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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續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傳道書3：11）

親愛的環球之聲讀者：

	 為「環球之聲」撰文已快三年了。一直以來，我

很珍惜這個能與您分享事工發展和一些個人感受的機

會。然而，這次將會是小僕最後一次在此期刊與您分

享，因為上帝早前清楚啟示我在電台的使命快將完

結。當您接到這期刊物時，我已離職，並在新工場上

繼續我的事奉路。在此，我要向您說一聲「再見」，

並為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表達深深的感謝。同時，我又

要向您介紹接任總幹事一職的盧敏堅弟兄。我非常感

恩神差派這位忠心的主僕來帶領這關鍵事工。

	 「有機的福音廣播」是我為此期刊撰寫首篇文章

的標題。「有機」是指事工上仍在成就着上帝為該機

構所定的使命。若要做到「有機」，一家機構不可缺

少兩大因素：「成長」和「靈活性」。我們必須在

「產能」上（即技術、設備等）不斷改善和長進，而

又需保持靈活以應付千變萬化的大環境。…基本上，

「成長」和「靈活性」就是關乎於「改變」。

	 「改變」往往不是個受歡迎的詞彙。按本性，相

信很多會像我一樣不大喜歡轉變。嚴格來說，我們

不享受巨大的改變，或是那些衝擊我們價值觀、信

念和習慣的轉變。…雖然我們較喜愛「穩定」，但

卻又清楚明白改變可帶來美好的未來，否則我們只

會落伍。手提電話功能在這二十多年裡的轉變是個													

很好的例證。

	 無可否認，不是所有的改變是好的。因此，事工

機構不應為轉變而轉變，而是要認定和積極推行那些

神所命定的改變。…在眾多機構內會發生的轉變中，

領袖更替相信是最愛恨交織的一種，因為這代表事工

能更上一層樓，但同時又會帶來很多對現行制度和思

維的挑戰。

“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  
 (Ecclesiastes 3:11)
Dear Friends of TWR,

	 It	has	been	almost	three	years	since	I	first	wrote	in	this	
newsletter,	and	every	time	I	write,	I	treasur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the	latest	info	about	TWR’s	ministry	and	
also	my	thoughts.	This	will	be	my	last	time	to	write	to	you	
at	 this	platform,	since	our	Lord	has	 revealed	 to	me	 that	
my	assignment	at	TWR	has	come	to	an	end.	By	the	 time	
this	issue	reaches	your	hands,	I	have	already	left	TWR	and	
started	a	new	chapter	 in	my	ministry	 journey.	 I	want	 to	
hereby	say	GOODBYE	to	you	and	als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for	the	support	you	have	extended	to	TWR	and	
myself	over	the	years.	Meanwhile,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my	successor	Brother	Patrick	Lo,	who	is	a	faithful	
servant	of	God	and	has	already	taken	over	the	leadership	of	
this	great	ministry.
	 The	 first	 article	 (only	 in	Chinese)	 I	wrote	 for	The	
Voice	carries	the	title	of	“The	Organic	Nature	of	Christian	
Broadcasting”.	Being	“organic”	means	“remain	relevant	to	
the	mission	granted	by	the	Lord”.	To	stay	organic,	a	ministry	
organization	must	possess,	at	least,	two	elements	–	“growth”	
and	“flexibility”.	A	ministry	needs	 to	keep	growing	and	
improving	 in	 its	 capacity,	 and	 stay	 flexibl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ever-cha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	
Basically,	“growth”	and	“flexibility”	involve	“change”.	

	 “Change”	 is	not	 always	 a	well-received	word.	By	
nature,	most	people	including	me	do	not	prefer	“change”.	
Be	more	 precise,	we	 do	 not	 enjoy	 drastic	 changes	 or	
changes	that	challenge	our	values,	beliefs	and/or	norms.	…	
Though	“stability”	is	often	our	favorite,	we	also	know	well	
that	changes	could	bring	about	a	better	future;	otherwise,	
we	will	 fall	 behind.	The	migration	 of	 cell	 phones’	
functionaliti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s	 an	obvious	
illustration.	

	 No	doubt	 that	not	all	changes	are	good,	so	ministry	
organizations	should	surely	not	pursue	changes	solely
for	the	sake	of	change,	but	instead,	discern	and	
embrace	those	that	are	God	reveal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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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盼望

求主醫治靳弟兄的兄弟，又堅固

弟兄對神和生活的信心。

少數民歸主

	 我被專業有愛心和耐性、有智慧骨科

醫生將我的頸椎糾正正確，同時敷李氏中藥

膏，好了很多。慢慢在家裡先躺在床上休

息，頸椎和我背後敷著李氏中藥膏。求主感

動帶領骨科醫生，除了正確糾正頸椎，還接

著幫我治好腰肌勞損，骨質增生，腰間盤突

出。求主賜給骨科醫生有愛心、有智慧一針

見血治好我的病，快康復。求主開恩典。請

你們代禱，謝謝！	

	 	 	 	 						廣東省			曾姐妹

疾病得醫治

求從神而來的醫治臨到曾姊妹身上，也讓她

在病痛中仍對有堅定的信心。

	 李芳姐你好！謝謝你及肢體們的禱告，請

為俺【我的】兄弟靳曰山禱告？1月7號上XX

【地區名稱】起水果時，因別人開車逆行？俺

兄弟為了躲避對方的車，被車撞擊了肚子和

腿？當時因腿不能動、醫生因為曰山的腿骨折

了，叫拍片看看？感謝主拍片後腿沒有骨折，

現還在院裡住院，對方承擔責任？還有我們母

子的事，天冷了我們就不方便了？有人來就給

我們買點飯？有時我們覺得在世這樣活到、生

活又不方便、又難而沒意思？謝謝李芳姐給我

賽41：10節安慰我們的經文，新的一年，求

主祝福使用	環球台越辦越好，信號越來越穩

定，聲音越來越清楚，這不安、亂的世界，更

多人聽到福音後歸向主耶穌。

	 	 		 	 								山東省		靳弟兄

	 環球電台，鄭春雨和所有電台同工們你們好，你們寄

給我的信，我收到了，在主恩典裡謝謝你們。關於你們改

了短訊號碼告知，實在主耶穌沒有給你忘記在遠方的我【苗

民】。經上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在 2016 年剛到之際，

請你們在主恩，常為我遍遠山區苗族教會代禱。使我們連

與主耶穌基督，一同完成福音使命，你們可通過我手機號

添加我的微信連系。收聽你們節目操音雜音還大，聽不清

楚，但在主愛裡時常記念你們把福音息信播出。

	 	 	 	 	 																雲南省	張弟兄	

以禱告守望苗族教會的發展，又求上帝保守電台

的短波廣播，不受干擾。

願弟兄所在的社群得主耶穌福音的

救贖，又不會被異端邪說所迷惑。

社群的得救

不住的屬靈餵養

電台觀裡眾朋友【同工】：

	 你們好！我在一間工廠打工，撿到一台收音機。我很感謝神。過了2002年春節，就信神。

到現在沒有得救。我想要有幾本聖經，對比來讀。使我更加明白神教訓。更加認實神大愛。因為

我這裡人需要是福音，因為我這裡人，因為我這裡人信的是偶像。我這裡人需要神救恩。

	 因為我這裡人不知道那一位是真神。神啊！赦免我這裡的人，他們不曉得，因為祢信實，是

公義，祢必赦免他們。因為祢萬事互相效力，愛祢的人必得益處，因為從恒古到永遠祢是神。

	 我有一處不明白的地方：「法術，巫術，魔術，算命，風水等」，以及自然界，超自然界，

靈界有關事情。我們都不要參與。是否迷信，是否異端邪說。因為假先知，假基督要起來，顯大

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祝：電台觀眾朋友越辦越好！		

	 	 	 	 	 	 	 	 	 			廣西省		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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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這位聽眾在二十多年裡，能從福

