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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人到
三十歲大概能夠完全自立，四十歲的時候不再被
迷惑，也是不再為前景感到疑惑。三十五歲呢？
也許是站在十字路口踟躕不前？能夠自立，但卻
仍然要有充足的信心、足夠智慧面對時代衝擊，
不被動搖；也不再感到疑惑。自從1978年宣道
西差會，領受和實踐了這個異象，要藉著福音廣
播向中國大陸的同胞傳福音。三十五年來，宣道
廣播的發展實在見證了神的恩典，在事工開創及
致力發展的時期，面對種種挑戰和考驗，回顧過
去，深深經歷神是我們的牧者，我們必不缺乏，
靠著神的恩典，去為神成就更大的事，所以我們
看起來似乎一無所有，但在神的恩典下，卻是樣
樣都有的。藉著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感恩聚會，讓
我們數算主恩，再憑信踏上前路，不再猶疑。

號筒吹響 高飛聲揚
25週年感恩聚會，同工獻唱《宣教的中
國》，我心情激動；30週年再聽小組獻唱，深被
恩感；35週年會眾同聲頌唱「宣教的中國」，熱
淚盈眶，這是我們對中國的同胞的一個夢：

「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沉睡的中
國，縱然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我帶
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音傳
遍世界每個角落。」
父神再次激勵我們，要藉著福音信息喚醒沉
睡的中國；要藉著栽培訓練的節目，建立宣教的
中國。宣道廣播有一個堅定的心志，要回應中國
廣大禾場的需要。

感謝蕭壽華牧師藉著耶利米書二十三章
25-32節提醒我們：末日有許多假先知，託主名
說的假預言，迷惑眾人。宣道廣播作為傳揚福音
的機構，要盡心盡力的傳揚真理，抗衡這時代洪
流。縱使現今的世代充滿虛妄的「假預言」，但
信徒要謹慎，不要為了討好人而淡化真理。假先
知歪曲真理，教世人沉醉虛妄；而現今多媒體充
斥著各樣敗壞人的信息。在末日號筒吹響之前，
我們要面對更多挑戰和考驗，但總要相信神的道
是活潑、帶著能力的，並且能更新生命。趁著白
日，就要作那差我來者的工。正如眾同工與網絡
大使同心在神面前立志的詩歌：

「天國已近，世代快成絕韻，要甦醒真愛
心，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誰可替我做到？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誰亦需要，悔
改歸向，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流淚撒種 歡呼收割
在感恩愛筵上，聽到從哈爾濱來的李振偉
弟兄分享見證，他出生就失明的，從未眼見過親
人，也未見過蔚藍的天空，人生就是一片漆黑，
毫無盼望。青年時偶然聽收音機的福音廣播，聽
到從神而來的信息，知道主耶穌為他捨命，心中
感動決志相信，人生煥然一新。後來藉著福音廣
播在空中接受栽培，立志作傳道人。李弟兄的故
事、他的自創音樂和觸動人心的歌曲，使我們讚
嘆神的奇妙作為。另一方面，喬宏太太「小金
子」分享事奉的見證，由她初信就開始參予福音
廣播，將自己的聲音奉獻給主使用，她感恩神透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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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她在福音廣播的服事，讓她與聽眾在主裏一起成長。喬太
雖然已經82歲，仍然珍惜機會，每次回港都走進錄音室，
製作福音廣播節目。這一次，播音員與聽眾相遇了，印證了
父神大大使用福音廣播，每個奉獻者和教會的支持，都被神
使用，結出美好的果子。教會代表及奉獻者聽到這些活潑的
見證，再次肯定了神的作為，這些果子漸漸增多，都要歸在
你們的帳上，你們的代禱和奉獻，並不徒然。
按2010年統計，全中國失明人士達700萬，每年增長
約40萬，其中有70-80%居住在偏遠地區。中國也是出生缺
陷高發國家之一，每年有大約100萬名出生缺陷兒，有40％
將成為終生殘疾，這意味著每年將有40萬家庭被捲入終生
痛苦的漩渦中。還有許多身體殘障的人士未必可以經常參與
教會聚會，但他們卻可以藉著收音機，聽到福音認識主，當
信主之後，他們也可以透過福音電台節目，接受栽培，靈命
成長，甚至受裝備去服侍主。我們將會繼續努力製作合適的
節目，讓這些「未得之民」可以早日得聞福音！

