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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分享遠東廣播的事工，經常會面對一些弟兄姐妹的疑

問 ，“現在已經是手機、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時代，廣播

已經成為了過去時。在這樣的一個全新的網絡時代裡面，

還有人會收聽廣播嗎？  遠東的廣播事工還相關嗎?”

遠東的歷史

遠東廣播的事工開始於75年前。二戰結束期間，有三位年

輕人，其中一位是牧師，一位是海軍退役軍官，一位是福

音歌手。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就是把福音傳到中國這個

有4 億多人口的東方國家。他們不停地在地圖前禱告，向

神呼求。最後，他們從神領受了“藉廣播，傳基督、到地

極 ”的異象，決定使用廣播向中國的廣大人群傳揚福音。

短波廣播可以說是當時最普及，也是能接觸最多最廣人群

的傳播手段，遠東盼望藉著當時最先進的媒體科技把福音

傳遍整個中國。

雖然僅有一千

美元，但是遠

東的創始人還

是憑著信心成

立了遠東廣播

公司，並且開

始針對遠東地

區建立電臺，

傳播福音的工

作。他們最早嘗試在中國建立電台，但是遭遇許多挫折。

最後他們轉移到菲律賓發展，才發現這才是上帝給他們最

理想的地點。建立在菲利賓的電台，不但可以覆蓋全中

國，而且不會受到政權更替的影響。建台之初，雖然費用

拮据，但上帝奇妙地供應了他們的不足。他們不僅順利取

得建台許可 ，菲國政府還給了他們無限制使用電力的特

權。隨後土地、鐵塔、錄音設備等難題也一一解決。1949

年7月29日 ，遠東廣播正式以短波由菲律賓向中國播音。

往後兩年，數千名的宣教士被驅逐出境，鐵幕四起，中國

似乎成了福音禁地。但是，福音廣播穿過鐵幕帶給上億的

人民福音。 1974年開始，良友透過韓國濟州島的發射台，

以中波發射信息，覆蓋中國。雖然在建台的前30年，電台

只收到不足1000封聽眾來信，但是同工與福音夥伴不灰

心、不氣餒，持續地對著麥克風傳講福音的大好信息，傳

講聖經的真理。“良友電台”成為中國聽眾與信徒最好的

朋友。許多信徒靠著聽寫聖經而擁有自己的聖經，靠著聖

詩教唱而學會簡短的詩歌，無數的人因著福音廣播而第一

次聽到福音，在許多地方，透過一台收音機甚至有數百人

共同收聽。在屬靈資源極度匱乏的時代，良友電臺的造就

型、栽培型的節目，成了許多信徒信仰進深的唯一來源。

良友電臺成為了公認的對中國教會影響極大的海外福音資

源。

科技的發展
過去的這五十年，是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1973年，摩托

羅拉第一台現代意義上的移動電話誕生，移動電話開始走

進人的生活；1982年IBM公司推出首台個人電腦，開啟了個

人電腦的全新時代；90年代，互聯網開始商用，人類進入

互聯網時代；在2021年，中國的網民和智能手機使用者已

經超過10億，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數字社會，佔全球網民

的 1/5 ，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WeChat活躍用戶達到了12

億，每天發布3.8億的推文，450億的信息。

科技的發展，帶來人生活方式的巨大的改變：1.聯繫:使

用手機和互聯網，我們可以跨過時空的限制與世界上任何

角落的人隨時交流、聯繫。2.分享:在社交媒體，每一個

人都可以分享他/她自己的信息，表達他/她的觀點，抒發

自己的感受。3.群體:社交媒體催生了新的群體。每個人

除了生活在一個真實的社會裡，也藉著手機、互聯網、社

交媒體，活在一個數字的

社會裡，每個人都可以在

網絡世界隨時建立一個新

的社群。4.傳播:互聯網上

信息的分享極其迅速，一

個重大的新聞能夠在一夜

之間傳遍整個社交媒體。

中 文 福 音 事 工 部

還廣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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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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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天訊 No.148  ●  部工事音福文中司公播廣東遠 :版出  
出版日期:2022年03/04 ●  道傳 昌樂程 :任主行執

遠東廣播公司乃不營利﹑不分宗派﹑國際性
的基督教機構。1945年憑信心創立之後﹐現
已有34座中﹑短波強力的電台﹐使用120多
種語言﹐向全世界40億的人廣播福音。歡迎
索取最新廣播節目時間表以贈國內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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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聯網宗教信息管理辦法開始實施，為了應對日益