音廣播中得着靈命上的供應而感恩。

向天牧師：你好！

非常感謝您的關懷！經常收到你問候的郵件！我想你工作一定很

忙，就沒有經常寫信打擾你。我是24年前開始收聽環球電臺的節

目的，當時有一個節目是楊恩老師主持的《春回大地》我很喜歡。

還有安琪姐姐主持的《爆米花》節目，我還給安琪姐姐寫過信，她

送了我本聖經。請問他們現在還都好嗎？請替我代為問候。另祝環

球電台全體工作人員，主內弟兄姊妹平安，喜樂。

	 	 	 	 													 													福建省			陳聽眾

" 同工在早會上為新
舊總幹事準備了玫瑰
花互相祝福”( 盧敏
堅 ( 左 ) 鄺偉文 ( 右 )

	 2015.01.01	 2016.01.01
	 至	 至
	 2015.12.31	 2016.03.31
	 	
收入：	 港幣	 港幣	
奉獻	 $	3,817,667		 $	587,053	
奉獻	(口語傳播事工)	 745,754		 			-		
節目製作費收入	 809,719		 210,737
贊助費	 1,472,377		 331,193
其他收入	 86,915	 7,407		
總收入	 $	6,932,432	 $	1,136,390

支出：	
同工薪津	 $	3,393,378		 $	662,160	
強積金	 138,949		 30,723	
樓宇費用	 182,839	 40,347
事工費用	 841,088		 852,452	
刊物印刷費及郵費	 66,475		 25,044	
行政費用	 151,879	 32,040	
折舊	 84,038		 20,051	
奉獻轉撥	 967,861	 189,471	
總支出	 $	5,826,507		 $	1,852,288
	 $	1,1,05,925*1		 $	715,898*2

備註：
*1)	扣除專款專用資本	 1,389,431		
*2)	代付專款專用支出	 　	 772,165	

盈餘/(不敷)	 ($	283,507)	 $	56,267

     收入支出表 （未經審核）

財 務 資 料

2015	年全年

歡迎為我們的財務所需作金錢奉獻支持。



續上頁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感謝主的引領！我懷著興奮與戰兢的心情於

四月一日接任環球電台總幹事一職。興奮，是因

為神繼續差遣使用；戰兢，是因為要面對一個自

己從未接觸過的福音廣播事工，深感使命的重

大。感恩的是，神給我一個月時間的交接期，好

讓我能從偉文弟兄手上接收他已開展了的事工，

承先啟後，加快了我對新事工的適應。

	 我是在 1975 年葛培理佈道大會中決志信主

的，之後便一直參與浸信會堂會聚會及相關事

奉，十年前，當我回應神的呼召放棄銀行業的工

作來事奉祂時，我是有過掙扎的，畢竟那是很不

同性質的工作，因此我惟有禱告希望神能給我多

見識多學習的機會。結果我便被差派到跨宗派背

景的基督教媒體機構「視博恩香港」(CBN Hong 

Kong Ltd)	服事，同時間神亦呼召我到「建道神

學院」接受神學裝備。在 CBN的 8年半服事期

間，我學習了很多網上媒體的福音事工，也接觸

了很多不同宗派的主內領袖，就如神應允了雅比

斯一樣，祂也擴張了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又

保守我沒遭患難。藉著互聯網的媒體事工，神讓

我領受了福音傳到地極異象的真實。

	 60 多年前，神興起了環球電台，開始了短

波的廣播事工，就是要履行把福音傳揚得更遠給

更多人的異象。近年互聯網的興起，科技進步，

傳福音的途徑愈趨多元化，遍遠地區的人們已不

empowered.	…	Among	all	 the	changes	 that	can	happen	
within	a	ministry,	leadership	turnover	is	probably	the	most	
“love	and	hate”	one,	because	 this	represents	 the	potential	
for	 reaching	a	new	he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means	
certain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old	ways	of	operation	
and	even	thinking.	

	 	Other	 than	 the	divine	confirmation	on	 the	decision	
to	 leave	TWR	and	move	back	 to	 the	arena	of	Christian	
mercy	ministry,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arrangement	
also	revealed	that	it	is	His	will	in	this	leadership	change…	
Therefore,	 I	am	confident	 in	saying	 that,	under	Patrick’s	
leadership,	TWR	Hong	Kong	will	come	up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	soon.	

	 Following	 this	article,	Patrick	will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more	of	his	background	and	vision.	I	prayerfully	wish	
that	you	will	keep	Patrick	in	your	prayer	and	extend	your	
support	to	him	as	you	had	done	onto	me	in	the	past.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Your brother,
Raymond Kwong

Chief Executive (up till 29th April 2016)

	 除了個人在禱告尋求時所領受多次不同的引證

外，接任安排的過程亦在在的啟示這次總幹事更替

是神的美意。…所以，在盧弟兄的帶領下，我滿心

相信環球電台的事工將會展現出新面貌。

	 盧弟兄會在接着的文章中與您分享他的故事和

異象。我期盼您以禱告托着他，又像過往支持小僕

一樣的支持他。

您的弟兄	

鄺偉文	

總幹事（至2016年4月29日）

用單單等待宣教士的差傳才有機會接觸福音，也

不用按既定時段收聽廣播，人們還可透過互聯網

的傳送，接收高質素的訊息，又或是使用輕巧的

工具錄制訊息，留待適當時間收聽收看。因此單

憑短波廣播已無法滿足福音遍傳的需要，環球電

台也得面對更新傳福音途徑的挑戰，讓我們能以

多元化的工具傳揚福音。未來的日子，我們希望

重整我們的網頁，建構互動的社交媒體平台與我

們的福音對象及弟兄姊妹多作溝通聯絡，務求利

用新科技讓福音傳得更遠更廣，接觸更多未得之

民。福音遍傳的異象沒有改變，傳福音的工具卻

要改變得與時並進。

	 盼望各位弟兄姊妹也與我們並肩合作，一起

打那美好的仗，多與我們接觸溝通，把您們的寶

貴意見與我們分享，您可致電我們的辦公室，或

直接給我發放電郵 (plo@twr.org)	，更重要的是，

為我們的事工守望禱告再禱告，仰賴再仰賴我們

創始成終的上主。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

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

面前。」【西一 28】

願主賜福！

			主內弟兄，

						盧敏堅總幹事		 	 	

國際環球電台動向及普世宣教消息
1.	為向整個古巴提供全面的廣播覆蓋，國際環球電台正積極籌備增強其位于加勒比海博奈
爾島上發射站的頻率。項目需分階段在數年內完成，而整項工作約需三千八百萬美元。