彼此同心 興旺福音
曾經聽過一個小故事：在一條小漁村裡豎立了一個年
輕人的雕像，是為了記念這年輕人壯烈犧牲。話說某年，有
一天海面突然刮起大風暴，一艘漁船被打沉了，船上所有漁
夫都掉進海裡，在大風浪中作垂死掙扎，岸上的村民焦急呼
救。有一個年輕人準備奮勇跳入海中救人，但因為風急浪
高，非常危險，於是村民就在這年輕人腰上綁一條救生繩，

眾村民就在岸邊用力抓住，適當時拉他上岸，保持緊密聯繫
……如是者，那年輕人在風浪中來來回回，救起了十個遇溺
的漁夫，村民非常高興，為生還者歡呼。當眾村民熱烈鼓掌
的時候，忘形地放下手中的救生繩，結果那個仍在海中掙扎
的年輕人，壯烈犧牲了。
宣道廣播是一個「差傳」機構，我們領受從神而來的
異象，奉差遣走在前線、進到未得之民中，但背後必須有教
會和肢體的守望支持，你們就是宣道廣播的「救生繩」。宣
道會的英文名字是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 Alliance；宣
道廣播Alliance broadcasting；“Alliance”是聯盟的意思，
我們是彼此聯繫，是天國的同盟，同心承擔天國的大使命，
請不要放下這條救生繩。我們為著所領受的恩典和力量，深
信天父肯定了我們的事奉，也倚靠主的應許，憑信努力前
行。展望有三大目標：
1. 專心錄製適切時代的三E節目，善用短波及網絡平台。
2. 善用現代科技，開發短波收音機連播放器，使福音傳得
更廣更遠；
3. 建立網絡大使、並與教會合作推動回鄉天使（低加波利
使團），鼓勵更多人收聽福音廣播。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
（詩50:14）

《接棒人》留言板
電臺同工平安！你們好！我是安徽人，從小就喜歡聽你們的廣播，現在我長大了，結婚後變得軟
弱，很少去教堂，求你們為我的婚姻禱告，我倆都是在神的見證下完成婚姻的，我老公總是愛玩遊戲
機，惹我生氣，連孩子都不帶，認識他的時候不是這樣的。我心眼小、愛生氣，我們動不動就吵架，願
神改變他，不讓他這麼喜歡玩遊戲機，讓他能悔改信主，我們能幸福的走下去，我們都是神所揀選的兒
女。再為我爸爸禱告，他有腎結石，也是基督徒，就是愛喝酒，為他代禱，願神賜福你們。

代禱： 願主賜福這位姊妹，能重新與主建立關係，學習如何與丈夫相處；求神幫助她的丈夫不再沉溺
電玩，在家中做好父親的角色，夫婦重修關係，神的愛充滿家庭。接棒人是個裝備信徒靈命的節目，但
願神藉著這個節目，堅固信徒的靈命，為主活出美好的見證。

《給力人生》留言板
大衛老師：
您好！感恩！今天看到了這個節目，覺得自己的人生也要「給力」，所以就打開了，沒想到是第
一期才開播，也是第一個留言的，呵呵…。節目設置角度很好，短小精悍，就是感覺還沒挺過癮就結
束了。哎！願神大大的使用你們手上的工作，造就更多陷入生活泥沼中的世人，認識我們偉大奇妙的
救主耶穌基督！以馬內利！

代禱： 感謝主！節目自從2013年10月播出後，收到第一個聽眾的留言，得到正面的回應，是我們的
鼓勵。請為我們代禱，求神賜給我們智慧能力，製作更多使人得力的節目；亦為聽眾代禱，求神保守
他們渴求成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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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典 路上 》

《 豐 盛學堂》

有「恩典」結伴，有「盼望」
同行，《恩典路上》有雲彩見證
人，為你和我打氣，在事奉上和生
命成長上，直奔標竿，靠主得勝。

人生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每一個環境就好比一個
教室，不同的階段學習不同的功課，慢慢變成一個健康、
成熟又豐盛的生命。如何得到豐盛人生的秘訣？答案就在
《豐盛學堂》！本節目逢星期六在「高飛揚頻道」播出，
每集約20分鐘，由教會牧者分享聖經真理，使我們可以學
習耶穌的榜樣，並引導我們在主耶穌裡尋找豐盛人生。

「佳美的腳蹤」—
連續兩集的事奉見證：

即將推出全新系列，講題包括：

嘉賓： Sophie
內容： 從小認識耶穌，在教會熱心事奉，有一份高薪
厚職的工作，一切都很安穩。後來Sophie有
一次參與了教會的短宣工作，神感動她踏上兩
年的宣教之路，離開熟悉的環境，服侍一群內
地農村的貧困孩子，雖然遇見很多挑戰，但每
一張純真可愛的笑臉，以及主耶穌的恩典，使
她所走過的路都成為佳美的腳蹤。

「小金子生命見證」系列：
喬宏太太小金子信主多年，
神的恩手帶領她走過人生不同階
段，由拍拖進入婚姻，到教養子
女，以及事奉的路上，雖然充滿
挑戰和艱難，但小金子學會禱告
倚靠神，向神支取源源不絕的恩典。
1.
2.
3.
4.

