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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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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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遠東福音廣播節目《認識你真好》在七月製作了關

於憂鬱症的專題節目《走向抑鬱，迎向新生》，希望

這些節目可以給日益增長的憂鬱症人群帶去一些鼓勵

和安慰，並且幫助他們在人生的低谷中繼續跟隨仰望

神。門訓節目《饅頭的對話》推出了“使徒信經”和

“主禱文逐節分析”的專題節目，幫助信徒、特別是

初信的弟兄姐妹了解基要真理和基督徒屬靈生活的根

基。

2.境內的網絡監管越發嚴厲，七月我們的手機應用《

朋友聆聽》被迫從境內的蘋果市場下架。安卓系統的

App《朋友聆聽》仍然可以在網站下載使用。請弟兄

姐妹把這個 App向您的朋友、家人推薦，使他們也能

收聽遠東的節目。

3.我們境內的弟兄姐妹反饋，很多年長的信徒和聽眾

只會使用微信和或是一些簡單的 App，複雜一些就會

給他們帶來困擾。我們會繼續更新手機 App《朋友聆

聽》，讓聽眾們使用起來更加的容易，幫助不熟悉電

腦操作的聽眾、或者是從來沒有聽過良友電台節目的

慕道友，都可以輕鬆的找到他們想要收聽的節目。

4.家庭事工的拓展離不開與教會、神學院和機構的合

作。林真兒傳道在達拉斯神學院 (DTS)中文部參與教

授《門徒訓練》課程中的家庭門訓部分，並且在基督

工人神學院培育中心教授《婚姻輔導你我他》，以及

為良牧聖經學院的學生開辦《婚姻家庭營》。我們盼

望藉著這些課程，能夠幫助更多的神學生們在家庭事

工方面更好地受裝備，預備未來更好地牧養教會，帶

領小組。

5.遠東的原創兒童廣播劇《非凡歷險記》已經在八月

六日開始播放第二季《雞湯城歷險記》，歡迎家長和

孩子們一起來收聽，透過奇幻故事，了解聖經真理！

為了幫助父母更好地教養自己的兒女，我們製作一系

列按照不同的年齡層來教養男孩和女孩的視頻節目。

針對男孩的節目《貴重寶劍 -男孩的教養》已經錄製

完成，遠東家庭事工的網站和 YouTube頻道都可以收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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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建造家庭是貫穿於整本聖經的一個的主題。上帝按照自

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並且賜給他們命令，讓他們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創 1:26-28）。在神的心意裡，夫妻彼此相愛，

建立家庭，反映神的榮耀，並培育敬虔的後代。家庭就成為

人類社會的核心。家是建立親密關係的地方，是人享受愛的

地方，是人成長的地方，使人感到安全的地方。但在現今的

世代，家庭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在美國，差不

多一半的婚姻，最後都以離婚收場。婚姻的破裂，帶來不穩

定的家庭。四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單親的家庭當中。家庭的

破裂給孩子們帶來的傷痛，不勝枚舉。

在婚姻與家庭上，基督徒也同樣面對危機。在美國，基督徒

的離婚率幾乎和非基督徒一樣高。許多還沒有步入婚姻的年

輕人，被世俗的婚戀觀深深地影響，在關係中經歷破碎與失

敗。與家庭破裂相關聯的，是年輕一代在信仰和生命上的掙

扎。父母因為在關係裡的失敗，在兒女面前失去見證。他們

信仰與生活脫節，無法給兒女提供敬虔的生命榜樣去效法與

跟隨。而在家的外面，後現代世俗文化正在時時刻刻地塑造

年輕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引誘他們遠離神，去

擁抱這個社會，贏得世界的接納。很多的教會正在失去下一

代。

面對這樣的環境和現狀，教會當如何回應？婚姻與家庭的重

建之路，有三個關鍵：我們需要面對時代與文化的挑戰，我

們需要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我們需要更新

的家庭事工策略。

首先，我們要面對時代和文化的挑戰，重建合乎聖經的婚姻

家庭觀。在世俗主義的潮流影響下，人們輕視傳統的製度與

權威，婚姻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社會制度，受到極大的破壞。

婚約的約束力日漸下降，人們在婚姻中只是追求自己的滿足

與實現，而不是犧牲、接納、包容、成全。這個世界透過電

影、娛樂、媒體、教育、廣告，時刻向我們傳達世俗的婚姻

觀與家庭觀。如果我們要重建破碎的婚姻家庭，就必須從真

理的根基出發，重整信徒的婚姻家庭觀。重新認識上帝對婚

姻的旨意，瞭解婚姻的道路。

其次，我們需要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婚姻家庭生活。婚姻與家

庭的重建，不只需要真理的教導，更需要福音的大能。在這個

敗壞的時代，婚姻的意義，不只是為了個人的幸福與滿足，更

重要的意義在於兩個被福音恩典所救贖的罪人，在婚姻和家庭

裡靠著聖靈，生命得到更新與改變。並且藉著彼此的生命，見

證那位救贖的主。跟隨耶穌是婚姻與家庭重建的途徑，而使命

人生則是婚姻與家庭重建的目標。

最後，我們需要重新反思並建立新的家庭事工模式。雖然很多

教會都理解家庭事工的重要性，但是缺乏家庭事工的牧養資源

和同工。有許多機構都致力家庭事工，提供教會各樣的婚姻輔

導或親職教養的資源。但是，真理知識的裝備與教導，需要教

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和生命成長的土壤，才能生根發芽，果實累

累。離開了整個教會的同心建造和一起成長的環境與空間，無

論再多的講座、輔導與營會，也不能從本質上改變教會整體的

婚姻家庭狀況。家庭事工的建立，需要在教會的環境裡。

因為看到教會在家庭事工上的需要，美國遠東中文事工部開始

了全新的家庭事工。遠東家庭事工的目標就是協助弟兄姐妹建

立以基督為中心的婚姻與家庭，並且協助教會建立自己的家庭

事工。事工的理念是：1.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事工：我們建立

家庭事工的目標是每一個婚姻和家庭都以榮耀基督為目標，以

生命和關係作為見證，帶領人歸向主。2.以教會為環境的陪伴

裝備：我們致力於協助教會牧養家庭，幫助家長承擔起牧養兒

女的第一天職，提供教會各方面婚姻家庭事工牧養的資源。3.

