，教會在世界也就失去了真正

的影響力，自己也會變得軟弱不堪。惡者攻擊信徒的方

法，最後都是讓基督徒放棄相信和順服他們的主，而信靠

的心可以幫助信徒，抵擋一切的惡者的攻擊。當撒旦對教

會發出牠的火箭的時候，信徒們要麼信靠上帝，按照祂的

旨意行事；要麼就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依靠自己抵擋攻擊

而面臨戰敗的下場。但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都無法在魔

鬼的箭下生存。 對神的信靠是教會和基督徒生存的關鍵。 

基督徒要以救恩來堅固他們自己。信徒對自己已得救地位

的信心，將在激烈的戰鬥中保護他們。最後，保羅勸勉基

督徒應用神的道，有了神的道在心裡，他們不但能防守，

還能進攻，戰退惡者的攻擊，並且能站立得穩。

保羅提醒每個基督徒，在這個充滿了紛爭、甚至逼迫的世

界，他們能站立得穩，就必須要意識到，基督徒一生的道

路也是在進行一場屬靈的爭戰－即是屬靈的爭戰。他們所

依靠的是那位掌管天地萬物，掌管歷史進程，掌管人心的

神。依靠祂的大能，並且依靠神所賜的兵器。基督徒在地

上爭戰，靠的不是人的手段，人的方法，他們的裝備不是

別的，乃是他們純正的信仰、公義的生命、無偽的信心、

傳揚的福音、上帝的話語，和儆醒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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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樂昌傳道
中文福音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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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廣播的夥伴們：

    主內平安！ 自微僕加入遠東廣播服事這一年來，

最大的感受就是"改變"。 在短短的時間裡，國際關係在

變，遠東中文事工所服事的地區政治形勢在變，遠東中

文事工夥伴所處的地區環境也在變。 這些改變，使事工

面對的衝擊與挑戰紛至遝來，讓人應接不暇。 但是，在

這一切變化的後面，我們看到那位不變的主！ 正如希伯

來書（13：8）所說："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遠、是一樣的。"無論時代如何，主的心意和計劃都

從未改變，因此，基督徒的使命也不會改變。 從鮑曼

博士1945年創立遠東廣播以來，我們幾代人持續透過媒

體，向人分享耶穌，鼓勵人跟隨耶穌，這是遠東從未改

變的使命，也是遠東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

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一直在拓展各種傳福音的渠道，

來應對網絡的監管與封鎖。 今年我們開始了新的項目，

在已有的中波益友電台以外，和遠東國際夥伴們合作，

使用第二個中波AM電台，向中國播放福音節目。 在中

國，90%以上駕車的人都有收聽車載廣播的習慣，在城

市的比例更多。 我們盼望這個新的中波電台的節目，可

以覆蓋更多的地區，有更清楚的信號，並且不受互聯網

封鎖和審查的影響。 工程師們在調整電台的發射機與設

備，希望很快就可以知道調整的果效，我們也會向您及

時報告項目的效果。 同工們也在更新手機應用。 在過

去的半年裡面，美國遠東開發的手機 App（聆聽系列）

節目收聽已經上升到每月約3百萬次。 我們今年會繼續

更新App，讓聽眾可以自行下載安裝。 並且我們計劃重

新完善離線收聽（OTG，On-The-Go）的功能，讓聽

眾在沒有網絡的情形下仍然可以收聽。 歡迎您和您的家

人和朋友分享遠東的節目和手機App，一起收聽我們的

節目，一起得到福音的好處。

若您願意以奉獻金錢來支持遠東廣播公司的事工，

您可以使用我們網站上的奉獻功能。請進入網站

www.febcchinese.net，點擊「網上奉獻」項目並選

擇合適您的奉獻方式。您的每一筆奉獻都將收到我

們的收據，做為抵稅之用。

奉獻與支持

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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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離不開健康的教會，而健康的教會離不開牧者
和傳道人的培訓。為了要能繼續遠東的培訓事工，不受