得救見證—由苦瓜乾變成喜樂婆婆
婚姻見證—學習作為妻子的功課
教養子女見證—用加倍的愛挽回一個弟兄
事奉見證—超過四十年的廣播服侍

1. 雅各書研習
簡介： 從雅各書看信徒如何活出真實的信心。

2. 聖潔的生活
簡介： 追求聖潔是基督徒一生的目標，怎樣脫去老我，抵

擋私慾的誘惑呢？

3. 成功的婚姻
簡介： 成功的婚姻包括甚麼元素？聖經與世俗的婚姻觀有

甚麼分別？怎樣帶領兒女認識神？本系列為您逐一解迷。

4. 十誡的現代意義
簡介： 十誡只是聖經舊約時代的訓言？現今世界還需要十

誡嗎？本系列為您逐一講解十誡及其現代意義。

5. 以弗所書
簡介： 神創造人類有美好的旨意，當中包含一個永恆的計

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計劃？我們怎樣配合？一連兩集為
您揭示。
過去播出的主題，例如「人的愛」、「神的愛」；
「與別不同的平安」；「神的拯救」等，歡迎聽眾在宣道
廣播高飛揚網上重溫，或介紹親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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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至10月財政收支報告
奉獻收入

HKD

香港

277,856.00

美國

5,266.00

網上廣播發展事工

7,800.00

35週年聚會及活動

6,700.00

總奉獻收入：

297,622.00

減：支出

「3E節目」製作費及廣播費
行政開支、同工薪津、租金、電費、維修
推廣 - 通訊印刷、郵費、廣告、運輸等

86,968.00
327,865.00
10,865.00

網上廣播發展事工

7,528.00

35週年聚會及活動

580.00

總支出：

盈餘╱（不敷）：

433,806.00
(136,184.00)

2013年1月至10月收支結算

總收入：

1,194,318.00

總支出：

1,547,375.00

截至2013年10月31日累積盈餘／（不敷）

(353,057.00)

1. 感謝神的保守，35週年感恩慶典圓
滿結束；看見神實在使用「福音廣
播」，求神保守宣道廣播帶著異象
和使命，成為神合用的器皿，為主
揚聲。
2. 2013年累積不敷30多萬，本會將
節省人手及開支，但事工卻仍有更
多拓展，求神供應各方面的需要，
讓同工學習信心的仰望。
3. 今 年 將 有 更 多 與 堂 會 及 肢 體 聯 繫
的福音事工，包括「低加波利使
團」、「高飛揚聲機」等，求神激
勵信徒的心志，向國內親友傳福
音。
4. 求主繼續保守各董事、總幹事、同
工的身心靈健康，靠主得勝，同心
事奉神！
5. 謝 美 蘭 牧 師 因 教 會 事 奉 繁 重 ， 於
2014年辭退董事之職。謝牧師多年
來在董事會無私奉獻，拓展聖工，
本會致以深切感謝。

本會使命：
藉著大氣電波向同胞傳揚救恩，透過預工、栽培和訓練（3E）節目，建立信徒的靈命、栽培門徒、裝備事奉者。
董事會：朱裕文牧師 (主席)、鄒錫權醫生 (文書)、黎海珊小姐 (司庫)、陳益鋒牧師、萬得康牧師
西差會代表：范牧師 義務法律顧問：梁錦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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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

響亮的號筒聲為宣道廣播
35週年感恩崇拜揭開序幕。
感謝神的恩領和眷顧，宣道
廣播以福音廣播服侍華人同
胞已踏入35週年，並於11月
29日假座基督教尖沙咀潮人
生命堂舉行感恩崇拜。當晚約
有一百二十多位支持宣道廣播
的機構同工和信徒蒞臨同頌主
恩。總幹事盧姑娘分享感恩與
展望未來；宣道會北角堂主任
牧師蕭壽華牧師宣講神的信
息，面對末日將臨，福音廣播
雖然面對不同的挑戰，例如中
國三中全會後國安會的出現，
對國內傳福音的前景未知怎
樣，但相信惟有神的話是令人
飽足的。感恩會另一個高潮，
是晚宴中嘉賓的見證，來自
哈爾濱的聽眾李弟兄，雖然天
生失明，卻深信「所有殘障的
人，都是神的心上人。」；還
有喬宏太太「小金子」分享幾
十年來委身福音廣播，與聽眾
在主裏一起成長的經歷。
除此以外，與會者也紛紛
道賀，分享感言，讓我們細聽
他們對宣道廣播的勉勵：