以家庭為單位的門徒訓練：我們看到，除非把教會帶回家（

bring church home）, 否則我們很難跨越信仰與生活脫節的鴻

溝，道無法成為肉身，家庭無法基督化，信仰無法生活化。4.

以婚姻為優先的家庭關係：幫助信徒調整家庭關係的優先次序

；以基督為中心，以婚姻為第一優先的家庭關係，從而建造牧

養一個個健康的婚姻家庭關係，促進教會的整全健康成長。

遠東家庭事工從開始以來，已經開始了一系列關於婚姻與家庭

的播客節目，親子靈修節目，提供神學院的課程，與一些教會

合作，協助教會建立家庭事工。願主藉著家庭事工，讓千千萬

萬的家庭建立在聖經的真理上和基督的福音上，讓千千萬萬的

下一代能夠認識主，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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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旭

郭姐妹
平安！非常感恩《真愛駐我家》系列節目，內容非常貼

近現實，是一種真實的活出來的生命之道的分享，把生

命一點點的掰開來，傳遞出去，分享中老師們言簡意賅

地表達，直面核心問題，切中要害，讓人受益匪淺，為

此我深深地感恩，願神越發恩待賜福使用你們的事工，

加倍賜福與節目組的眾同工家人!阿們！

聽眾來信

嶺南
感謝主，今天看到群裡發的信息，如果對節目有感動有

見證可以分享，其實我早就想分享自己怎麼從信主到經

歷主的大恩典。我來簡單分享一下，我是安徽蕪湖人，

小學畢業水平，語言表達能力不好，可能還有錯字請大

家原諒。從去年大概5月到6月之間，原本收聽的良友電

台的節目都被屏蔽了，我就像一個嬰兒沒奶喝了一樣。

感謝主，我在偶然的情況下收到了你們的節目，還加了

群主微信，現在我每天都能聽到節目，特別是饅頭的對

話和認識你真好，來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神兒女的

見證，還有真兒老師的婚姻輔導，你們的每一檔節目我

都不錯過，求神通過電台網絡能夠感動更多人認識這位

偉大奇妙的神。

網名：防患於未然

與基督工人神學院和天道福音中心同工合影

邵牧師師母受訪，分享多年在家教育經驗

在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中分享信息與北區基督徒會堂宣教組同工合影

與忠心支持的慶華大姐及長輩們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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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遠東

與拉斯維加斯中華基督徒禮拜堂

李紅彬牧师夫婦合影
西雅圖證道堂Wally&Daphen夫婦來訪與使者協會單身營講員們合影

感恩神給我這樣的恩典和機會，能加入遠東的服事，以

前我參與的是節目後制，現在主要是負責節目文檔的製

作。

從編輯節目，到編輯文稿，我都處在被神的話語不斷餵

養的過程中，每次聽到節目主持人和嘉賓們的分享，都

是給我很棒的提醒，節目中的內容和見證，都時常的激

勵我。有一些多年前的內容，現在偶爾還能想起來，在

製作的過程中，反復的聽和閱讀這些屬靈的內容，對我

每天的生活也很有幫助。

因為參與節目文字事工的服事，我會接觸到比較多的聽

寫義工們，特別感恩有那麼多的弟兄姊妹願意參與到文

字的服事中，我在與他們的配搭中，也總是被她們認真

細緻，甘心樂意地為主擺上的心而感動著。

我有時會有些焦慮，會為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擔心，會

因為某些事情沒有按著我心裡的計畫進行擔心，但有次

聽節目，就在提醒我，神所要做的工，祂必會親自預備

所需要的，無論是人還是事物，我們只要盡自己的本分

就好了。後來，當我想到各種未知的變化時，我就會提

醒自己，要相信神必有美好的安排。

非常感恩，我聽了很多的福音和靈命造就的節目，節目

的內容也許很快會忘記，但神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藉

著不同的節目來提醒我，正巧就是我所碰到的各種事情

相關的資訊。這些提醒和鼓勵，幫助我能很快調整好自

己的心態和思想。

感恩神給我恩典，能與這麼多愛主的弟兄姊妹一起做福

音廣播的服事，願神親自帶領和使用這些的節目，成為

更多人的祝福。

感恩與代禱

1. 因為疫情很多境內的教會在最近兩年都不
能正常聚會，教會的牧養遭遇很大困難。

求主保守祂的教會，使教會在疫情中繼續

熱心的跟隨主，事奉主！當教會以小組的

方式繼續聚集，求主興起更多的工人來服

事教會、服事小組！

2. 境內的互聯網監管越來越嚴，網絡資源也
越來越少，求主使遠東所提供的各類資源

能夠被更多的聽眾所知道，所使用，並且

藉著這些節目建立信徒的生命。

3. 求主繼續使用良友聖經學院，幫助更多的
弟兄姐妹打下聖經、神學、以及事奉的基

礎，可以在信仰上站穩，並且傳揚福音，

建立教會。

4.為遠東繼續開發新的手機網絡平台禱告，
求主預備資源和合適的同工，使網絡平台

的開發能夠順利，並且更多地祝福境內的

弟兄姐妹。

5. 遠東需要節目後期製作與家庭事工方面的
同工，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一起服事，