2.	國際環球電台特別為服侍婦女群體製作的節目「智慧的婦人」，近期正式登陸巴基斯
坦。現在，這節目於全球以69個語言播放。

3.	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籌辦的跨文化訓練學院已正式成立，並將於2016年10月推出第一期
課程。

4.	一個探討基督徒婦女所面對的雙重逼迫（因着信仰及性別），及可行應對方法的研討會
已於2016年3月16於英國牛津舉行。相關報道可見於此網址：

	 http://www.worldea.org/news/4656/double-persecution-threat-to-christian-women

教學123
	 聖經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透過兒

童心理、故事示範、詩歌教唱等單元，製作本節目。盼望兒童主日學老師與基督徒家長，藉此節目，

在教學上與教養兒童方面，可以得到幫助。「與其給魚不如教導如何釣魚」是我們的宗旨。

	 http://www.ktwr.cn/zh-hans/content/STL

馬其頓的呼聲
節目內環繞慕道朋友有興趣的問題，包括創造或人際關係，讓他們在思想人生不同課題時，能認識那

位創造萬有的主。歡迎介紹未信或初信的朋友收聽！

	 http://www.ktwr.cn/zh-hans/content/MMC

節  目  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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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任總幹事盧敏堅弟兄已於四月初到任。新舊總幹事交接工作順利完成。求神賜福給盧先生的事奉，讓

電台事工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2.	感謝主，讓更換錄音室空調系統工程得以在三月底、四月初完成。雖然，當中發生了

	 一點複雜情況，但也順利解決。

3.	短波廣播新一季度已於3月27日開始。當中新增普通話節目「神記得他們」，內容是中

	 國各少數民族簡介及代禱。逢週一至週五晚上8時30分在31米9910千赫播放。求神使用

	 這些新的節目，也求神在聽眾心中動工，使福音廣傳。

4.	為播放「賭海贏家」戒賭事工及「讀聖經，學英文」節目的網站已投入服務代禱，求主使用。

5.	求		主繼續帶領有不同恩賜的義工，參與本電台的事奉。最近特別需要稿件翻譯人員，求主感動有這恩

賜的義工，讓節目得以順利製作。其他事奉範圍包括：翻譯、播音、寫簡體字信封、郵寄刊物、網頁設

計等。也求		神親自報答義工們的勞苦。

6.	今年首4個月的奉獻收入，謹足以維持現有的事工運作，而沒有足夠資源開展新工作。求主感動肢體作

出支持，來發展聖工。

感 恩 與 代 求  

讀者若需查閱短波廣播

時間表，請到以下網頁

或 QR	Code 下載，或來

電（2780	8336）索取。

節 目 時 間 表    

www.twr.org.hk/schedule.php

網 上 廣 播 節 目 表

網上廣播節目可於www.ktwr.net	
及	www.ktwr.cn	收聽，歡迎
您上網收聽並給與我們意見。

普通話、客家話及廣東話「你知

道嗎？」佈道性廣播劇可於此網址

收聽：wwwnizhidaoma114.com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生命之糧
小羊教室
面對自我

潮州話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路加醫生
小羊教室
認識聖經

廣東話

客家話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全人醫療站
愛臨萬邦
客家顯微鏡
主日講台
面對自我

節目類別

青年

靈修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自由空間
愛的故事
科學的啟迪
伴你同行
小品便利貼
青春密函
每日經歷神
心微博

路燈三年行
空中門訓

活出美麗人生
簡明聖經學院
面對自我
今日靈糧
認識聖經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兒童

青年

節目名稱
生命的福音
抉擇時刻
打開心窗

馬其頓的呼聲
我們的時間
真理劇場
與神對話
智慧的婦人
生活之光

兒童聖經故事
教學123
天使夜未眠
瘋Movie

輕輕鬆鬆學英語
從歌說詞
天路導向
心靈驛站

普通話

        歡迎各教會弟兄姊妹邀

        請環球電台同工透過不

      同的聚會分享我們的異象

      和事工近況，請填妥以下

表格傳真或寄給我們，我們收

到回應後，將盡快聯絡

您並作出安排。

環球電台異象分享預約表		Invitation For Sharing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首選	1st Choice		

次選	2nd Choice	 	

聚會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 of Sharing

教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性質：				□	主日崇拜										□	差傳聚會										□	團契分享		 □	參觀電台

	 			□	祈禱會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和背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name

Address

Theme / Topic / Nature of Sharing

Event                                   Sunday Service                         Mission Event                           Fellowship Group Visit Us

Prayer Meeting   Other (pls specify) 

Phone No.Contact Person

4

新任總幹事的話

每集節目涉及至少內容創作
（文稿編寫、翻譯和編輯）、
聲音（錄音），及詩歌或音樂
等方面的版權問題。因此，在
節目製作上或需遷就版權上的
限制。例如，申請版權需時，
所以新的詩歌和音樂較少使用
在節目中。

「福音廣播」與「版權」



續上頁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感謝主的引領！我懷著興奮與戰兢的心情於

四月一日接任環球電台總幹事一職。興奮，是因

為神繼續差遣使用；戰兢，是因為要面對一個自

己從未接觸過的福音廣播事工，深感使命的重

大。感恩的是，神給我一個月時間的交接期，好

讓我能從偉文弟兄手上接收他已開展了的事工，

承先啟後，加快了我對新事工的適應。

	 我是在 1975 年葛培理佈道大會中決志信主

的，之後便一直參與浸信會堂會聚會及相關事

奉，十年前，當我回應神的呼召放棄銀行業的工

作來事奉祂時，我是有過掙扎的，畢竟那是很不

同性質的工作，因此我惟有禱告希望神能給我多

見識多學習的機會。結果我便被差派到跨宗派背

景的基督教媒體機構「視博恩香港」(CBN Hong 

Kong Ltd)	服事，同時間神亦呼召我到「建道神

學院」接受神學裝備。在 CBN的 8年半服事期

間，我學習了很多網上媒體的福音事工，也接觸

了很多不同宗派的主內領袖，就如神應允了雅比

斯一樣，祂也擴張了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又

保守我沒遭患難。藉著互聯網的媒體事工，神讓

我領受了福音傳到地極異象的真實。

	 60 多年前，神興起了環球電台，開始了短

波的廣播事工，就是要履行把福音傳揚得更遠給

更多人的異象。近年互聯網的興起，科技進步，

傳福音的途徑愈趨多元化，遍遠地區的人們已不

empowered.	…	Among	all	 the	changes	 that	can	happen	
within	a	ministry,	leadership	turnover	is	probably	the	most	
“love	and	hate”	one,	because	 this	represents	 the	potential	
for	 reaching	a	new	he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means	
certain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old	ways	of	operation	
and	even	thinking.	

	 	Other	 than	 the	divine	confirmation	on	 the	decision	
to	 leave	TWR	and	move	back	 to	 the	arena	of	Christian	
mercy	ministry,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arrangement	
also	revealed	that	it	is	His	will	in	this	leadership	change…	
Therefore,	 I	am	confident	 in	saying	 that,	under	Patrick’s	
leadership,	TWR	Hong	Kong	will	come	up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	soon.	