謳歌頌讚《請差遣我》
「廣播工作好像差傳，因為宣教事工無國界，同樣廣播工作也是無
國界，透過大氣電波，將福音傳到遠處。宣道廣播的工作從早期至今已
35年，所以只要有多少的時間，便做多少的工作。感謝神的帶領！」

朱裕文牧師
宣道廣播董事會主席

「透過視障的李弟兄分享，視障人士每年
幾十萬的增長，唯一能夠溝通的是大氣電波。因
此，能夠參與福音廣播服侍，很值得鼓勵，這是
很有價值的，因為每一個靈魂都很寶貴。」

萬得康牧師
宣道廣播董事

「宣道廣播的工作是沒有白費的，
雖然現今科技發達，但大氣電波都能紮
實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為此感謝神，
希望宣道廣播的同工繼續努力。」

謝美蘭牧師
前宣道廣播董事

蕭壽華牧

「今天很感恩來到宣道廣播35週年
慶典，無論是崇拜的信息，弟兄姊妹的見
證，都令我很深感動。求主祝福宣道廣播
的同工，繼續努力事奉，您們所作的，不
會徒然，神會欣賞和賞賜。」

郭瑞榮牧師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副總幹事

總幹事

感恩及

展望

「在宣道廣播35週年的感恩會中，看到福音廣播帶來的果效，也
看到盧總幹事、各董事、同工和義工殷勤的擺上，心中充滿感恩。宣道
廣播一直以來是遠東廣播的好伙伴，成為空中聯盟，透過大氣電波服侍
內地同胞。願主繼續賜福，使用宣道廣播，繼往開來，更上一層樓。」

林青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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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喬宏太 享見證
分
小金子

遠東廣播
中國事工辦公室助理主任

舉杯感恩

師證道

機構同工與信徒蒞臨35週年感恩崇拜同頌主恩
福音廣播是：
「空氣事工」，對象絕不是空氣，卻是有很多生命被觸碰。
「無償事工」，結果絕不是無償，卻是有很多生命的回應。
甚願這事工走得更遠、更大！

江永光先生
宣道園總幹事
「我很感恩，在宣道廣播當義工服侍已很
多年。當我享受食物的時候，我都掛念國內山
區貧困的朋友，我跟他們一起感到很開心。」

「宣道廣播長久的
服侍，當中有這麼好的
成績，是神的恩典，弟
兄姊妹努力的成果。」

譚振鵬牧師
《豐盛學堂》節目講員之一

黃麗芳姊妹
「宣道廣播」網絡大使

李弟兄

分享失

明路上

的信主

經歷

「現今整個世界很多數碼化和網絡的發展，網絡上有很多敗壞人
的信息，但神都用福音廣播，透過網絡將寶貴的真道和福音信息，帶給
極需要福音的人群。教會未來的發展，需要更多弟兄姊妹，將他們的專
業、知識、能力，擺在網絡的廣播上，發揮更強的福音見證，在一個好
似沙漠的地帶，人可以見到真正的泉水，滋潤他們的心靈。李弟兄的見
證，體會到不單在網絡上，今天在中國，有600-700萬失明人士，仍然
需要聽到福音廣播，透過收音機聽到福音，所以福音的廣播，無論是透過網絡或收音
機，都是極其需要和有價值。求神繼續使用福音廣播，興起弟兄姊妹，同心服侍。」

蕭壽華牧師
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
「我很感恩看到神的供應，每
種需要，每個節目所撒的種子都結果
子。就如視障的李弟兄聽道的時候，
神的話就進入他的心，生命就改變，
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很多人，我們未
必知道他們的故事，但神把祂的話，
藉著聖靈賜給他們，幫助他們成長。現今時代不一
樣，我們需要完全的倚靠神的帶領，將祂的異象賜
給我們，怎樣面對現今的社會。」

范牧師
宣道會西差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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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日糧事
工與宣道廣播，在未來
日子有更多的合作，更
加廣傳神的話，讓更多
人聽聞福音。」

張鴻威先生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
總幹事

註： 另見報導：《基督教週報》第2572期（2013年12月8日）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3/ta202090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