了良友電台所有的節目，也包含了美國遠東製作的講道

資源《好牧人》、福音節目《認識你真好》以及《說真

媒體分享。

2. 為了能夠牧養中國的孩子們，遠東在三月底在良友
電台推出了全家一起收聽的節目《一起成長吧》，除了

親子靈修節目《喜樂靈程》之外，還包括一些《真愛駐

我家》的播客環節，以及《我家劇場》上線的一個原創

兒童廣播劇《非凡歷險記》。《非凡歷險記》透過講述

一個兒童奇幻故事，把聖經的真理融入其中，寓教於

樂 ，讓孩子們既可以享受奇異兒童文學作品的美好，

又可以學習聖經真理，建造品格。

3. 遠東的廣播事工除了菲律賓的短波電台之外，還有
透過位於韓國濟州島的中波電台的播送福音信息。最近

美國遠東和韓國遠東合作，開始了重啟“益友二台”的
項目。益友二台的發射站已經搬到沿海的島嶼，與國

遠東一起開始這個項目，更新發射機，調試設備，並且

調整天線的方向，期望電波信號可以覆蓋更廣的地區，

更清楚達到目標聽眾。現在工程師在安裝測試階段。

4. 遠東家庭事工在四月和達拉斯華人第一浸信會合作

舉辦家庭營，在教會分享關於婚姻家庭的信息，協助教

庭事工，參與家庭事工的培訓，並且未來在自己的教會

同工一起開展對這些新同工的一系列培訓。

5. 遠東事工透過網絡直播活動牧養全世界各地的華人

現象，舉辦了一次網絡直播活動。我們的同工和聽眾分

享他們生命的掙扎，分享聖經的教導，分享上帝在他們

生命裡的恩典，彼此的勉勵。中國憂鬱症的在中國有我

們為了神藉著遠東的事工能夠服事他們的需要感恩。在

中國憂鬱症已經成為第四大疾病，粗略估計有幾千萬人

患憂鬱症。我們也寄望未來能夠繼續在這個方面可以繼

續的透過節目幫助弟兄姐妹和聽眾。

歡迎掃描收聽兒童福音廣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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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事工的更新

如果說普世宣教是透過人與人的聯繫和溝通，分享福音的

好消息，並且帶領人成為門徒，那媒體科技的發展會極大
地影響宣教的模式。遠東的媒體事工早就跨過廣播的形

式，隨著科技的發展而逐漸更新。在2002年，良友電台開
始了網站的事工，電臺所有的節目都可以從網上收聽，聽

眾不再局限於收音機的信號強弱和節目播出的時間，而可

以按照他們的時間和需要選擇收聽。2004年，良友又開始

網上的廣播，聽眾可以像

收聽高品質收音機一樣 ，

不間斷的收聽良友電台的

節目。隨著智能手機的興
起，良友開發了自己的手

App，讓聽眾可以更隨

時隨地方便快捷地收聽良

友的節目。當微博、微信

等社交平台開始湧現，良

友電台又在社交媒體上發

放自己的節目，使得良友

的節目能夠最大程度的被

聽眾知道與收聽，並且分

享給他們的親朋好友。雖

然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 ，

遠東在境內社交媒體上的

公眾號不再能夠自由地播

放自己的節目，但是良友

的節目仍然可以透過網

App和短波、中

波被我們在境內的聽眾所

收聽。

遠東的事工，除了中文事

工，還有向50個國家，透

過149種語言，在不同的

地方，用著不同的媒體傳揚福音，有些地區主要使用AM/

F M電台 ，有些地區使用手機、互聯網、社交媒體，有些

地區則依賴專門開發的設備在世界的許許多多的角落，

遠東的事工透過最合適的媒體科技，傳播福音裝備門徒。

宣教的需要
福音：經過70年的時間，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從幾十萬

增加到了數千萬。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從1949年
的不到5億，增加到14億。在中國，每年有1千兩百萬人

口出生。相比於七十年代遠東開始中國事工的時候，如

今的中國也有了更多的未得之民。比起70年前，福音的

使命，宣教的緊迫絲毫沒有減少，反而比起以往任何時

候更加強烈；與70年前一樣，我們需要繼續盡其可能地使
用媒體和科技，向這13億的未得之民傳福音。在現在這個
幾乎人手一個手機、人人上網的時代，我們需要透過科
技、網絡、媒體的應用，一如既往，為普世的華人帶去福
音。