	 Following	 this	article,	Patrick	will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more	of	his	background	and	vision.	I	prayerfully	wish	
that	you	will	keep	Patrick	in	your	prayer	and	extend	your	
support	to	him	as	you	had	done	onto	me	in	the	past.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Your brother,
Raymond Kwong

Chief Executive (up till 29th April 2016)

	 除了個人在禱告尋求時所領受多次不同的引證

外，接任安排的過程亦在在的啟示這次總幹事更替

是神的美意。…所以，在盧弟兄的帶領下，我滿心

相信環球電台的事工將會展現出新面貌。

	 盧弟兄會在接着的文章中與您分享他的故事和

異象。我期盼您以禱告托着他，又像過往支持小僕

一樣的支持他。

您的弟兄	

鄺偉文	

總幹事（至2016年4月29日）

用單單等待宣教士的差傳才有機會接觸福音，也

不用按既定時段收聽廣播，人們還可透過互聯網

的傳送，接收高質素的訊息，又或是使用輕巧的

工具錄制訊息，留待適當時間收聽收看。因此單

憑短波廣播已無法滿足福音遍傳的需要，環球電

台也得面對更新傳福音途徑的挑戰，讓我們能以

多元化的工具傳揚福音。未來的日子，我們希望

重整我們的網頁，建構互動的社交媒體平台與我

們的福音對象及弟兄姊妹多作溝通聯絡，務求利

用新科技讓福音傳得更遠更廣，接觸更多未得之

民。福音遍傳的異象沒有改變，傳福音的工具卻

要改變得與時並進。

	 盼望各位弟兄姊妹也與我們並肩合作，一起

打那美好的仗，多與我們接觸溝通，把您們的寶

貴意見與我們分享，您可致電我們的辦公室，或

直接給我發放電郵 (plo@twr.org)	，更重要的是，

為我們的事工守望禱告再禱告，仰賴再仰賴我們

創始成終的上主。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

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

面前。」【西一 28】

願主賜福！

			主內弟兄，

						盧敏堅總幹事		 	 	

國際環球電台動向及普世宣教消息
1.	為向整個古巴提供全面的廣播覆蓋，國際環球電台正積極籌備增強其位于加勒比海博奈
爾島上發射站的頻率。項目需分階段在數年內完成，而整項工作約需三千八百萬美元。

2.	國際環球電台特別為服侍婦女群體製作的節目「智慧的婦人」，近期正式登陸巴基斯
坦。現在，這節目於全球以69個語言播放。

3.	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籌辦的跨文化訓練學院已正式成立，並將於2016年10月推出第一期
課程。

4.	一個探討基督徒婦女所面對的雙重逼迫（因着信仰及性別），及可行應對方法的研討會
已於2016年3月16於英國牛津舉行。相關報道可見於此網址：

	 http://www.worldea.org/news/4656/double-persecution-threat-to-christian-women

教學123
	 聖經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透過兒

童心理、故事示範、詩歌教唱等單元，製作本節目。盼望兒童主日學老師與基督徒家長，藉此節目，

在教學上與教養兒童方面，可以得到幫助。「與其給魚不如教導如何釣魚」是我們的宗旨。

	 http://www.ktwr.cn/zh-hans/content/STL

馬其頓的呼聲
節目內環繞慕道朋友有興趣的問題，包括創造或人際關係，讓他們在思想人生不同課題時，能認識那

位創造萬有的主。歡迎介紹未信或初信的朋友收聽！

	 http://www.ktwr.cn/zh-hans/content/MMC

節  目  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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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任總幹事盧敏堅弟兄已於四月初到任。新舊總幹事交接工作順利完成。求神賜福給盧先生的事奉，讓

電台事工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2.	感謝主，讓更換錄音室空調系統工程得以在三月底、四月初完成。雖然，當中發生了

	 一點複雜情況，但也順利解決。

3.	短波廣播新一季度已於3月27日開始。當中新增普通話節目「神記得他們」，內容是中

	 國各少數民族簡介及代禱。逢週一至週五晚上8時30分在31米9910千赫播放。求神使用

	 這些新的節目，也求神在聽眾心中動工，使福音廣傳。

4.	為播放「賭海贏家」戒賭事工及「讀聖經，學英文」節目的網站已投入服務代禱，求主使用。

5.	求		主繼續帶領有不同恩賜的義工，參與本電台的事奉。最近特別需要稿件翻譯人員，求主感動有這恩

賜的義工，讓節目得以順利製作。其他事奉範圍包括：翻譯、播音、寫簡體字信封、郵寄刊物、網頁設

計等。也求		神親自報答義工們的勞苦。

6.	今年首4個月的奉獻收入，謹足以維持現有的事工運作，而沒有足夠資源開展新工作。求主感動肢體作

出支持，來發展聖工。

感 恩 與 代 求  

讀者若需查閱短波廣播

時間表，請到以下網頁

或 QR	Code 下載，或來

電（2780	8336）索取。

節 目 時 間 表    

www.twr.org.hk/schedule.php

網 上 廣 播 節 目 表

網上廣播節目可於www.ktwr.net	
及	www.ktwr.cn	收聽，歡迎
您上網收聽並給與我們意見。

普通話、客家話及廣東話「你知

道嗎？」佈道性廣播劇可於此網址

收聽：wwwnizhidaoma11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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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靈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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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婦人
生活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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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鬆鬆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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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教會弟兄姊妹邀

        請環球電台同工透過不

      同的聚會分享我們的異象

      和事工近況，請填妥以下

表格傳真或寄給我們，我們收

到回應後，將盡快聯絡

您並作出安排。

環球電台異象分享預約表		Invitation For Sharing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首選	1st Choice		

次選	2nd Choice	 	

聚會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 of Sharing

教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性質：				□	主日崇拜										□	差傳聚會										□	團契分享		 □	參觀電台

	 			□	祈禱會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和背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name

Address

Theme / Topic / Nature of Sharing

Event                                   Sunday Service                         Mission Event                           Fellowship Group Visit Us

Prayer Meeting   Other (pls specify) 

Phone No.Contac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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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總幹事的話

每集節目涉及至少內容創作
（文稿編寫、翻譯和編輯）、
聲音（錄音），及詩歌或音樂
等方面的版權問題。因此，在
節目製作上或需遷就版權上的
限制。例如，申請版權需時，
所以新的詩歌和音樂較少使用
在節目中。

