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今年6月初申請了放年假，往澳洲南部旅遊了

兩星期。最初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讓自己輕輕鬆鬆的

渡假，以鬆弛一下一年多來的工作壓力，因此選擇

了遊覽自然保育馳名的塔斯曼尼亞這個澳洲最南端

的大島嶼洲郡；也順道探望遠在南澳阿德萊德定居

的弟兄姊妹。

	 塔斯曼尼亞（Tasmania）面積有1.8個台灣般

大，由於保育功夫做得很好，因此保留了大自然的

生態環境，擁有名列世界遺產的荒野美景，而人口

僅得52萬，遊人也不多，絕無大城市的喧嚷，空氣

自然清新，雖然正值初冬，但極目所見還是綠柔柔

一片，盡見牛、羊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放牧吃草。

塔斯曼尼亞位處南半球貼近南極，地理位置上經歷

了幾百萬年來的地殼變動，因此遺留下不少怪石嶙

峋的自然景致，太太和我都很享受這次大自然之

旅，更贊歎神的大能創造！

																								

	 旅程中也參觀了幾個古城鎮，我特別欣賞那些

古舊教堂遺址，感受那莊嚴肅穆的氣氛，也多花時

間駐足而觀，隨團其中一位來自國內的女士很喜歡

一起參觀，聽我分享感受，因此我便大膽地向她介

紹宗教的知識，傾談間知道她信主不久，我更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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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向她多講解福音，並利用手機給她介紹TWR的

網頁事工，及介紹她下載TWR360手機應用程式，

好讓她回國後可以在手機點選收聽我們的節目。這

位姊妹很興奮，覺得這次的相遇是神的安排，我也

著實很感恩能夠有機會在異國向中國人傳福音，因

此我們也交換了微信，好作日後通訊及牧養。

																																																						

	 這其實是一個很意外的經歷，沒想過在塔斯

曼尼亞這個較少人認識的地方，也竟然遇上了中國

華人，而且又是一個渴慕主話語的姊妹，而我又

可以在毫無準備下拿著手機來傳講福音，真是主							

的安排！

	 TWR-HK一直都對中國國內的福音事工有負

擔，然而數年前，我們已經因應中國人散佈世界各

地而把我們的使命擴大為服侍全球華人，沒想到除

了大氣電波外，我竟然可以真實的感受到在中國以

外的地方服侍華人，主的安排真是何等奇妙！盼望

您下次出外旅遊時也可以尋找到傳福音的機會!

	 「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揚出來。你們

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也

都傳開了……」【帖前一8】

你的弟兄
					盧敏堅	
						總幹事

www.rad io2care .net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沿路有你」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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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8 年加入環球電台事奉，現已踏入第				

19 個年頭，除了負責接待及打點辦公室事務的工作

外，也參與拓展事工的部份工作，例如更新郵寄『環

球之聲』的名單資料、安排機構參觀及教會講道分

享聚會、編寫每月代禱信、發送機構WhatsApp 代禱

邀請短訊、邀約義工協助郵寄刊物等，過程中有機

會與義工接觸，甚至成為好朋友。

	 今天大家收到的『環球之聲』，實在經過很多

步驟：撰稿、篩選聽眾來信、選登照片、校對、編

印地址貼紙、通知義工協助、黏貼地址貼紙、對摺

刊物入信封、加入奉獻封、計算郵費，最後將全部

刊物寄出，在正常情況下，需要 7個工作天才完成，

當中都是因為有一班義工的幫忙。

	 義工中有全職主婦、退休或待業人士、學生、

在職輪班者等，他們來自不同教會及團契，更有忠

心服侍多年的義工婆婆。有時候義工的年齡有較大

差距的情況出現，便會按他們的能力，分配不同工

序，若某些工序是較辛苦的，我會提議輪流替換或

由較年青的義工負責，使他們不致於太過勞累。

一個都不能少 .. . . .