一起藉著節目服事信徒與教會。

南非Yvonne
我想分享一下聽節目的見證和感言。饅頭的對話給我印

象最深的節目就是: 末世來了，你做好準備了嗎？那時

候聽說了一個得Aids的人，想著要不要傳福音給她，但

是從沒有接觸過就有些害怕，也沒有信心。聽了節目，

就想如果主現在回來了，我還有哪些還做沒做的事會成

為遺憾？我就決定一定要傳。後來，我和另一個姐妹就

去傳了福音給她，她信了，我們後來也常去看望她，她

一直很熱心，就在今年六月份，她被主接走。從傳福音

給她到主把她接走不足半年的時間，感謝主讓我們抓住

了機會。是上帝借著節目推動我去做的。感恩！從這次

傳福音之後，我也很受鼓勵，靠主恩典，我又傳了福音

給四位老人，都信了。謝謝主耶穌，借著饅頭的對話不

斷裝備我，感恩！

之前，真兒老師和雨澤老師做過一個關於抑鬱症的系列

節目，我聽了前三節。真的講的太棒了！感謝主，賜給

老師們智慧和願意分享的心，也感謝主賜給我收聽到的

機會。雖然我沒有節目中提到的那樣嚴重的抑鬱，但常

常心情糟糕。之前一直覺得抑鬱也好心情狀態很糟糕也

罷，都是別人搞的，自己會甩責任，以至於在試探中，

在失望中敗下陣來。節目中老師們講到自己並不是無辜

的，要去鼓起勇氣做力所能及的事。

感謝主，再結合其他讀經計畫，我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

改變。至少，知道自己征戰失敗不是那麼的無辜了。確

實自己要承擔自己的本分和責任。好佩服雨澤老師在內

心艱難的時候，依然能夠按部就班的該做什麼做什麼。

真的是個非常好的榜樣！我把雨澤老師在節目中分享的

個人經歷講給我弟兄聽，他也很佩服雨澤老師的毅力。

感謝主！求主醫治和祝福雨澤老師。

另外，還要感謝“真愛駐我家”公眾號的工作人員，我

在上面留過兩次言來尋求幫助和建議，後來在公眾號裡

都收到了回信，而且回復的非常非常認真，尤其是第一

次，針對我一大段文字中好幾個方面的問題都分別給了

我建議和鼓勵以及安慰。哈利路亞！求主帶領和祝福這

個公眾號的每一位工作人員！

維姐妹
節目非常棒，能感到上帝使用你們做大能的工！我聽的

是《真愛駐我家》的婚姻和育兒部分，以及《饅頭的對

話》，這些節目對我觸動很大。我是全職在家並且

homeschool孩子的。雖然深知上帝對我們家的呼召和心

意，但還是常常會軟弱，並且累起來的時候會沮喪。真

兒的話語和教導使我回到上帝的旨意裡面，心意更新。

也給我很多糾正、提醒和幫助。真的非常感謝！上帝一

定會大大使用你們！期待你們更多的節目。

手機尾數 3582
感謝良友電臺給我們預備這麼好的節目，我聽了你們許

多的節目，對我的幫助是何等的大，我的家是一個有問

題的家庭，我的丈夫是一個暴躁的脾氣，我女兒16歲的

時候，因為晚上和朋友玩回來的晚，我丈夫把他關在一

個小屋子用皮帶抽打她全身都是血印子，從那以後我姑

娘精神失常，我兒子結了婚，因為我女兒的問題，媳婦

也和我兒子離了婚，我也得了抑鬱症，有教會的弟兄姊

妹給我禱告，還有你們的節目給我幫助太大了，你們兩

個爽朗的笑聲默契的配合，還有神的話語，是我的抑鬱

症，大大的減輕。感謝神，感謝良友電臺所有的同工，

願神祝福你們的勞苦和付出，願你們給我的家庭代禱，

願神藉著你的節目祝福更多的人，阿們！

路加傳道夫婦回 ECC-RED 母會分享 在尔湾迦南基督教会宣教年会分享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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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遠東福音廣播節目《認識你真好》在七月製作了關

於憂鬱症的專題節目《走出抑鬱，迎向新生》，希望

這些節目可以給日益增長的憂鬱症人群帶去一些鼓勵

和安慰，並且幫助他們在人生的低谷中繼續跟隨仰望

神。門訓節目《饅頭的對話》推出了“使徒信經”和 

“主禱文逐節分析”的專題節目，幫助信徒、特別是

初信的弟兄姐妹了解基要真理和基督徒屬靈生活的根

基。

2.境內的網絡監管越發嚴厲，七月我們的手機應用《

朋友聆聽》被迫從境內的蘋果市場下架。安卓系統的

App《朋友聆聽》仍然可以在網站下載使用。請弟兄

姐妹把這個 App向您的朋友、家人推薦，使他們也能

收聽遠東的節目。

3.我們境內的弟兄姐妹反饋，很多年長的信徒和聽眾

只會使用微信和或是一些簡單的 App，複雜一些就會

給他們帶來困擾。我們會繼續更新手機 App《朋友聆

聽》，讓聽眾們使用起來更加的容易，幫助不熟悉電

腦操作的聽眾、或者是從來沒有聽過良友電台節目的

慕道友，都可以輕鬆的找到他們想要收聽的節目。

4.家庭事工的拓展離不開與教會、神學院和機構的合

作。林真兒傳道在達拉斯神學院 (DTS)中文部參與教

授《門徒訓練》課程中的家庭門訓部分，並且在基督

工人神學院培育中心教授《婚姻輔導你我他》，以及

為良牧聖經學院的學生開辦《婚姻家庭營》。我們盼

望藉著這些課程，能夠幫助更多的神學生們在家庭事

工方面更好地受裝備，預備未來更好地牧養教會，帶

領小組。

5.遠東的原創兒童廣播劇《非凡歷險記》已經在八月

六日開始播放第二季《雞湯城歷險記》，歡迎家長和

孩子們一起來收聽，透過奇幻故事，了解聖經真理！

為了幫助父母更好地教養自己的兒女，我們製作一系

列按照不同的年齡層來教養男孩和女孩的視頻節目。

針對男孩的節目《貴重寶劍 -男孩的教養》已經錄製

完成，遠東家庭事工的網站和 YouTube頻道都可以收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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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建造家庭是貫穿於整本聖經的一個的主題。上帝按照自