牧養：隨著時代的開放，華人的足跡已經遍布全世界。華
人聚居的地方，既有國際化的超大型城市，也有偏遠的鄉
村，即有富裕繁華的地方，也有貧窮的角落，即有信息資
源豐富的都市，也有資源匱乏的地方。既有受到高等教育
的群體，也有沒有機會受教育的群體。有些地方，福音根
植，教會興旺，也有地方福音沒有傳開，教會稀少。媒體
的事工成為一個不可獲缺的資源。

栽培：對於普世的宣教，傳道人的培訓是一大瓶頸。在全
世界的很多地方，絕大多數的傳道人都沒有受過基本的培
訓。沒有有效的培訓，傳道人不能夠很好地牧養教會 ，供
應弟兄姐妹的生命需要，面對世俗文化的衝擊和異端的挑
戰。在中國的三線四線城市和鄉村，年輕人離開家鄉 ，
去外地打工，很多的教會只剩下了年長的弟兄姐妹，牧養
缺乏。在那些缺乏牧養的地方，遠東的事工扮演了很重要
的角色。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網絡培訓成為普世宣教中
不可或缺的方法。

馬太福音9：35-38，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
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
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
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主耶
穌看到那些沒有人帶領和牧養的以色列民，那些預備好接
受福音的人群，告訴他的門徒們，他們要向上帝祈求，求
上帝差派更多他的牧人，來收割莊稼，來帶人信主，使人
成為上帝的兒女！

面對一個更加緊迫的時代，我們看到許許多多的信徒沒有
人牧養，我們看到億萬人從沒有聽到福音，我們看到千千
萬萬的牧者需要栽培。我們需要向莊稼的主祈求，求他差
派更多的工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使用媒體、
使用科技，衝破重重的阻隔，繼續向廣大的華人傳福音，
繼續栽培信徒。盼望您和我們一起同工，一起將福音傳到
地極。

遠東中文事工部正在籌劃的中波益友二台的發射站

以馬內利

主僕 程樂昌（路加）傳道 敬上

2022年6月

程樂昌傳道
中文福音事工部  
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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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代禱事項