外在環境的影響，我們在今年一月成立了新的網絡聖經
學院-良牧聖經學院，良牧聖經學院將提供學生學位的

課程，由此協助普世的華人教會培訓傳道人和教會領
袖。 

在過去的30年中，遠東是由事工夥伴一同配搭，一起合

力完成節目和課程的製作，共同完成遠東的使命。 為

了將來能夠更加有效地運作，經過一年多的商討，事工

夥伴們決定未來更加緊密的合作，為了福音在中華大地

的傳播，將做更大的承擔和付出。 

從今年開始，我們會將天訊從雙月刊改成季刊，每三個

月，我們會透過《天訊》向您報告事工的方向。 除了

天訊之外，我們會更加頻繁的透過電子郵件、社交媒

體、和網頁向您及時更新事工的動態，福音禾場的需

要，事工的果效，和代禱的事項。 盼望您能夠繼續關注

遠東的事工，與我們一起同工，一起肩負使命，一起傳

福音到地極！

以馬內利

主僕 程樂昌（路加）傳道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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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的2021，很多人的心裡會浮現出一個詞"煩

憂"，為了持續混亂的外界環境煩躁，更對不確定的未來

而擔憂。 疫情席捲全球，變種病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很多國家，政府藉著疫情，加強對教會的監管，團契和

聚會受阻。 物價上漲，經濟民生收到衝擊。 大國彼此對

抗，人員往來中斷。 監管收緊，網路傳媒的空間被大大的

擠壓，基督徒所依靠的網路資源日漸減少。 未來的方向，

充滿了各樣的不確定。

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基督徒如何才能站立得穩，並且

完成自己的使命？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給我們重要的

教導。 在以弗所書裡，使徒保羅首先提到教會和信徒的身

份和特性（1-3章），然後保羅談到基督徒在教會、社會

和家裡如何活出這樣的身份（4：1-6：9）。在書卷的最

後（6：10-20），保羅做了最後的勸勉，勉勵他們要在一

切的環境中站立得住。

首先保羅讓基督徒看到一個事實，他們在地上的爭戰

都有屬靈的背景。 給基督徒的生命帶來困難的，不只是社

會的環境、文化的潮流、和他們自己肉體的軟弱。 更重要

的是，魔鬼在與他們敵對，並且盡一切可能來破壞、顛覆

和推翻神對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目的。 對於基督徒而言，

他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那些地上的人事物，也不是在與那些

屬血氣的爭戰。 他們真正的敵人，是那些"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6:12） 

他們所要面對的爭戰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要贏得屬靈的爭戰，唯一能夠幫助基督徒得勝的，就