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並且賜給他們命令，讓他們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創 1:26-28）。在神的心意裡，夫妻彼此相愛，

建立家庭，反映神的榮耀，並培育敬虔的後代。家庭就成為

人類社會的核心。家是建立親密關係的地方，是人享受愛的

地方，是人成長的地方，使人感到安全的地方。但在現今的

世代，家庭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在美國，差不

多一半的婚姻，最後都以離婚收場。婚姻的破裂，帶來不穩

定的家庭。四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單親的家庭當中。家庭的

破裂給孩子們帶來的傷痛，不勝枚舉。

在婚姻與家庭上，基督徒也同樣面對危機。在美國，基督徒

的離婚率幾乎和非基督徒一樣高。許多還沒有步入婚姻的年

輕人，被世俗的婚戀觀深深地影響，在關係中經歷破碎與失

敗。與家庭破裂相關聯的，是年輕一代在信仰和生命上的掙

扎。父母因為在關係裡的失敗，在兒女面前失去見證。他們

信仰與生活脫節，無法給兒女提供敬虔的生命榜樣去效法與

跟隨。而在家的外面，後現代世俗文化正在時時刻刻地塑造

年輕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引誘他們遠離神，去

擁抱這個社會，贏得世界的接納。很多的教會正在失去下一

代。

面對這樣的環境和現狀，教會當如何回應？婚姻與家庭的重

建之路，有三個關鍵：我們需要面對時代與文化的挑戰，我

們需要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我們需要更新

的家庭事工策略。

首先，我們要面對時代和文化的挑戰，重建合乎聖經的婚姻

家庭觀。在世俗主義的潮流影響下，人們輕視傳統的製度與

權威，婚姻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社會制度，受到極大的破壞。

婚約的約束力日漸下降，人們在婚姻中只是追求自己的滿足

與實現，而不是犧牲、接納、包容、成全。這個世界透過電

影、娛樂、媒體、教育、廣告，時刻向我們傳達世俗的婚姻

觀與家庭觀。如果我們要重建破碎的婚姻家庭，就必須從真

理的根基出發，重整信徒的婚姻家庭觀。重新認識上帝對婚

姻的旨意，瞭解婚姻的道路。

其次，我們需要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婚姻家庭生活。婚姻與家

庭的重建，不只需要真理的教導，更需要福音的大能。在這個

敗壞的時代，婚姻的意義，不只是為了個人的幸福與滿足，更

重要的意義在於兩個被福音恩典所救贖的罪人，在婚姻和家庭

裡靠著聖靈，生命得到更新與改變。並且藉著彼此的生命，見

證那位救贖的主。跟隨耶穌是婚姻與家庭重建的途徑，而使命

人生則是婚姻與家庭重建的目標。

最後，我們需要重新反思並建立新的家庭事工模式。雖然很多

教會都理解家庭事工的重要性，但是缺乏家庭事工的牧養資源

和同工。有許多機構都致力家庭事工，提供教會各樣的婚姻輔

導或親職教養的資源。但是，真理知識的裝備與教導，需要教

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和生命成長的土壤，才能生根發芽，果實累

累。離開了整個教會的同心建造和一起成長的環境與空間，無

論再多的講座、輔導與營會，也不能從本質上改變教會整體的

婚姻家庭狀況。家庭事工的建立，需要在教會的環境裡。

因為看到教會在家庭事工上的需要，美國遠東中文事工部開始

了全新的家庭事工。遠東家庭事工的目標就是協助弟兄姐妹建

立以基督為中心的婚姻與家庭，並且協助教會建立自己的家庭

事工。事工的理念是：1.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事工：我們建立

家庭事工的目標是每一個婚姻和家庭都以榮耀基督為目標，以

生命和關係作為見證，帶領人歸向主。2.以教會為環境的陪伴

裝備：我們致力於協助教會牧養家庭，幫助家長承擔起牧養兒

女的第一天職，提供教會各方面婚姻家庭事工牧養的資源。3.

以家庭為單位的門徒訓練：我們看到，除非把教會帶回家（

bring church home）, 否則我們很難跨越信仰與生活脫節的鴻

溝，道無法成為肉身，家庭無法基督化，信仰無法生活化。4.

以婚姻為優先的家庭關係：幫助信徒調整家庭關係的優先次序

；以基督為中心，以婚姻為第一優先的家庭關係，從而建造牧

養一個個健康的婚姻家庭關係，促進教會的整全健康成長。

遠東家庭事工從開始以來，已經開始了一系列關於婚姻與家庭

的播客節目，親子靈修節目，提供神學院的課程，與一些教會

合作，協助教會建立家庭事工。願主藉著家庭事工，讓千千萬

萬的家庭建立在聖經的真理上和基督的福音上，讓千千萬萬的

下一代能夠認識主，跟隨主！

www.febcchinese.net   ● ●  www.729ly.net    web@febcchinese.net

事工動態

程樂昌傳道
中文福音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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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旭