1. 內地網絡監管持續收緊，互聯網上的網絡
屬靈資源越來越少。求主保守遠東的新媒

站播送遠東的各樣節目。求主讓更多的教

會和弟兄姐妹了解遠東的平台和資源，並

且也分享給他們在境內的親朋好友，使得

他們可以透過收聽我們的節目得到屬靈的

餵養。

2. 為遠東在籌劃中的中波電台禱告。位於韓
國的益友二台，現在發射台的安裝調試初

步完成，未來需要測試在境內的收聽效果

。求主使用這個新的中波電台，繼續向人

口稠密的沿海地區播送節目，傳福音，造

就門徒。

3. 隨著事工的拓展，遠東廣播需要建立新的
軟件系統，管理節目資源，提高平台推送

的效率。並且需要開發新的媒體和移動平

台。求主預備合適的，有軟件開發經驗的

同工或者義工，一起加入遠東的服事，藉

著科技和媒體，廣傳福音。

4.遠東的家庭事工正在和北美的一些教會和
機構合作，推動在教會建立家庭事工。求

主保守彼此的合作，一起推動家庭事工，

讓更多的家庭被建立，成為美好的見證。

轉眼間從遠東廣播短宣回來已兩周有餘，回想這次短宣，

許多的感觸在心頭。

首先是對遠東廣播的事奉和同工有更多的瞭解，代禱也更

國同胞，節目除了短波以外，還有針對不同需要的節目。

多年來，遠東廣播的同工們堅守上帝的使命，給那片土地

的同胞傳遞神的愛、神的話並神的呼召。而這些同工本身

也需要支持、鼓勵和被牧養。

其次是感受到在主里的團契是多寶貴和必要：在短宣的一

週里，每天參加中文部的晨會，一起唱詩讚美、聆聽神的

話。與同工們漸漸熟悉後，午飯時分享飯食，工作之餘談

談服事中的挑戰、掙扎以及所得的安慰和鼓勵。

再有就是短宣真的造就自己、造就教會：短宣隊每天早上

更多瞭解，在彼此的愛心、忍耐和擔當中受造就。

最後就是更深體會到聖經關於“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

就行，還要想方設法使聽眾能聽得到，因為有許多阻攔使

得節目无法上傳。因此，在我們尚能自由傳講、敬拜和團

契的時候，當好好把握機會！短宣雖已結束，但祂的工作

不會結束，我們在里面的連結不會結束，讓我們向著標竿

情系遠東

感謝北區基督徒會堂短宣隊服事

義工心聲

L afayette

隊裡大家都叫我的別名老佛爺。起初是因為跟路加真

兒熟識多年，知道他們需要人手幫忙而參與的，目前

主要做小編，管理聽友群，偶爾也會幫忙聽寫與校

對 

在過去一年的義工服事當中，看到國內各種層面的需

要，絕大部分是信仰上，但也有許多人雖說信主，但

也信得不明，以至於在生活裡實踐信仰時有許多矛

盾，也因為各種限制，國內信徒的牧養的確非常貧

乏，而我們電台各式節目，成為一個很有力的幫補，

若長期堅持聽節目的聽友，不少能紮下信仰的根基。

特別在婚姻關係、孩童教養，若有聽友願意好好沈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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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來信 聽眾來信