	 每次見到義工們，都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就如

好朋友見面般，我們在會議室預備寄刊物期間，所

做的多是重複的簡單工序，為免工作氣氛太沈悶，

我會主動與他們交談，彼此關心，有說有笑，在溝

通過程中，又可以從他們身上有更多學習。在交談

時發現，有些義工雖然年事已高，仍然熱心愛主，

參加教會探訪、查經班、祈禱會、婦女部聚會、旅

行等，亦結伴到其他機構做義工，生活過得十分充

實。從他們身上，我盼望自已將來的退休生活，也

可以活得像他們一樣，施比受確是更為有福，將餘

下的生命獻於主的事工上，真是無比福份。當中也

有一些是請假及利用空餘時間做義工的，他們的一

份心意，相信主必親自報答，也在此向他們說一聲

多謝，多謝他們長久以來的忍耐和幫助。最重要是

同心，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迅速完成，將刊物儘

快寄到各位環球之友及教會手中。接觸這批義工差

不多二十年，藉著每次邀約義工的機會，關心他們

的近況，久而久之便建立一份感情，也會彼此代禱，

我相信這個報酬比金錢來得更重要，也藉此將我們

的異象傳開。

	 記得某個義工說，若不是做義工，也不知道一

份刊物寄到讀者手中，原來是經過那麼多的工序，

從此，他會珍惜這些刊物，收到後會詳細閱讀，不

會置之不理，也希望各位兄弟姊妹珍惜它。因此，

若有更改地址、手機號碼﹑電郵地址等，或收到多

封相同郵寄地址給同一個人，甚或覺得自已暫時不

想收閱刊物 ( 當然希望你們多多支持 )，或更改以電

郵及WhatsApp 收取，請立刻通知我們，我會從速更

新資料，避免浪費資源。若收到郵寄相同地址給不

同人 ( 例如教會或家人 )，我們會個別處理，以合併

形式寄出，以節省不斷加價的郵費，又或者你們有

任何意見，歡迎提出或垂詢，讓我們可以不斷的改

善這個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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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腓利 （手機可以聽節目了）

山東省  于姊妹（主的引領）

山東省  董弟兄（感恩奉獻） 

	 在你們身上，我早已享受到來自基督的愛，我還要說：主給的
恩典，讓我遇見老師，讓我享受經歷他不止息的愛，我知道，你一
直都是照主的心意引領我，有主的愛連接，我們一定會同心同行。

	 感謝主，你們為福音的付出，使世界各國的華人聽到主的福音，感謝讚
美主，我們山東省的教會，用神賜的恩典和夠用的力量支持你們，將當納的
十分之一獻給福音事工，將榮耀歸給上帝，你們發來的「沿路有禰」中的「荒
漠甘泉」，感謝主很振撼，很棒。讚美主。各位同工，以馬內利，董弟兄。

	 環球福音電臺陪伴我渡過這些年風風雨雨，感謝你們的陪伴，
榮耀歸神阿們。感謝主，你紿我發的這個網址我己打開，感謝主，
在手機上可以聽節目了，願神祝福您們喜喜樂樂，福音節目豐豐富
富，主的恩典能力常與你們同在。

內蒙 劉弟兄  

（忠實聽眾）

張弟兄  安徽省（感謝環球同工跟進）
	 昨天父親給我電話，說大伯上吊自殺一事，心裡很震驚，也很失望。震驚的沒
想到他真這麼做了；上吊自殺已經是第二次，相隔時間不長，第一次因纜繩問題沒
有成功，第二次成功了，好在伯母闖見及時喊人救了他。我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他
還活著，剛父親又給我電話說他執意要死，	再次勞煩同工能速回信加以勸阻，也請
同工打電話勸勸他，他最聽電臺同工的話，把你們當作親人	，萬分的感謝	！

聶姊妹  甘肅省（需要代禱）
	 我丈夫常常打我，有家暴，有幾次差點打死，這樣多年來，
他也沒有供養我，之前袋子裡，連一塊錢也沒有，教會的姊妹，
都叫我多禱告，多忍耐，多去愛，我真的累了，請你們為我禱告。

陳弟兄  雲南省（從環球電臺認識主耶穌）
	 感謝你們，感謝讚美耶穌！通過環球廣播平臺，讓我更加認識聖經，更認識主耶穌，
讓我的生命有進步，願更多的弟兄姊妹，更多的通過貴平臺認識主耶穌。