郭姐妹
平安！非常感恩《真愛駐我家》系列節目，內容非常貼

近現實，是一種真實的活出來的生命之道的分享，把生

命一點點的掰開來，傳遞出去，分享中老師們言簡意賅

地表達，直面核心問題，切中要害，讓人受益匪淺，為

此我深深地感恩，願神越發恩待賜福使用你們的事工，

加倍賜福與節目組的眾同工家人!阿們！

聽眾來信

嶺南
感謝主，今天看到群裡發的信息，如果對節目有感動有

見證可以分享，其實我早就想分享自己怎麼從信主到經

歷主的大恩典。我來簡單分享一下，我是安徽蕪湖人，

小學畢業水平，語言表達能力不好，可能還有錯字請大

家原諒。從去年大概5月到6月之間，原本收聽的良友電

台的節目都被屏蔽了，我就像一個嬰兒沒奶喝了一樣。

感謝主，我在偶然的情況下收到了你們的節目，還加了

群主微信，現在我每天都能聽到節目，特別是饅頭的對

話和認識你真好，來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神兒女的

見證，還有真兒老師的婚姻輔導，你們的每一檔節目我

都不錯過，求神通過電台網絡能夠感動更多人認識這位

偉大奇妙的神。

網名：防患於未然

與基督工人神學院和天道福音中心同工合影

邵牧師師母受訪，分享多年在家教育經驗

在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中分享信息與北區基督徒會堂宣教組同工合影

與忠心支持的慶華大姐及長輩們歡聚

2 4 5

情系遠東

與拉斯維加斯中華基督徒禮拜堂

李紅彬牧师夫婦合影
西雅圖證道堂Wally&Daphen夫婦來訪與使者協會單身營講員們合影

感恩神給我這樣的恩典和機會，能加入遠東的服事，以

前我參與的是節目後制，現在主要是負責節目文檔的製

作。

從編輯節目，到編輯文稿，我都處在被神的話語不斷餵

養的過程中，每次聽到節目主持人和嘉賓們的分享，都

是給我很棒的提醒，節目中的內容和見證，都時常的激

勵我。有一些多年前的內容，現在偶爾還能想起來，在

製作的過程中，反復的聽和閱讀這些屬靈的內容，對我

每天的生活也很有幫助。

因為參與節目文字事工的服事，我會接觸到比較多的聽

寫義工們，特別感恩有那麼多的弟兄姊妹願意參與到文

字的服事中，我在與他們的配搭中，也總是被她們認真

細緻，甘心樂意地為主擺上的心而感動著。

我有時會有些焦慮，會為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擔心，會

因為某些事情沒有按著我心裡的計畫進行擔心，但有次

聽節目，就在提醒我，神所要做的工，祂必會親自預備

所需要的，無論是人還是事物，我們只要盡自己的本分

就好了。後來，當我想到各種未知的變化時，我就會提

醒自己，要相信神必有美好的安排。

非常感恩，我聽了很多的福音和靈命造就的節目，節目

的內容也許很快會忘記，但神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藉

著不同的節目來提醒我，正巧就是我所碰到的各種事情

相關的資訊。這些提醒和鼓勵，幫助我能很快調整好自

己的心態和思想。

感恩神給我恩典，能與這麼多愛主的弟兄姊妹一起做福

音廣播的服事，願神親自帶領和使用這些的節目，成為

更多人的祝福。

感恩與代禱

1. 因為疫情很多境內的教會在最近兩年都不
能正常聚會，教會的牧養遭遇很大困難。

求主保守祂的教會，使教會在疫情中繼續

熱心的跟隨主，事奉主！當教會以小組的

方式繼續聚集，求主興起更多的工人來服

事教會、服事小組！

2. 境內的互聯網監管越來越嚴，網絡資源也
越來越少，求主使遠東所提供的各類資源

能夠被更多的聽眾所知道，所使用，並且

藉著這些節目建立信徒的生命。

3. 求主繼續使用良友聖經學院，幫助更多的
弟兄姐妹打下聖經、神學、以及事奉的基

礎，可以在信仰上站穩，並且傳揚福音，

建立教會。

4.為遠東繼續開發新的手機網絡平台禱告，
求主預備資源和合適的同工，使網絡平台

的開發能夠順利，並且更多地祝福境內的

弟兄姐妹。

5. 遠東需要節目後期製作與家庭事工方面的
同工，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一起服事，