「福音廣播」與「版權」



續上頁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感謝主的引領！我懷著興奮與戰兢的心情於

四月一日接任環球電台總幹事一職。興奮，是因

為神繼續差遣使用；戰兢，是因為要面對一個自

己從未接觸過的福音廣播事工，深感使命的重

大。感恩的是，神給我一個月時間的交接期，好

讓我能從偉文弟兄手上接收他已開展了的事工，

承先啟後，加快了我對新事工的適應。

	 我是在 1975 年葛培理佈道大會中決志信主

的，之後便一直參與浸信會堂會聚會及相關事

奉，十年前，當我回應神的呼召放棄銀行業的工

作來事奉祂時，我是有過掙扎的，畢竟那是很不

同性質的工作，因此我惟有禱告希望神能給我多

見識多學習的機會。結果我便被差派到跨宗派背

景的基督教媒體機構「視博恩香港」(CBN Hong 

Kong Ltd)	服事，同時間神亦呼召我到「建道神

學院」接受神學裝備。在 CBN的 8年半服事期

間，我學習了很多網上媒體的福音事工，也接觸

了很多不同宗派的主內領袖，就如神應允了雅比

斯一樣，祂也擴張了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又

保守我沒遭患難。藉著互聯網的媒體事工，神讓

我領受了福音傳到地極異象的真實。

	 60 多年前，神興起了環球電台，開始了短

波的廣播事工，就是要履行把福音傳揚得更遠給

更多人的異象。近年互聯網的興起，科技進步，

傳福音的途徑愈趨多元化，遍遠地區的人們已不

empowered.	…	Among	all	 the	changes	 that	can	happen	
within	a	ministry,	leadership	turnover	is	probably	the	most	
“love	and	hate”	one,	because	 this	represents	 the	potential	
for	 reaching	a	new	he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means	
certain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old	ways	of	operation	
and	even	thinking.	

	 	Other	 than	 the	divine	confirmation	on	 the	decision	
to	 leave	TWR	and	move	back	 to	 the	arena	of	Christian	
mercy	ministry,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arrangement	
also	revealed	that	it	is	His	will	in	this	leadership	change…	
Therefore,	 I	am	confident	 in	saying	 that,	under	Patrick’s	
leadership,	TWR	Hong	Kong	will	come	up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	soon.	

	 Following	 this	article,	Patrick	will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more	of	his	background	and	vision.	I	prayerfully	wish	
that	you	will	keep	Patrick	in	your	prayer	and	extend	your	
support	to	him	as	you	had	done	onto	me	in	the	past.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Your brother,
Raymond Kwong

Chief Executive (up till 29th April 2016)

	 除了個人在禱告尋求時所領受多次不同的引證

外，接任安排的過程亦在在的啟示這次總幹事更替

是神的美意。…所以，在盧弟兄的帶領下，我滿心

相信環球電台的事工將會展現出新面貌。

	 盧弟兄會在接着的文章中與您分享他的故事和

異象。我期盼您以禱告托着他，又像過往支持小僕

一樣的支持他。

您的弟兄	

鄺偉文	

總幹事（至2016年4月29日）

用單單等待宣教士的差傳才有機會接觸福音，也

不用按既定時段收聽廣播，人們還可透過互聯網

的傳送，接收高質素的訊息，又或是使用輕巧的

工具錄制訊息，留待適當時間收聽收看。因此單

憑短波廣播已無法滿足福音遍傳的需要，環球電

台也得面對更新傳福音途徑的挑戰，讓我們能以

多元化的工具傳揚福音。未來的日子，我們希望

重整我們的網頁，建構互動的社交媒體平台與我

們的福音對象及弟兄姊妹多作溝通聯絡，務求利

用新科技讓福音傳得更遠更廣，接觸更多未得之

民。福音遍傳的異象沒有改變，傳福音的工具卻

要改變得與時並進。

	 盼望各位弟兄姊妹也與我們並肩合作，一起

打那美好的仗，多與我們接觸溝通，把您們的寶

貴意見與我們分享，您可致電我們的辦公室，或

直接給我發放電郵 (plo@twr.org)	，更重要的是，

為我們的事工守望禱告再禱告，仰賴再仰賴我們

創始成終的上主。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

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

面前。」【西一 28】

願主賜福！

			主內弟兄，

						盧敏堅總幹事		 	 	

國際環球電台動向及普世宣教消息
1.	為向整個古巴提供全面的廣播覆蓋，國際環球電台正積極籌備增強其位于加勒比海博奈
爾島上發射站的頻率。項目需分階段在數年內完成，而整項工作約需三千八百萬美元。

2.	國際環球電台特別為服侍婦女群體製作的節目「智慧的婦人」，近期正式登陸巴基斯
坦。現在，這節目於全球以69個語言播放。

3.	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籌辦的跨文化訓練學院已正式成立，並將於2016年10月推出第一期
課程。

4.	一個探討基督徒婦女所面對的雙重逼迫（因着信仰及性別），及可行應對方法的研討會
已於2016年3月16於英國牛津舉行。相關報道可見於此網址：

	 http://www.worldea.org/news/4656/double-persecution-threat-to-christian-women

教學123
	 聖經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透過兒

童心理、故事示範、詩歌教唱等單元，製作本節目。盼望兒童主日學老師與基督徒家長，藉此節目，

在教學上與教養兒童方面，可以得到幫助。「與其給魚不如教導如何釣魚」是我們的宗旨。

	 http://www.ktwr.cn/zh-hans/content/STL

馬其頓的呼聲
節目內環繞慕道朋友有興趣的問題，包括創造或人際關係，讓他們在思想人生不同課題時，能認識那

位創造萬有的主。歡迎介紹未信或初信的朋友收聽！

	 http://www.ktwr.cn/zh-hans/content/MMC

節  目  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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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任總幹事盧敏堅弟兄已於四月初到任。新舊總幹事交接工作順利完成。求神賜福給盧先生的事奉，讓

電台事工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2.	感謝主，讓更換錄音室空調系統工程得以在三月底、四月初完成。雖然，當中發生了

	 一點複雜情況，但也順利解決。

3.	短波廣播新一季度已於3月27日開始。當中新增普通話節目「神記得他們」，內容是中

	 國各少數民族簡介及代禱。逢週一至週五晚上8時30分在31米9910千赫播放。求神使用

	 這些新的節目，也求神在聽眾心中動工，使福音廣傳。

4.	為播放「賭海贏家」戒賭事工及「讀聖經，學英文」節目的網站已投入服務代禱，求主使用。

5.	求		主繼續帶領有不同恩賜的義工，參與本電台的事奉。最近特別需要稿件翻譯人員，求主感動有這恩

賜的義工，讓節目得以順利製作。其他事奉範圍包括：翻譯、播音、寫簡體字信封、郵寄刊物、網頁設

計等。也求		神親自報答義工們的勞苦。

6.	今年首4個月的奉獻收入，謹足以維持現有的事工運作，而沒有足夠資源開展新工作。求主感動肢體作

出支持，來發展聖工。

感 恩 與 代 求  

讀者若需查閱短波廣播

時間表，請到以下網頁

或 QR	Code 下載，或來

電（2780	8336）索取。

節 目 時 間 表    

www.twr.org.hk/schedule.php

網 上 廣 播 節 目 表

網上廣播節目可於www.ktwr.net	
及	www.ktwr.cn	收聽，歡迎
您上網收聽並給與我們意見。

普通話、客家話及廣東話「你知

道嗎？」佈道性廣播劇可於此網址

收聽：wwwnizhidaoma114.com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生命之糧
小羊教室
面對自我

潮州話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路加醫生
小羊教室
認識聖經

廣東話

客家話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全人醫療站
愛臨萬邦
客家顯微鏡
主日講台
面對自我