聽眾見證 - 仙仙
我是一個因特殊原因默默無聲的鐵粉，今日靈裡悅動 ，

見證和求助啦！最近遇到嚴重的育兒問題。孩子小學一

年級，我之前對孩子很滿意，陽光、自信、快樂、聽道

理、愛音樂、喜歡聚會、喜歡聽『喜樂橄欖樹』『認識

你真好』『靈程真言』（你們的片頭，他都可以倒背如

流，音樂也能哼唱出來）。但最近我和孩子爸被捲入了

以成績、表現論輸贏的氛圍中。這種氛圍悄然無聲 ，力

量巨大，讓人心情忐忑，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工作

和親子關係。這一切都讓我和爸爸無助又堵心。我買了

很多書、聽了很多課，越來越迷茫。今天《喜樂靈程》

的摔跤，把我摔醒了。我們現在就是在和孩子摔跤 ，與

其他父母比，也許我們因著天父的關係，自主的知道要

忍耐，可是比起今天故事裡天天的爸爸，我們差的有點

遠，更別提離天父的忍耐距離了。如果在這樣下去 ，就

如同真兒姐所說，我是讓孩子徹底挫敗且士氣不振了！

聽了今的節目，我轉發文字給老公，並且我們約定一起

成長。

被愛澆灌
感謝主，謝謝真兒老師和牧心姊妹。5/12的《饅頭的對

話》真的釋放了我，我在醫院門口開了一家本土連鎖便

利店。去年冬天的時候，有人過來和我說想要在醫院裡

面開同樣一家連鎖店。4月30號他們上貨，5月1日的上

午 ，我想送他們一束鮮花以表示祝賀。接著陸續有供應

商給他們送貨，這些供應商不知道地址在哪裡，都來問

我。問一兩個我還能好好說話，問的多了就煩的不行，

就說你們直接給他們打電話問就行了，幹嘛一直問我，

都來問我煩不煩。到下午我安靜下來，有聲音責備我

說，孩子我揀選你，是要讓你愛人，不是恨人，我的恩

典夠你用。我趕緊禱告求主赦免我，不要那麼小氣，要

彰顯耶穌的愛，而不是我裡面的小氣與小信。禱告結束

後，心裡仍有不甘。有幾次到醫院裡面送貨，看到他們

的生意特別好。但我也提醒自己說主的恩典夠用，我不

至缺乏。事實證明神的恩典確實夠我用，每天營業額還

和過去一樣，沒有少，一直保持著。我一直掙扎著5月1

謙和
今天5/27聽了認識你真好，說得了神的恩典不做見證是

隱藏神的榮耀，是罪。聽了這些話，心裡唯恐自己沒有

把神該得的榮耀給祂。

疫情在家，孩子咳嗽，醫院診所都關門，家裡沒有藥。

我相信神會幫助信靠他的兒女，我就為孩子禱告，孩子

慢慢就好了；還有快開學了，孩子爸因中間往別的地方

運輸了貨，整了個黃碼，後來就在開學的前一天老師讓

孩子做核酸檢測，交健康碼，家長也得一起交，孩子爸

爸的碼就在交給老師那一順間變綠了，我真是經歷到了

神是不誤事的神。我差不多每天都能經歷到神的恩典，

如果不靠著祂，很難平衡生活 ，但有了上帝，發現自己

太渺小了，求神繼續帶領我前面的路，不斷用信心來仰

望他。太多的恩典說不完，簡單給你們分享一下，謝謝

你們在節目的付出，願神紀念賜福你們，我現在身邊好

多的人也在聽你們的節目。

日那天到底該不該送給他們鮮花，心裡一直憋屈的很，

很不痛快。今天聽了節目後我真的釋懷了，送給他們祝

福，這是神的恩典，讓我學會愛搶我生意的人，希望

有一天可以把福音傳給他們。

田地
真愛駐我家節目的主持人你們好，我是你們忠實的聽

眾，你們的系列節目，我每天必聽。你們的主持風格是

那麼的活潑詼諧與灑脫，讓人眼前一亮，在這疫情肆虐

危機四伏生活壓力山大的時期，如同一縷和煦的春風，

拂去人眼前的迷霧，撫平心靈的滄桑。讓人看到希望。

相信前方定有春暖花開，你們所傳達的從上頭而來的恩

言，如同那山間清澈的清泉，滌蕩了人心靈的塵汙，滋

潤了人饑渴的心田。願上帝加你們力量與你們同在同

工，使節目越辦越好，成為更多主內家人的祝福。辛苦

了，感謝主也謝謝你們，哈利路亞！

Westgate Chapel家庭退修營 西雅圖忠心的義工姐妹們

小馬弟兄在Albuquerque,NM 遇到從小和媽媽聽良友電台
的聽眾，照片中有祝平安牧師，臥綠和臥恩牧師。

ECC-RED 家庭事工核心同工們合影探訪並與真愛國際關懷協會葉會長，蘇牧師，胡牧師合影 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總幹事陳以諾牧師夫婦來訪

與達拉斯第一華人浸信會合辦婚姻家庭營會

4
與Westgate Chapel牧者Raymond牧師師母及同工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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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代禱事項