一起藉著節目服事信徒與教會。

南非Yvonne
我想分享一下聽節目的見證和感言。饅頭的對話給我印

象最深的節目就是: 末世來了，你做好準備了嗎？那時

候聽說了一個得Aids的人，想著要不要傳福音給她，但

是從沒有接觸過就有些害怕，也沒有信心。聽了節目，

就想如果主現在回來了，我還有哪些還做沒做的事會成

為遺憾？我就決定一定要傳。後來，我和另一個姐妹就

去傳了福音給她，她信了，我們後來也常去看望她，她

一直很熱心，就在今年六月份，她被主接走。從傳福音

給她到主把她接走不足半年的時間，感謝主讓我們抓住

了機會。是上帝借著節目推動我去做的。感恩！從這次

傳福音之後，我也很受鼓勵，靠主恩典，我又傳了福音

給四位老人，都信了。謝謝主耶穌，借著饅頭的對話不

斷裝備我，感恩！

之前，真兒老師和雨澤老師做過一個關於抑鬱症的系列

節目，我聽了前三節。真的講的太棒了！感謝主，賜給

老師們智慧和願意分享的心，也感謝主賜給我收聽到的

機會。雖然我沒有節目中提到的那樣嚴重的抑鬱，但常

常心情糟糕。之前一直覺得抑鬱也好心情狀態很糟糕也

罷，都是別人搞的，自己會甩責任，以至於在試探中，

在失望中敗下陣來。節目中老師們講到自己並不是無辜

的，要去鼓起勇氣做力所能及的事。

感謝主，再結合其他讀經計畫，我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

改變。至少，知道自己征戰失敗不是那麼的無辜了。確

實自己要承擔自己的本分和責任。好佩服雨澤老師在內

心艱難的時候，依然能夠按部就班的該做什麼做什麼。

真的是個非常好的榜樣！我把雨澤老師在節目中分享的

個人經歷講給我弟兄聽，他也很佩服雨澤老師的毅力。

感謝主！求主醫治和祝福雨澤老師。

另外，還要感謝“真愛駐我家”公眾號的工作人員，我

在上面留過兩次言來尋求幫助和建議，後來在公眾號裡

都收到了回信，而且回復的非常非常認真，尤其是第一

次，針對我一大段文字中好幾個方面的問題都分別給了

我建議和鼓勵以及安慰。哈利路亞！求主帶領和祝福這

個公眾號的每一位工作人員！

維姐妹
節目非常棒，能感到上帝使用你們做大能的工！我聽的

是《真愛駐我家》的婚姻和育兒部分，以及《饅頭的對

話》，這些節目對我觸動很大。我是全職在家並且

homeschool孩子的。雖然深知上帝對我們家的呼召和心

意，但還是常常會軟弱，並且累起來的時候會沮喪。真

兒的話語和教導使我回到上帝的旨意裡面，心意更新。

也給我很多糾正、提醒和幫助。真的非常感謝！上帝一

定會大大使用你們！期待你們更多的節目。

手機尾數 3582
感謝良友電臺給我們預備這麼好的節目，我聽了你們許

多的節目，對我的幫助是何等的大，我的家是一個有問

題的家庭，我的丈夫是一個暴躁的脾氣，我女兒16歲的

時候，因為晚上和朋友玩回來的晚，我丈夫把他關在一

個小屋子用皮帶抽打她全身都是血印子，從那以後我姑

娘精神失常，我兒子結了婚，因為我女兒的問題，媳婦

也和我兒子離了婚，我也得了抑鬱症，有教會的弟兄姊

妹給我禱告，還有你們的節目給我幫助太大了，你們兩

個爽朗的笑聲默契的配合，還有神的話語，是我的抑鬱

症，大大的減輕。感謝神，感謝良友電臺所有的同工，

願神祝福你們的勞苦和付出，願你們給我的家庭代禱，

願神藉著你的節目祝福更多的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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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旭