節目類別

青年

靈修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自由空間
愛的故事
科學的啟迪
伴你同行
小品便利貼
青春密函
每日經歷神
心微博
路燈三年行
空中門訓
活出美麗人生
簡明聖經學院
面對自我
今日靈糧
認識聖經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兒童

青年

節目名稱
生命的福音
抉擇時刻
打開心窗
馬其頓的呼聲
我們的時間
真理劇場
與神對話
智慧的婦人
生活之光
兒童聖經故事
教學123
天使夜未眠
瘋Movie

輕輕鬆鬆學英語
從歌說詞
天路導向
心靈驛站

普通話

        歡迎各教會弟兄姊妹邀

        請環球電台同工透過不

      同的聚會分享我們的異象

      和事工近況，請填妥以下

表格傳真或寄給我們，我們收

到回應後，將盡快聯絡

您並作出安排。

環球電台異象分享預約表		Invitation For Sharing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首選	1st Choice		

次選	2nd Choice	 	

聚會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 of Sharing

教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性質：				□	主日崇拜										□	差傳聚會										□	團契分享		 □	參觀電台

	 			□	祈禱會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和背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name

Address

Theme / Topic / Nature of Sharing

Event                                   Sunday Service                         Mission Event                           Fellowship Group Visit Us

Prayer Meeting   Other (pls specify) 

Phone No.Contac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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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總幹事的話

每集節目涉及至少內容創作
（文稿編寫、翻譯和編輯）、
聲音（錄音），及詩歌或音樂
等方面的版權問題。因此，在
節目製作上或需遷就版權上的
限制。例如，申請版權需時，
所以新的詩歌和音樂較少使用
在節目中。

「福音廣播」與「版權」



1
下頁續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傳道書3：11）

親愛的環球之聲讀者：

	 為「環球之聲」撰文已快三年了。一直以來，我

很珍惜這個能與您分享事工發展和一些個人感受的機

會。然而，這次將會是小僕最後一次在此期刊與您分

享，因為上帝早前清楚啟示我在電台的使命快將完

結。當您接到這期刊物時，我已離職，並在新工場上

繼續我的事奉路。在此，我要向您說一聲「再見」，

並為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表達深深的感謝。同時，我又

要向您介紹接任總幹事一職的盧敏堅弟兄。我非常感

恩神差派這位忠心的主僕來帶領這關鍵事工。

	 「有機的福音廣播」是我為此期刊撰寫首篇文章

的標題。「有機」是指事工上仍在成就着上帝為該機

構所定的使命。若要做到「有機」，一家機構不可缺

少兩大因素：「成長」和「靈活性」。我們必須在

「產能」上（即技術、設備等）不斷改善和長進，而

又需保持靈活以應付千變萬化的大環境。…基本上，

「成長」和「靈活性」就是關乎於「改變」。

	 「改變」往往不是個受歡迎的詞彙。按本性，相

信很多會像我一樣不大喜歡轉變。嚴格來說，我們

不享受巨大的改變，或是那些衝擊我們價值觀、信

念和習慣的轉變。…雖然我們較喜愛「穩定」，但

卻又清楚明白改變可帶來美好的未來，否則我們只

會落伍。手提電話功能在這二十多年裡的轉變是個													

很好的例證。

	 無可否認，不是所有的改變是好的。因此，事工

機構不應為轉變而轉變，而是要認定和積極推行那些

神所命定的改變。…在眾多機構內會發生的轉變中，

領袖更替相信是最愛恨交織的一種，因為這代表事工

能更上一層樓，但同時又會帶來很多對現行制度和思

維的挑戰。

“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  
 (Ecclesiastes 3:11)
Dear Friends of TWR,

	 It	has	been	almost	three	years	since	I	first	wrote	in	this	
newsletter,	and	every	time	I	write,	I	treasur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the	latest	info	about	TWR’s	ministry	and	
also	my	thoughts.	This	will	be	my	last	time	to	write	to	you	
at	 this	platform,	since	our	Lord	has	 revealed	 to	me	 that	
my	assignment	at	TWR	has	come	to	an	end.	By	the	 time	
this	issue	reaches	your	hands,	I	have	already	left	TWR	and	
started	a	new	chapter	 in	my	ministry	 journey.	 I	want	 to	
hereby	say	GOODBYE	to	you	and	als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for	the	support	you	have	extended	to	TWR	and	
myself	over	the	years.	Meanwhile,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my	successor	Brother	Patrick	Lo,	who	is	a	faithful	
servant	of	God	and	has	already	taken	over	the	leadership	of	
this	great	ministry.
	 The	 first	 article	 (only	 in	Chinese)	 I	wrote	 for	The	
Voice	carries	the	title	of	“The	Organic	Nature	of	Christian	
Broadcasting”.	Being	“organic”	means	“remain	relevant	to	
the	mission	granted	by	the	Lord”.	To	stay	organic,	a	ministry	
organization	must	possess,	at	least,	two	elements	–	“growth”	
and	“flexibility”.	A	ministry	needs	 to	keep	growing	and	
improving	 in	 its	 capacity,	 and	 stay	 flexibl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ever-cha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	
Basically,	“growth”	and	“flexibility”	involve	“change”.	
	 “Change”	 is	not	 always	 a	well-received	word.	By	
nature,	most	people	including	me	do	not	prefer	“change”.	
Be	more	 precise,	we	 do	 not	 enjoy	 drastic	 changes	 or	
changes	that	challenge	our	values,	beliefs	and/or	norms.	…	
Though	“stability”	is	often	our	favorite,	we	also	know	well	
that	changes	could	bring	about	a	better	future;	otherwise,	
we	will	 fall	 behind.	The	migration	 of	 cell	 phones’	
functionaliti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s	 an	obvious	
illustration.	

	 No	doubt	 that	not	all	changes	are	good,	so	ministry	
organizations	should	surely	not	pursue	changes	solely
for	the	sake	of	change,	but	instead,	discern	and	
embrace	those	that	are	God	revealed	and	

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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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盼望