1. 內地網絡監管持續收緊，互聯網上的網絡
屬靈資源越來越少。求主保守遠東的新媒

站播送遠東的各樣節目。求主讓更多的教

會和弟兄姐妹了解遠東的平台和資源，並

且也分享給他們在境內的親朋好友，使得

他們可以透過收聽我們的節目得到屬靈的

餵養。

2. 為遠東在籌劃中的中波電台禱告。位於韓
國的益友二台，現在發射台的安裝調試初

步完成，未來需要測試在境內的收聽效果

。求主使用這個新的中波電台，繼續向人

口稠密的沿海地區播送節目，傳福音，造

就門徒。

3. 隨著事工的拓展，遠東廣播需要建立新的
軟件系統，管理節目資源，提高平台推送

的效率。並且需要開發新的媒體和移動平

台。求主預備合適的，有軟件開發經驗的

同工或者義工，一起加入遠東的服事，藉

著科技和媒體，廣傳福音。

4.遠東的家庭事工正在和北美的一些教會和
機構合作，推動在教會建立家庭事工。求

主保守彼此的合作，一起推動家庭事工，

讓更多的家庭被建立，成為美好的見證。

轉眼間從遠東廣播短宣回來已兩周有餘，回想這次短宣，

許多的感觸在心頭。

首先是對遠東廣播的事奉和同工有更多的瞭解，代禱也更

國同胞，節目除了短波以外，還有針對不同需要的節目。

多年來，遠東廣播的同工們堅守上帝的使命，給那片土地

的同胞傳遞神的愛、神的話並神的呼召。而這些同工本身

也需要支持、鼓勵和被牧養。

其次是感受到在主里的團契是多寶貴和必要：在短宣的一

週里，每天參加中文部的晨會，一起唱詩讚美、聆聽神的

話。與同工們漸漸熟悉後，午飯時分享飯食，工作之餘談

談服事中的挑戰、掙扎以及所得的安慰和鼓勵。

再有就是短宣真的造就自己、造就教會：短宣隊每天早上

更多瞭解，在彼此的愛心、忍耐和擔當中受造就。

最後就是更深體會到聖經關於“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

就行，還要想方設法使聽眾能聽得到，因為有許多阻攔使

得節目无法上傳。因此，在我們尚能自由傳講、敬拜和團

契的時候，當好好把握機會！短宣雖已結束，但祂的工作

不會結束，我們在里面的連結不會結束，讓我們向著標竿

情系遠東

感謝北區基督徒會堂短宣隊服事

義工心聲

L afayette

隊裡大家都叫我的別名老佛爺。起初是因為跟路加真

兒熟識多年，知道他們需要人手幫忙而參與的，目前

主要做小編，管理聽友群，偶爾也會幫忙聽寫與校

對 

在過去一年的義工服事當中，看到國內各種層面的需

要，絕大部分是信仰上，但也有許多人雖說信主，但

也信得不明，以至於在生活裡實踐信仰時有許多矛

盾，也因為各種限制，國內信徒的牧養的確非常貧

乏，而我們電台各式節目，成為一個很有力的幫補，

若長期堅持聽節目的聽友，不少能紮下信仰的根基。

特別在婚姻關係、孩童教養，若有聽友願意好好沈浸

在節目裡的，時常能聽到收到不少他們的感恩見證。

感謝主雖然過去發送節目時不時會遇到阻攔，但整個

團隊，無論是同工或是背後無數的義工，都在自己的

崗位上繼續堅持，發揮每個螺絲釘的功用，讓我深深

經歷，服事不在於大小，而在於忠心，把每件交到自

己手裡的事，竭盡所能的做好，這就是主用來操

至於電台服事的辛苦，因為媒體產業每日定時發送的

訊息量，坦白說確實很大，節目不會因為美國這裡放

假或在學年結尾最忙時，可以休息幾天，這意味著每

個人需要有很好的時間管理與分配，如果不能很紀律

地把該做的事做完，可能會拖累其他人，就要有另一

個人補上。也經歷多次明明已經很累，但也要堅持下

去的經驗，更別說有小信，或是在與聽眾交流時，被

人誤會或是不客氣對待，當下的情緒和委屈自然不用

贅述。最後因著上帝的恩典和呼召，又再度能回到侍

其實這一切經歷，我相信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誰說服

侍主的道路是輕省的？是光鮮亮麗的？主清楚的告訴

我們，我們是僕人，是蒙恩的罪人，因著祂恩典得以

來侍奉。所以我感謝上帝賜下的機會，在未來的日子

裡，無論是在電台或是任何地方的服侍，要繼續勉勵

自己不忘呼召的初衷，不求討人的喜悅，只求凡事忠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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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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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天訊 No.148  ●  部工事音福文中司公播廣東遠 :版出  
出版日期:2022年03/04 ●  道傳 昌樂程 :任主行執

遠東廣播公司乃不營利﹑不分宗派﹑國際性
的基督教機構。1945年憑信心創立之後﹐現
已有34座中﹑短波強力的電台﹐使用120多
種語言﹐向全世界40億的人廣播福音。歡迎
索取最新廣播節目時間表以贈國內親友。

FEBC - Chinese Ministries
P. O. Box 2157, 
La Habra, CA 90632
(562) 947-4659
web@febcchinese.net
www.febcchinese.net