郭姐妹
平安！非常感恩《真愛駐我家》系列節目，內容非常貼

近現實，是一種真實的活出來的生命之道的分享，把生

命一點點的掰開來，傳遞出去，分享中老師們言簡意賅

地表達，直面核心問題，切中要害，讓人受益匪淺，為

此我深深地感恩，願神越發恩待賜福使用你們的事工，

加倍賜福與節目組的眾同工家人!阿們！

聽眾來信

嶺南
感謝主，今天看到群裡發的信息，如果對節目有感動有

見證可以分享，其實我早就想分享自己怎麼從信主到經

歷主的大恩典。我來簡單分享一下，我是安徽蕪湖人，

小學畢業水平，語言表達能力不好，可能還有錯字請大

家原諒。從去年大概5月到6月之間，原本收聽的良友電

台的節目都被屏蔽了，我就像一個嬰兒沒奶喝了一樣。

感謝主，我在偶然的情況下收到了你們的節目，還加了

群主微信，現在我每天都能聽到節目，特別是饅頭的對

話和認識你真好，來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神兒女的

見證，還有真兒老師的婚姻輔導，你們的每一檔節目我

都不錯過，求神通過電台網絡能夠感動更多人認識這位

偉大奇妙的神。

網名：防患於未然

與基督工人神學院和天道福音中心同工合影

邵牧師師母受訪，分享多年在家教育經驗

在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中分享信息與北區基督徒會堂宣教組同工合影

與忠心支持的慶華大姐及長輩們歡聚

2 4 5

情系遠東

與拉斯維加斯中華基督徒禮拜堂

李紅彬牧师夫婦合影
西雅圖證道堂Wally&Daphen夫婦來訪與使者協會單身營講員們合影

感恩神給我這樣的恩典和機會，能加入遠東的服事，以

前我參與的是節目後制，現在主要是負責節目文檔的製

作。

從編輯節目，到編輯文稿，我都處在被神的話語不斷餵

養的過程中，每次聽到節目主持人和嘉賓們的分享，都

是給我很棒的提醒，節目中的內容和見證，都時常的激

勵我。有一些多年前的內容，現在偶爾還能想起來，在

製作的過程中，反復的聽和閱讀這些屬靈的內容，對我

每天的生活也很有幫助。

因為參與節目文字事工的服事，我會接觸到比較多的聽

寫義工們，特別感恩有那麼多的弟兄姊妹願意參與到文

字的服事中，我在與他們的配搭中，也總是被她們認真

細緻，甘心樂意地為主擺上的心而感動著。

我有時會有些焦慮，會為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擔心，會

因為某些事情沒有按著我心裡的計畫進行擔心，但有次

聽節目，就在提醒我，神所要做的工，祂必會親自預備

所需要的，無論是人還是事物，我們只要盡自己的本分

就好了。後來，當我想到各種未知的變化時，我就會提

醒自己，要相信神必有美好的安排。

非常感恩，我聽了很多的福音和靈命造就的節目，節目

的內容也許很快會忘記，但神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藉

著不同的節目來提醒我，正巧就是我所碰到的各種事情

相關的資訊。這些提醒和鼓勵，幫助我能很快調整好自

己的心態和思想。

感恩神給我恩典，能與這麼多愛主的弟兄姊妹一起做福

音廣播的服事，願神親自帶領和使用這些的節目，成為

更多人的祝福。

感恩與代禱

1. 因為疫情很多境內的教會在最近兩年都不
能正常聚會，教會的牧養遭遇很大困難。

求主保守祂的教會，使教會在疫情中繼續

熱心的跟隨主，事奉主！當教會以小組的

方式繼續聚集，求主興起更多的工人來服

事教會、服事小組！

2. 境內的互聯網監管越來越嚴，網絡資源也
越來越少，求主使遠東所提供的各類資源

能夠被更多的聽眾所知道，所使用，並且

藉著這些節目建立信徒的生命。

3. 求主繼續使用良友聖經學院，幫助更多的
弟兄姐妹打下聖經、神學、以及事奉的基

礎，可以在信仰上站穩，並且傳揚福音，

建立教會。

4.為遠東繼續開發新的手機網絡平台禱告，
求主預備資源和合適的同工，使網絡平台

的開發能夠順利，並且更多地祝福境內的

弟兄姐妹。

5. 遠東需要節目後期製作與家庭事工方面的
同工，求主預備合適的同工，一起服事，

一起藉著節目服事信徒與教會。

南非Yvonne
我想分享一下聽節目的見證和感言。饅頭的對話給我印

象最深的節目就是: 末世來了，你做好準備了嗎？那時

候聽說了一個得Aids的人，想著要不要傳福音給她，但

是從沒有接觸過就有些害怕，也沒有信心。聽了節目，

就想如果主現在回來了，我還有哪些還做沒做的事會成

為遺憾？我就決定一定要傳。後來，我和另一個姐妹就

去傳了福音給她，她信了，我們後來也常去看望她，她

一直很熱心，就在今年六月份，她被主接走。從傳福音

給她到主把她接走不足半年的時間，感謝主讓我們抓住

了機會。是上帝借著節目推動我去做的。感恩！從這次

傳福音之後，我也很受鼓勵，靠主恩典，我又傳了福音

給四位老人，都信了。謝謝主耶穌，借著饅頭的對話不

斷裝備我，感恩！

之前，真兒老師和雨澤老師做過一個關於抑鬱症的系列

節目，我聽了前三節。真的講的太棒了！感謝主，賜給

老師們智慧和願意分享的心，也感謝主賜給我收聽到的

機會。雖然我沒有節目中提到的那樣嚴重的抑鬱，但常

常心情糟糕。之前一直覺得抑鬱也好心情狀態很糟糕也

罷，都是別人搞的，自己會甩責任，以至於在試探中，

在失望中敗下陣來。節目中老師們講到自己並不是無辜

的，要去鼓起勇氣做力所能及的事。

感謝主，再結合其他讀經計畫，我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

改變。至少，知道自己征戰失敗不是那麼的無辜了。確

實自己要承擔自己的本分和責任。好佩服雨澤老師在內

心艱難的時候，依然能夠按部就班的該做什麼做什麼。

真的是個非常好的榜樣！我把雨澤老師在節目中分享的

個人經歷講給我弟兄聽，他也很佩服雨澤老師的毅力。

感謝主！求主醫治和祝福雨澤老師。

另外，還要感謝“真愛駐我家”公眾號的工作人員，我

在上面留過兩次言來尋求幫助和建議，後來在公眾號裡

都收到了回信，而且回復的非常非常認真，尤其是第一

次，針對我一大段文字中好幾個方面的問題都分別給了

我建議和鼓勵以及安慰。哈利路亞！求主帶領和祝福這

個公眾號的每一位工作人員！

維姐妹
節目非常棒，能感到上帝使用你們做大能的工！我聽的

是《真愛駐我家》的婚姻和育兒部分，以及《饅頭的對

話》，這些節目對我觸動很大。我是全職在家並且

homeschool孩子的。雖然深知上帝對我們家的呼召和心

意，但還是常常會軟弱，並且累起來的時候會沮喪。真

兒的話語和教導使我回到上帝的旨意裡面，心意更新。

也給我很多糾正、提醒和幫助。真的非常感謝！上帝一

定會大大使用你們！期待你們更多的節目。

手機尾數 3582
感謝良友電臺給我們預備這麼好的節目，我聽了你們許

多的節目，對我的幫助是何等的大，我的家是一個有問

題的家庭，我的丈夫是一個暴躁的脾氣，我女兒16歲的

時候，因為晚上和朋友玩回來的晚，我丈夫把他關在一

個小屋子用皮帶抽打她全身都是血印子，從那以後我姑

娘精神失常，我兒子結了婚，因為我女兒的問題，媳婦

也和我兒子離了婚，我也得了抑鬱症，有教會的弟兄姊

妹給我禱告，還有你們的節目給我幫助太大了，你們兩

個爽朗的笑聲默契的配合，還有神的話語，是我的抑鬱

症，大大的減輕。感謝神，感謝良友電臺所有的同工，

願神祝福你們的勞苦和付出，願你們給我的家庭代禱，

願神藉著你的節目祝福更多的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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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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遠東福音廣播節目《認識你真好》在七月製作了關