求主醫治靳弟兄的兄弟，又堅固
弟兄對神和生活的信心。

少數民歸主

	 我被專業有愛心和耐性、有智慧骨科

醫生將我的頸椎糾正正確，同時敷李氏中藥

膏，好了很多。慢慢在家裡先躺在床上休

息，頸椎和我背後敷著李氏中藥膏。求主感

動帶領骨科醫生，除了正確糾正頸椎，還接

著幫我治好腰肌勞損，骨質增生，腰間盤突

出。求主賜給骨科醫生有愛心、有智慧一針

見血治好我的病，快康復。求主開恩典。請

你們代禱，謝謝！	

	 	 	 	 						廣東省			曾姐妹

疾病得醫治

求從神而來的醫治臨到曾姊妹身上，也讓她
在病痛中仍對有堅定的信心。

	 李芳姐你好！謝謝你及肢體們的禱告，請

為俺【我的】兄弟靳曰山禱告？1月7號上XX

【地區名稱】起水果時，因別人開車逆行？俺

兄弟為了躲避對方的車，被車撞擊了肚子和

腿？當時因腿不能動、醫生因為曰山的腿骨折

了，叫拍片看看？感謝主拍片後腿沒有骨折，

現還在院裡住院，對方承擔責任？還有我們母

子的事，天冷了我們就不方便了？有人來就給

我們買點飯？有時我們覺得在世這樣活到、生

活又不方便、又難而沒意思？謝謝李芳姐給我

賽41：10節安慰我們的經文，新的一年，求

主祝福使用	環球台越辦越好，信號越來越穩

定，聲音越來越清楚，這不安、亂的世界，更

多人聽到福音後歸向主耶穌。

	 	 		 	 								山東省		靳弟兄

	 環球電台，鄭春雨和所有電台同工們你們好，你們寄

給我的信，我收到了，在主恩典裡謝謝你們。關於你們改

了短訊號碼告知，實在主耶穌沒有給你忘記在遠方的我【苗

民】。經上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在 2016 年剛到之際，

請你們在主恩，常為我遍遠山區苗族教會代禱。使我們連

與主耶穌基督，一同完成福音使命，你們可通過我手機號

添加我的微信連系。收聽你們節目操音雜音還大，聽不清

楚，但在主愛裡時常記念你們把福音息信播出。

	 	 	 	 	 																雲南省	張弟兄	

以禱告守望苗族教會的發展，又求上帝保守電台
的短波廣播，不受干擾。

願弟兄所在的社群得主耶穌福音的
救贖，又不會被異端邪說所迷惑。

社群的得救

不住的屬靈餵養

電台觀裡眾朋友【同工】：

	 你們好！我在一間工廠打工，撿到一台收音機。我很感謝神。過了2002年春節，就信神。

到現在沒有得救。我想要有幾本聖經，對比來讀。使我更加明白神教訓。更加認實神大愛。因為

我這裡人需要是福音，因為我這裡人，因為我這裡人信的是偶像。我這裡人需要神救恩。

	 因為我這裡人不知道那一位是真神。神啊！赦免我這裡的人，他們不曉得，因為祢信實，是

公義，祢必赦免他們。因為祢萬事互相效力，愛祢的人必得益處，因為從恒古到永遠祢是神。

	 我有一處不明白的地方：「法術，巫術，魔術，算命，風水等」，以及自然界，超自然界，

靈界有關事情。我們都不要參與。是否迷信，是否異端邪說。因為假先知，假基督要起來，顯大

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祝：電台觀眾朋友越辦越好！		

	 	 	 	 	 	 	 	 	 			廣西省		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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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這位聽眾在二十多年裡，能從福
音廣播中得着靈命上的供應而感恩。

向天牧師：你好！

非常感謝您的關懷！經常收到你問候的郵件！我想你工作一定很

忙，就沒有經常寫信打擾你。我是24年前開始收聽環球電臺的節

目的，當時有一個節目是楊恩老師主持的《春回大地》我很喜歡。

還有安琪姐姐主持的《爆米花》節目，我還給安琪姐姐寫過信，她

送了我本聖經。請問他們現在還都好嗎？請替我代為問候。另祝環

球電台全體工作人員，主內弟兄姊妹平安，喜樂。

	 	 	 	 													 													福建省			陳聽眾

" 同工在早會上為新
舊總幹事準備了玫瑰
花互相祝福”( 盧敏
堅 ( 左 ) 鄺偉文 ( 右 )

	 2015.01.01	 2016.01.01
	 至	 至
	 2015.12.31	 2016.03.31
	 	
收入：	 港幣	 港幣	
奉獻	 $	3,817,667		 $	587,053	
奉獻	(口語傳播事工)	 745,754		 			-		
節目製作費收入	 809,719		 210,737
贊助費	 1,472,377		 331,193
其他收入	 86,915	 7,407		
總收入	 $	6,932,432	 $	1,136,390

支出：	
同工薪津	 $	3,393,378		 $	662,160	
強積金	 138,949		 30,723	
樓宇費用	 182,839	 40,347
事工費用	 841,088		 852,452	
刊物印刷費及郵費	 66,475		 25,044	
行政費用	 151,879	 32,040	
折舊	 84,038		 20,051	
奉獻轉撥	 967,861	 189,471	
總支出	 $	5,826,507		 $	1,852,288
	 $	1,1,05,925*1		 $	715,898*2

備註：
*1)	扣除專款專用資本	 1,389,431		
*2)	代付專款專用支出	 　	 772,165	

盈餘/(不敷)	 ($	283,507)	 $	56,267

     收入支出表 （未經審核）

財 務 資 料

2015	年全年

歡迎為我們的財務所需作金錢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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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續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傳道書3：11）

親愛的環球之聲讀者：

	 為「環球之聲」撰文已快三年了。一直以來，我

很珍惜這個能與您分享事工發展和一些個人感受的機

會。然而，這次將會是小僕最後一次在此期刊與您分

享，因為上帝早前清楚啟示我在電台的使命快將完

結。當您接到這期刊物時，我已離職，並在新工場上

繼續我的事奉路。在此，我要向您說一聲「再見」，

並為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表達深深的感謝。同時，我又

要向您介紹接任總幹事一職的盧敏堅弟兄。我非常感

恩神差派這位忠心的主僕來帶領這關鍵事工。

	 「有機的福音廣播」是我為此期刊撰寫首篇文章

的標題。「有機」是指事工上仍在成就着上帝為該機

構所定的使命。若要做到「有機」，一家機構不可缺

少兩大因素：「成長」和「靈活性」。我們必須在

「產能」上（即技術、設備等）不斷改善和長進，而

又需保持靈活以應付千變萬化的大環境。…基本上，

「成長」和「靈活性」就是關乎於「改變」。

	 「改變」往往不是個受歡迎的詞彙。按本性，相

信很多會像我一樣不大喜歡轉變。嚴格來說，我們

不享受巨大的改變，或是那些衝擊我們價值觀、信

念和習慣的轉變。…雖然我們較喜愛「穩定」，但

卻又清楚明白改變可帶來美好的未來，否則我們只

會落伍。手提電話功能在這二十多年裡的轉變是個													

很好的例證。

	 無可否認，不是所有的改變是好的。因此，事工

機構不應為轉變而轉變，而是要認定和積極推行那些

神所命定的改變。…在眾多機構內會發生的轉變中，

領袖更替相信是最愛恨交織的一種，因為這代表事工

能更上一層樓，但同時又會帶來很多對現行制度和思

維的挑戰。

“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  
 (Ecclesiastes 3:11)
Dear Friends of TWR,

	 It	has	been	almost	three	years	since	I	first	wrote	in	this	
newsletter,	and	every	time	I	write,	I	treasur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the	latest	info	about	TWR’s	ministry	and	
also	my	thoughts.	This	will	be	my	last	time	to	write	to	you	
at	 this	platform,	since	our	Lord	has	 revealed	 to	me	 that	
my	assignment	at	TWR	has	come	to	an	end.	By	the	 time	
this	issue	reaches	your	hands,	I	have	already	left	TWR	and	
started	a	new	chapter	 in	my	ministry	 journey.	 I	want	 to	
hereby	say	GOODBYE	to	you	and	als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for	the	support	you	have	extended	to	TWR	and	
myself	over	the	years.	Meanwhile,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my	successor	Brother	Patrick	Lo,	who	is	a	faithful	
servant	of	God	and	has	already	taken	over	the	leadership	of	
this	great	ministry.
	 The	 first	 article	 (only	 in	Chinese)	 I	wrote	 for	The	
Voice	carries	the	title	of	“The	Organic	Nature	of	Christian	
Broadcasting”.	Being	“organic”	means	“remain	relevant	to	
the	mission	granted	by	the	Lord”.	To	stay	organic,	a	ministry	
organization	must	possess,	at	least,	two	elements	–	“growth”	
and	“flexibility”.	A	ministry	needs	 to	keep	growing	and	
improving	 in	 its	 capacity,	 and	 stay	 flexibl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ever-cha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	
Basically,	“growth”	and	“flexibility”	involve	“change”.	