是屬靈的兵器。 保羅從當時羅馬帝國士兵的裝備做類比，

從士兵所配戴的6種軍裝：帶子、 護心鏡、鞋、藤牌、頭

盔、寶劍，去對比基督徒爭戰所需要的屬靈兵器：真理、

公義、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

當教會面對逼迫和壓力的時候，基督徒只有持守真

理才能站立得穩。真理讓人們不會被虛假的言論所影響，

不會被錯誤的教導所影響。基督徒在世上必須行事為人正

直，追求公義，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心思意念純正，也不

至於跌倒，才能站立得穩。6：15說："又用平安的福音當

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這段經文的意思是隨時準備

好，向人分享那個帶來平安的福音。這個世界充滿了紛爭

與不合，但是基督徒則要隨時向人分享福音。唯有福音才

能帶來真正的平安，同時教會唯有傳揚福音，在世界才能

站立得穩。

放棄了傳揚福音的根本使命，教會在世界也就失去了

真正的影響力，自己也會變得軟弱不堪。惡者攻擊信徒的

方法，最後都是讓基督徒放棄相信和順服他們的主，而信

靠的心可以幫助信徒，抵擋一切的惡者的攻擊。當撒旦對

教會發出他的火箭的時候，信徒們要麼相信上帝，按照上

帝的旨意行事，要麼就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依靠自己抵擋

攻擊。而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都無法在魔鬼的箭下生

存。 對神的信靠是教會和基督徒生存的關鍵。 基督徒要

用救恩來幫助他們自己。信徒對自己得救地位的信心，將

有助於在激烈的戰鬥中保護他們。最後，保羅勸勉基督徒

使用神的道，有了神的道在心裡，他們不但能防守，還能

進攻，打退惡者的攻擊，並且站立得穩。

保羅提醒每個基督徒，在這個充滿了紛爭、甚至逼

迫的世界，他們能站立得穩，就必須要意識到，基督徒一

生的道路也是在進行一場屬靈的爭戰。即是屬靈的爭戰，

他們所依靠那位掌管天地萬物，掌管歷史進程，掌管人心

的神，依靠祂的大能，並且依靠神所賜的武器。基督徒在

地上爭戰，靠的不是人的手段，人的方法，他們的武器不

是別的，乃是他們純正的信仰、公義的生命、無偽的信

心、傳揚的福音、上帝的話語，和儆醒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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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樂昌傳道
中文福音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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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廣播的夥伴們：

主內平安！ 自微僕加入遠東廣播服事這一年來，

最大的感受就是"改變"。 在短短的時間裡，國際關係在

變，遠東中文事工所服事的地區政治形勢在變，遠東中

文事工夥伴所處的地區環境也在變。 這些改變，使事工

的衝擊與挑戰紛至遝來，讓人應接不暇。 但是，在這一

切變化的後面，我們看到那位不變的主！ 正如希伯來書

（13：8）所說："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

遠、是一樣的。"無論時代如何，主的心意和計劃都從

未改變，因此，基督徒的 使命也不會改變。 從鮑曼博

士1949年創立遠東廣播以來，我們幾代人持續透過媒

體，向人分享耶穌，鼓勵人跟隨耶穌，這是遠東 從未改

變的使命，也是遠東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們一直在拓展各種傳福音的

渠道，來應對網絡的監管與封鎖。 今年我們開始了新的

項目，在已有的中波益友電台以外，和遠東國際夥伴合

作，使用第二個中波AM電台，向中國播放福音節目。 

在中國，90%以上駕車的人都有收聽車載廣播的習慣，

在城市的比例更多。 我們盼望這個新的中波電台的節

目，可以覆蓋更多的地區，有更清楚的信號，並且不受

互聯網封鎖和審查的影響。 工程師們在調整電台的發射

機與設備，希望很快就可以知道調整的果效，我們會向

您及時報告項目的效果。 我們的同工也在更新我們的手

機App。 在過去的半年裡面，美國遠東開發的手機

App（聆聽系列）上的節目收聽已經上升到每月3百

萬。 我們明年會繼續更新App，讓聽眾可以自行下載安

裝。 並且我們計劃重新完善離線收聽（OTG，On-To-

Go）的功能，讓聽眾在沒有網絡的情形下仍然可以收

聽。 歡迎您和您的家人和朋友分享遠東的節目和手機

App，一起收聽我們的節目，一起得到福音的好處。

若您願意以奉獻金錢來支持遠東廣播公司的事工，

您可以使用我們網站上的奉獻功能。請進入網站

www.febcchinese.net，點擊「網上奉獻」項目並選

擇合適您的奉獻方式。您的每一筆奉獻都將收到我

們的收據，做為抵稅之用。

奉獻與支持

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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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離不開健康的教會，而健康的教會離不開
牧者和傳道人的培訓。為要繼續遠東的培訓事工，不受
外在環境的影響，我們在今年一月成立了新的網絡聖經
學院-良牧聖經學院，良牧聖經學院提供學生學位的課
程，由此協助普世的華人教會培訓傳道人和教會領袖。 

在過去的30年中，遠東是由事工夥伴一同配搭，一

起合力完成節目和課程的製作，共同完成遠東的使命。 

為了將來能夠更加有效地運作，經過一年多的商討，事

工夥伴們決定未來更加緊密的合作，為了福音在中華大

地的傳播，做更大的承擔和付出。 

從今年開始，我們會將天訊從雙月刊改成季刊，每

三個月，我們會透過《天訊》向您報告事工的方向。 除

了天訓之外，我們會更加頻繁的透過電子郵件、社交媒

體、和網頁向您及時更新事工的動態，福音禾場的需

要，事工的果效，和代禱的事項。 盼望您能夠繼續關注

遠東的事工，與我們一起同工，一起肩負使命，一起傳

福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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