於憂鬱症的專題節目《走向抑鬱，迎向新生》，希望

這些節目可以給日益增長的憂鬱症人群帶去一些鼓勵

和安慰，並且幫助他們在人生的低谷中繼續跟隨仰望

神。門訓節目《饅頭的對話》推出了“使徒信經”和

“主禱文逐節分析”的專題節目，幫助信徒、特別是

初信的弟兄姐妹了解基要真理和基督徒屬靈生活的根

基。

2.境內的網絡監管越發嚴厲，七月我們的手機應用《

朋友聆聽》被迫從境內的蘋果市場下架。安卓系統的

App《朋友聆聽》仍然可以在網站下載使用。請弟兄

姐妹把這個 App向您的朋友、家人推薦，使他們也能

收聽遠東的節目。

3.我們境內的弟兄姐妹反饋，很多年長的信徒和聽眾

只會使用微信和或是一些簡單的 App，複雜一些就會

給他們帶來困擾。我們會繼續更新手機 App《朋友聆

聽》，讓聽眾們使用起來更加的容易，幫助不熟悉電

腦操作的聽眾、或者是從來沒有聽過良友電台節目的

慕道友，都可以輕鬆的找到他們想要收聽的節目。

4.家庭事工的拓展離不開與教會、神學院和機構的合

作。林真兒傳道在達拉斯神學院 (DTS)中文部參與教

授《門徒訓練》課程中的家庭門訓部分，並且在基督

工人神學院培育中心教授《婚姻輔導你我他》，以及

為良牧聖經學院的學生開辦《婚姻家庭營》。我們盼

望藉著這些課程，能夠幫助更多的神學生們在家庭事

工方面更好地受裝備，預備未來更好地牧養教會，帶

領小組。

5.遠東的原創兒童廣播劇《非凡歷險記》已經在八月

六日開始播放第二季《雞湯城歷險記》，歡迎家長和

孩子們一起來收聽，透過奇幻故事，了解聖經真理！

為了幫助父母更好地教養自己的兒女，我們製作一系

列按照不同的年齡層來教養男孩和女孩的視頻節目。

針對男孩的節目《貴重寶劍 -男孩的教養》已經錄製

完成，遠東家庭事工的網站和 YouTube頻道都可以收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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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建造家庭是貫穿於整本聖經的一個的主題。上帝按照自

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並且賜給他們命令，讓他們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創 1:26-28）。在神的心意裡，夫妻彼此相愛，

建立家庭，反映神的榮耀，並培育敬虔的後代。家庭就成為

人類社會的核心。家是建立親密關係的地方，是人享受愛的

地方，是人成長的地方，使人感到安全的地方。但在現今的

世代，家庭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在美國，差不

多一半的婚姻，最後都以離婚收場。婚姻的破裂，帶來不穩

定的家庭。四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單親的家庭當中。家庭的

破裂給孩子們帶來的傷痛，不勝枚舉。

在婚姻與家庭上，基督徒也同樣面對危機。在美國，基督徒

的離婚率幾乎和非基督徒一樣高。許多還沒有步入婚姻的年

輕人，被世俗的婚戀觀深深地影響，在關係中經歷破碎與失

敗。與家庭破裂相關聯的，是年輕一代在信仰和生命上的掙

扎。父母因為在關係裡的失敗，在兒女面前失去見證。他們

信仰與生活脫節，無法給兒女提供敬虔的生命榜樣去效法與

跟隨。而在家的外面，後現代世俗文化正在時時刻刻地塑造

年輕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引誘他們遠離神，去

擁抱這個社會，贏得世界的接納。很多的教會正在失去下一

代。

面對這樣的環境和現狀，教會當如何回應？婚姻與家庭的重

建之路，有三個關鍵：我們需要面對時代與文化的挑戰，我

們需要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我們需要更新

的家庭事工策略。

首先，我們要面對時代和文化的挑戰，重建合乎聖經的婚姻

家庭觀。在世俗主義的潮流影響下，人們輕視傳統的製度與

權威，婚姻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社會制度，受到極大的破壞。

婚約的約束力日漸下降，人們在婚姻中只是追求自己的滿足

與實現，而不是犧牲、接納、包容、成全。這個世界透過電

影、娛樂、媒體、教育、廣告，時刻向我們傳達世俗的婚姻

觀與家庭觀。如果我們要重建破碎的婚姻家庭，就必須從真

理的根基出發，重整信徒的婚姻家庭觀。重新認識上帝對婚

姻的旨意，瞭解婚姻的道路。

其次，我們需要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婚姻家庭生活。婚姻與家

庭的重建，不只需要真理的教導，更需要福音的大能。在這個

敗壞的時代，婚姻的意義，不只是為了個人的幸福與滿足，更

重要的意義在於兩個被福音恩典所救贖的罪人，在婚姻和家庭

裡靠著聖靈，生命得到更新與改變。並且藉著彼此的生命，見

證那位救贖的主。跟隨耶穌是婚姻與家庭重建的途徑，而使命

人生則是婚姻與家庭重建的目標。

最後，我們需要重新反思並建立新的家庭事工模式。雖然很多

教會都理解家庭事工的重要性，但是缺乏家庭事工的牧養資源

和同工。有許多機構都致力家庭事工，提供教會各樣的婚姻輔

導或親職教養的資源。但是，真理知識的裝備與教導，需要教

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和生命成長的土壤，才能生根發芽，果實累

累。離開了整個教會的同心建造和一起成長的環境與空間，無

論再多的講座、輔導與營會，也不能從本質上改變教會整體的

婚姻家庭狀況。家庭事工的建立，需要在教會的環境裡。

因為看到教會在家庭事工上的需要，美國遠東中文事工部開始

了全新的家庭事工。遠東家庭事工的目標就是協助弟兄姐妹建

立以基督為中心的婚姻與家庭，並且協助教會建立自己的家庭

事工。事工的理念是：1.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事工：我們建立

家庭事工的目標是每一個婚姻和家庭都以榮耀基督為目標，以

生命和關係作為見證，帶領人歸向主。2.以教會為環境的陪伴

裝備：我們致力於協助教會牧養家庭，幫助家長承擔起牧養兒

女的第一天職，提供教會各方面婚姻家庭事工牧養的資源。3.

以家庭為單位的門徒訓練：我們看到，除非把教會帶回家（

bring church home）, 否則我們很難跨越信仰與生活脫節的鴻

溝，道無法成為肉身，家庭無法基督化，信仰無法生活化。4.

以婚姻為優先的家庭關係：幫助信徒調整家庭關係的優先次序

；以基督為中心，以婚姻為第一優先的家庭關係，從而建造牧

養一個個健康的婚姻家庭關係，促進教會的整全健康成長。

遠東家庭事工從開始以來，已經開始了一系列關於婚姻與家庭

的播客節目，親子靈修節目，提供神學院的課程，與一些教會

合作，協助教會建立家庭事工。願主藉著家庭事工，讓千千萬

萬的家庭建立在聖經的真理上和基督的福音上，讓千千萬萬的

下一代能夠認識主，跟隨主！

www.febcchinese.net   ● ●  www.729ly.net    web@febcchinese.net

事工動態

程樂昌傳道
中文福音事工部 
執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