www.729ly.netwww.febcchinese.net
中 文 福 音 事 工 部

Programs Database FEBC-CM Website 

1. 互聯網宗教信息管理辦法開始實施，為了應對日益

了良友電台所有的節目，也包含了美國遠東製作的講道

資源《好牧人》、福音節目《認識你真好》以及《說真

媒體分享。

2. 為了能夠牧養中國的孩子們，遠東在三月底在良友
電台推出了全家一起收聽的節目《一起成長吧》，除了

親子靈修節目《喜樂靈程》之外，還包括一些《真愛駐

我家》的播客環節，以及《我家劇場》上線的一個原創

兒童廣播劇《非凡歷險記》。《非凡歷險記》透過講述

一個兒童奇幻故事，把聖經的真理融入其中，寓教於

樂 ，讓孩子們既可以享受奇異兒童文學作品的美好，

又可以學習聖經真理，建造品格。

3. 遠東的廣播事工除了菲律賓的短波電台之外，還有
透過位於韓國濟州島的中波電台的播送福音信息。最近

美國遠東和韓國遠東合作，開始了重啟“益友二台”的
項目。益友二台的發射站已經搬到沿海的島嶼，與國

遠東一起開始這個項目，更新發射機，調試設備，並且

調整天線的方向，期望電波信號可以覆蓋更廣的地區，

更清楚達到目標聽眾。現在工程師在安裝測試階段。

4. 遠東家庭事工在四月和達拉斯華人第一浸信會合作

舉辦家庭營，在教會分享關於婚姻家庭的信息，協助教

庭事工，參與家庭事工的培訓，並且未來在自己的教會

同工一起開展對這些新同工的一系列培訓。

5. 遠東事工透過網絡直播活動牧養全世界各地的華人

現象，舉辦了一次網絡直播活動。我們的同工和聽眾分

享他們生命的掙扎，分享聖經的教導，分享上帝在他們

生命裡的恩典，彼此的勉勵。中國憂鬱症的在中國有我

們為了神藉著遠東的事工能夠服事他們的需要感恩。在

中國憂鬱症已經成為第四大疾病，粗略估計有幾千萬人

患憂鬱症。我們也寄望未來能夠繼續在這個方面可以繼

續的透過節目幫助弟兄姐妹和聽眾。

歡迎掃描收聽兒童福音廣播劇

主僕案前

遠東事工的更新

如果說普世宣教是透過人與人的聯繫和溝通，分享福音的

好消息，並且帶領人成為門徒，那媒體科技的發展會極大
地影響宣教的模式。遠東的媒體事工早就跨過廣播的形

式，隨著科技的發展而逐漸更新。在2002年，良友電台開
始了網站的事工，電臺所有的節目都可以從網上收聽，聽

眾不再局限於收音機的信號強弱和節目播出的時間，而可

以按照他們的時間和需要選擇收聽。2004年，良友又開始

網上的廣播，聽眾可以像

收聽高品質收音機一樣 ，

不間斷的收聽良友電台的

節目。隨著智能手機的興
起，良友開發了自己的手

App，讓聽眾可以更隨

時隨地方便快捷地收聽良

友的節目。當微博、微信

等社交平台開始湧現，良

友電台又在社交媒體上發

放自己的節目，使得良友

的節目能夠最大程度的被

聽眾知道與收聽，並且分

享給他們的親朋好友。雖

然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 ，

遠東在境內社交媒體上的

公眾號不再能夠自由地播

放自己的節目，但是良友

的節目仍然可以透過網

App和短波、中

波被我們在境內的聽眾所

收聽。

遠東的事工，除了中文事

工，還有向50個國家，透

過149種語言，在不同的

地方，用著不同的媒體傳揚福音，有些地區主要使用AM/

F M電台 ，有些地區使用手機、互聯網、社交媒體，有些

地區則依賴專門開發的設備在世界的許許多多的角落，

遠東的事工透過最合適的媒體科技，傳播福音裝備門徒。

宣教的需要
福音：經過70年的時間，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從幾十萬

增加到了數千萬。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從1949年
的不到5億，增加到14億。在中國，每年有1千兩百萬人

口出生。相比於七十年代遠東開始中國事工的時候，如

今的中國也有了更多的未得之民。比起70年前，福音的

使命，宣教的緊迫絲毫沒有減少，反而比起以往任何時

候更加強烈；與70年前一樣，我們需要繼續盡其可能地使
用媒體和科技，向這13億的未得之民傳福音。在現在這個
幾乎人手一個手機、人人上網的時代，我們需要透過科
技、網絡、媒體的應用，一如既往，為普世的華人帶去福
音。

牧養：隨著時代的開放，華人的足跡已經遍布全世界。華
人聚居的地方，既有國際化的超大型城市，也有偏遠的鄉
村，即有富裕繁華的地方，也有貧窮的角落，即有信息資
源豐富的都市，也有資源匱乏的地方。既有受到高等教育
的群體，也有沒有機會受教育的群體。有些地方，福音根
植，教會興旺，也有地方福音沒有傳開，教會稀少。媒體
的事工成為一個不可獲缺的資源。

栽培：對於普世的宣教，傳道人的培訓是一大瓶頸。在全
世界的很多地方，絕大多數的傳道人都沒有受過基本的培
訓。沒有有效的培訓，傳道人不能夠很好地牧養教會 ，供
應弟兄姐妹的生命需要，面對世俗文化的衝擊和異端的挑
戰。在中國的三線四線城市和鄉村，年輕人離開家鄉 ，
去外地打工，很多的教會只剩下了年長的弟兄姐妹，牧養
缺乏。在那些缺乏牧養的地方，遠東的事工扮演了很重要
的角色。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網絡培訓成為普世宣教中
不可或缺的方法。

馬太福音9：35-38，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
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
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
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主耶
穌看到那些沒有人帶領和牧養的以色列民，那些預備好接
受福音的人群，告訴他的門徒們，他們要向上帝祈求，求
上帝差派更多他的牧人，來收割莊稼，來帶人信主，使人
成為上帝的兒女！