	 “Change”	 is	not	 always	 a	well-received	word.	By	
nature,	most	people	including	me	do	not	prefer	“change”.	
Be	more	 precise,	we	 do	 not	 enjoy	 drastic	 changes	 or	
changes	that	challenge	our	values,	beliefs	and/or	norms.	…	
Though	“stability”	is	often	our	favorite,	we	also	know	well	
that	changes	could	bring	about	a	better	future;	otherwise,	
we	will	 fall	 behind.	The	migration	 of	 cell	 phones’	
functionaliti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s	 an	obvious	
illustration.	

	 No	doubt	 that	not	all	changes	are	good,	so	ministry	
organizations	should	surely	not	pursue	changes	solely
for	the	sake	of	change,	but	instead,	discern	and	
embrace	those	that	are	God	reveal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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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盼望

求主醫治靳弟兄的兄弟，又堅固

弟兄對神和生活的信心。

少數民歸主

	 我被專業有愛心和耐性、有智慧骨科

醫生將我的頸椎糾正正確，同時敷李氏中藥

膏，好了很多。慢慢在家裡先躺在床上休

息，頸椎和我背後敷著李氏中藥膏。求主感

動帶領骨科醫生，除了正確糾正頸椎，還接

著幫我治好腰肌勞損，骨質增生，腰間盤突

出。求主賜給骨科醫生有愛心、有智慧一針

見血治好我的病，快康復。求主開恩典。請

你們代禱，謝謝！	

	 	 	 	 						廣東省			曾姐妹

疾病得醫治

求從神而來的醫治臨到曾姊妹身上，也讓她

在病痛中仍對有堅定的信心。

	 李芳姐你好！謝謝你及肢體們的禱告，請

為俺【我的】兄弟靳曰山禱告？1月7號上XX

【地區名稱】起水果時，因別人開車逆行？俺

兄弟為了躲避對方的車，被車撞擊了肚子和

腿？當時因腿不能動、醫生因為曰山的腿骨折

了，叫拍片看看？感謝主拍片後腿沒有骨折，

現還在院裡住院，對方承擔責任？還有我們母

子的事，天冷了我們就不方便了？有人來就給

我們買點飯？有時我們覺得在世這樣活到、生

活又不方便、又難而沒意思？謝謝李芳姐給我

賽41：10節安慰我們的經文，新的一年，求

主祝福使用	環球台越辦越好，信號越來越穩

定，聲音越來越清楚，這不安、亂的世界，更

多人聽到福音後歸向主耶穌。

	 	 		 	 								山東省		靳弟兄

	 環球電台，鄭春雨和所有電台同工們你們好，你們寄

給我的信，我收到了，在主恩典裡謝謝你們。關於你們改

了短訊號碼告知，實在主耶穌沒有給你忘記在遠方的我【苗

民】。經上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在 2016 年剛到之際，

請你們在主恩，常為我遍遠山區苗族教會代禱。使我們連

與主耶穌基督，一同完成福音使命，你們可通過我手機號

添加我的微信連系。收聽你們節目操音雜音還大，聽不清

楚，但在主愛裡時常記念你們把福音息信播出。

	 	 	 	 	 																雲南省	張弟兄	

以禱告守望苗族教會的發展，又求上帝保守電台

的短波廣播，不受干擾。

願弟兄所在的社群得主耶穌福音的

救贖，又不會被異端邪說所迷惑。

社群的得救

不住的屬靈餵養

電台觀裡眾朋友【同工】：

	 你們好！我在一間工廠打工，撿到一台收音機。我很感謝神。過了2002年春節，就信神。

到現在沒有得救。我想要有幾本聖經，對比來讀。使我更加明白神教訓。更加認實神大愛。因為

我這裡人需要是福音，因為我這裡人，因為我這裡人信的是偶像。我這裡人需要神救恩。

	 因為我這裡人不知道那一位是真神。神啊！赦免我這裡的人，他們不曉得，因為祢信實，是

公義，祢必赦免他們。因為祢萬事互相效力，愛祢的人必得益處，因為從恒古到永遠祢是神。

	 我有一處不明白的地方：「法術，巫術，魔術，算命，風水等」，以及自然界，超自然界，

靈界有關事情。我們都不要參與。是否迷信，是否異端邪說。因為假先知，假基督要起來，顯大

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祝：電台觀眾朋友越辦越好！		

	 	 	 	 	 	 	 	 	 			廣西省		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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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這位聽眾在二十多年裡，能從福

音廣播中得着靈命上的供應而感恩。

向天牧師：你好！

非常感謝您的關懷！經常收到你問候的郵件！我想你工作一定很

忙，就沒有經常寫信打擾你。我是24年前開始收聽環球電臺的節

目的，當時有一個節目是楊恩老師主持的《春回大地》我很喜歡。

還有安琪姐姐主持的《爆米花》節目，我還給安琪姐姐寫過信，她

送了我本聖經。請問他們現在還都好嗎？請替我代為問候。另祝環

球電台全體工作人員，主內弟兄姊妹平安，喜樂。

	 	 	 	 													 													福建省			陳聽眾

" 同工在早會上為新
舊總幹事準備了玫瑰
花互相祝福”( 盧敏
堅 ( 左 ) 鄺偉文 ( 右 )

	 2015.01.01	 2016.01.01
	 至	 至
	 2015.12.31	 2016.03.31
	 	
收入：	 港幣	 港幣	
奉獻	 $	3,817,667		 $	587,053	
奉獻	(口語傳播事工)	 745,754		 			-		
節目製作費收入	 809,719		 210,737
贊助費	 1,472,377		 331,193
其他收入	 86,915	 7,407		
總收入	 $	6,932,432	 $	1,136,390

支出：	
同工薪津	 $	3,393,378		 $	662,160	
強積金	 138,949		 30,723	
樓宇費用	 182,839	 40,347
事工費用	 841,088		 852,452	
刊物印刷費及郵費	 66,475		 25,044	
行政費用	 151,879	 32,040	
折舊	 84,038		 20,051	
奉獻轉撥	 967,861	 189,471	
總支出	 $	5,826,507		 $	1,852,288
	 $	1,1,05,925*1		 $	715,898*2

備註：
*1)	扣除專款專用資本	 1,389,431		
*2)	代付專款專用支出	 　	 772,165	

盈餘/(不敷)	 ($	283,507)	 $	56,267

     收入支出表 （未經審核）

財 務 資 料

2015	年全年

歡迎為我們的財務所需作金錢奉獻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