	 我就是聽環球電臺節目，20多年前收聽謝漢老師主持的
「春回大地」節目，謝漢老師	帶領我信的主耶穌，我們的神！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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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this month, TWR (historically known as Trans World 
Radio) will celebrate 40 years of broadcast ministry from its 
station on the island of Guam. At the time station-KTWR was 
constructed, TWR’s ministry was in the formative stage of 
outreach to people groups across Asia. The Asia Pacific team 
in Hong Kong was just beginning ministry to Chinese People 
groups, and our ministries in Kore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were part of the vision for future ministry.

 Since KTWR’s first airing, God has matured the work 
he’s called us into. Across the Northeast,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regions, God birthed works that are now reaching 
hundreds of people groups in 25 countries.  During this same 
period, God expanded His outreach through TWR’s ministries 
to 46 European countries and 26 countries across the Central 
Asia,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MENA) region. God 
also birthed TWR ministries during this period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 This expansion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God’s vision & provision, the 
willingness of local workers to be used by Him, and ministry 
partners like you who have funded countless ministry projects.

 Our ministry today looks very different than it did in 1977. 
Radio is still the main way we get life-changing programs to 
our audiences, but the technologies we use to produce and 
air our programs has greatly improved. Our producers have 
moved from using hand-written scripts to computer programs 
that help speed up scripting, 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rding 
activities.  Also, instead of sending couriers with cases of 
magnetic tape to our broadcast outlets, we now use satellite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 to get programs from in-country 
producers to the transmitters. Similarly, we use SD cards, 
SMART-Phone applications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reach people in over 230 languages.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helped us to reach people with God’s messages of hope 
in 190 countries—a major stride forward in our calling: “To 
reach the world for Jesus Christ through mass media so that 
lasting fruit is produced.” 

編者按：	左面是TWR	國際副總裁Daryl	Renshaw為
我們讀者展述TWR近40年來廣播事工的發
展，因為9月下旬正值TWR	關島短波發射
站KTWR慶祝亞洲廣播四十週年的日子，
當KTWR發射站建設完成，TWR-HK就
開始利用關島發射站的設施向中國展開福
音廣播事工，之後開展的有南韓，日本及			
東南亞。

	 自此，上帝帶領KTWR的廣播橫跨東北亞，東
南亞及南亞地區，傳送到25個國家上千萬人口，同
時間上帝又帶領TWR把廣播事工擴展至46個歐洲
國家和26個跨越中亞、中東及北非的國家，上帝
的事工繼續擴展至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
這樣的擴展無疑是上帝賜下的異象及供應，配合一
班願意被祂使用的僕人，及像您們一樣的伙伴充足							
的捐獻。

	 今日我們的事工跟1977年時已很不一樣，雖
然收音機仍然是我們傳遞給聽眾生命轉化節目的途
徑，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的編製同工已由手
寫稿進而使用電腦程式協助編輯排版及錄音製作，
此外，現在也不需要倚賴速遞員把一箱箱的錄音帶
送往發射站，因為透過衛星及互聯網已可以傳送，
同樣，TWR也使用大量微形數據卡及智能手機等
先進科技把我們的廣播節目以230種語言傳送給聽
眾，這些科技幫助我們把上帝的福音傳送到190個
國家——代表著上帝給TWR的召命又邁進
一大步：『透過媒體向全球萬民傳揚救主
耶穌的福音以結出常存的果子』

Trans World Radio Asia Pacific –
 After 40 Years of Ministry, 
The Legacy Continues………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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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our methods have changed, so too have the audiences 
God has called us to reach. In many countries—especially 
in Europe—TWR partners have matur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are now producing local programs and raising funds to 
pay for the operating costs of their ministries. Several of these 
countries are also sponsoring ministry projects that are being 
carried out among the least-reach in Asia and Africa. With the 
migration of masses of refugees from West Asia and Africa, 
several European partners are also using a “Refugee Bridge” 
mobile application to bring helpful information and hope to 
thousands.