面對一個更加緊迫的時代，我們看到許許多多的信徒沒有
人牧養，我們看到億萬人從沒有聽到福音，我們看到千千
萬萬的牧者需要栽培。我們需要向莊稼的主祈求，求他差
派更多的工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使用媒體、
使用科技，衝破重重的阻隔，繼續向廣大的華人傳福音，
繼續栽培信徒。盼望您和我們一起同工，一起將福音傳到
地極。

遠東中文事工部正在籌劃的中波益友二台的發射站

以馬內利

主僕 程樂昌（路加）傳道 敬上

2022年6月

程樂昌傳道
中文福音事工部  
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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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分享遠東廣播的事工，經常會面對一些弟兄姐妹的疑

問 ，“現在已經是手機、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時代，廣播

已經成為了過去時。在這樣的一個全新的網絡時代裡面，

還有人會收聽廣播嗎？  遠東的廣播事工還相關嗎?”

遠東的歷史

遠東廣播的事工開始於75年前。二戰結束期間，有三位年

輕人，其中一位是牧師，一位是海軍退役軍官，一位是福

音歌手。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就是把福音傳到中國這個

有4 億多人口的東方國家。他們不停地在地圖前禱告，向

神呼求。最後，他們從神領受了“藉廣播，傳基督、到地

極 ”的異象，決定使用廣播向中國的廣大人群傳揚福音。

短波廣播可以說是當時最普及，也是能接觸最多最廣人群

的傳播手段，遠東盼望藉著當時最先進的媒體科技把福音

傳遍整個中國。

雖然僅有一千

美元，但是遠

東的創始人還

是憑著信心成

立了遠東廣播

公司，並且開

始針對遠東地

區建立電臺，

傳播福音的工

作。他們最早嘗試在中國建立電台，但是遭遇許多挫折。

最後他們轉移到菲律賓發展，才發現這才是上帝給他們最

理想的地點。建立在菲利賓的電台，不但可以覆蓋全中

國，而且不會受到政權更替的影響。建台之初，雖然費用

拮据，但上帝奇妙地供應了他們的不足。他們不僅順利取

得建台許可 ，菲國政府還給了他們無限制使用電力的特

權。隨後土地、鐵塔、錄音設備等難題也一一解決。1949

年7月29日 ，遠東廣播正式以短波由菲律賓向中國播音。

往後兩年，數千名的宣教士被驅逐出境，鐵幕四起，中國

似乎成了福音禁地。但是，福音廣播穿過鐵幕帶給上億的

人民福音。 1974年開始，良友透過韓國濟州島的發射台，

以中波發射信息，覆蓋中國。雖然在建台的前30年，電台

只收到不足1000封聽眾來信，但是同工與福音夥伴不灰

心、不氣餒，持續地對著麥克風傳講福音的大好信息，傳

講聖經的真理。“良友電台”成為中國聽眾與信徒最好的

朋友。許多信徒靠著聽寫聖經而擁有自己的聖經，靠著聖

詩教唱而學會簡短的詩歌，無數的人因著福音廣播而第一

次聽到福音，在許多地方，透過一台收音機甚至有數百人

共同收聽。在屬靈資源極度匱乏的時代，良友電臺的造就

型、栽培型的節目，成了許多信徒信仰進深的唯一來源。

良友電臺成為了公認的對中國教會影響極大的海外福音資

源。

科技的發展
過去的這五十年，是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1973年，摩托

羅拉第一台現代意義上的移動電話誕生，移動電話開始走

進人的生活；1982年IBM公司推出首台個人電腦，開啟了個

人電腦的全新時代；90年代，互聯網開始商用，人類進入

互聯網時代；在2021年，中國的網民和智能手機使用者已

經超過10億，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數字社會，佔全球網民

的 1/5 ，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WeChat活躍用戶達到了12

億，每天發布3.8億的推文，450億的信息。

科技的發展，帶來人生活方式的巨大的改變：1.聯繫:使

用手機和互聯網，我們可以跨過時空的限制與世界上任何

角落的人隨時交流、聯繫。2.分享:在社交媒體，每一個

人都可以分享他/她自己的信息，表達他/她的觀點，抒發

自己的感受。3.群體:社交媒體催生了新的群體。每個人

除了生活在一個真實的社會裡，也藉著手機、互聯網、社

交媒體，活在一個數字的

社會裡，每個人都可以在

網絡世界隨時建立一個新

的社群。4.傳播:互聯網上

信息的分享極其迅速，一

個重大的新聞能夠在一夜

之間傳遍整個社交媒體。

中 文 福 音 事 工 部

還廣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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