 As TWR prayerfully considers the 40% of our world 
that the Joshua Project still categorizes as “unreached,” 
God is guiding us to refocus our outreach efforts.  Across 
Asia, our local partners are prioritizing ministry projects for 
the unreached in their countries. This is visible inside China 
through the SonLift program that’s focused on reaching 101 of 
the largest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Across many regions—
especially in Asia and Africa, God his called TWR to accelerate 
its ministry to people groups in cultures that are dominated by 
an Islamic world view. Many are coming to faith in Jesus and 
fulfilling Matthew 24:14: “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sha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all the nations, 
and then the end will come.”

 Although none of us know when the end our Lord spoke 
about will come, we sense a great urgency in carrying out the 
remaining work.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in praying for God 
to guide us into the future. In some regions, this will require 
turning-over legacy ministry projects to local partners, so we 
can redirect resources and begin ministering to people who 
haven’t yet heard about Jesus. Similarly, we believe we must 
remain flexible in God’s hands, willing to adopt new ministry 
approaches, and willing to move our ministry teams to where 
they are most needed. We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ness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ou during the next stage of the journey.                

	 隨著我們的方法改變，上帝亦引領我們轉向不
同的人傳播福音。現時大部份的TWR伙伴，特別是
那些歐洲伙伴，已能自行製作廣播節目及為他們的
事工籌募經費，部份伙伴更有能力贊助亞洲及非洲
福音罕至之地的事工，而隨著大量難民從非洲及西
亞湧入，部份歐洲伙伴亦使用『難民橋』移動程式
把實用的資訊及希望帶給萬民。

	 正當TWR在禱告中考量『約書亞方案』中把
全球40%人口界定為未得之民時，上帝就引領我們
重新調控外展資源，我們的亞洲伙伴正在為這些未
得之民優先安排事工，其中在中國推行的『高舉耶
穌』項目就是針對101個最大的未得之民族群。此
外，上帝也呼召TWR加快在其他地區，特別是亞洲
和非洲，向伊斯蘭文化族群開展事工，很多人因此
而信主，應驗了馬太福音廿四章14節所說的：「這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
才來到。」

	 雖然無人可以知道主耶穌何時會再來，但是我
們感覺到要完成那未了之事的急切性，所以我們也
懇請您與我們一起禱告，求主帶領我們的前路，可
能在某些地區，
我們要把舊有的
事工交付給當地
伙伴繼續執行，
以至TWR總部可
以調配資源給那
福音未得之民，
同樣，我們相信
我們要把自己交
在主手裡，接受
新的事工策略，
任主差派往最需
要的地方，感謝
您過往40年的支
持，我們期待您
繼續與我們一起
走那前面的路。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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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環球電台的微信公眾號『沿路有

祢』終於開通了！	 歡迎你在微信戶

口關注『沿路有祢』，搜尋微信ID 	 :	

twrfollowup	或掃描右面QR	Code：

感恩與代求事項
1. 感謝主！TWR關島發射站KTWR踏入40週年，請禱告記念一班在關島服侍的同工，特別在北

朝鮮導彈威脅中得著平安。

2. 環球電台的微信公眾號『沿路有祢』終於開通了！請禱告記念，期望透過我們的廣播和文章

分享，使更多人得到造就。更歡迎你關注及轉介。『沿路有祢』開通後，聽眾跟進部的工作

量不斷增多，請為該部門同工及義工代禱，求主賜她們智慧及體力，應付不同的需要。

3. 我們上月接待了多位從中國來的聽眾。我們能有深入的溝通，回顧他們多年來倚賴短波廣

播，得到屬靈餵養，生命成長，有的聽眾在家鄉建立教會，有的成為教會同工，看到這些生

命的果子，我們都得到鼓勵和祝福。

4. 廣東話節目【活得好，無癌惱】全部8集節目已經可以在www.radio2care.net收聽及下載，這

是健康資訊節目，內容著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及如何照顧病患者。希望您能繼續

代禱，祈求這些健康信息，能夠成為不同人的祝福。

5. 最近發現部份短波頻道接收不清晰，請為短波廣播代禱，求主保守，使聽眾能接收清晰訊

息，得到神話語的滋潤，屬靈生命有長進，打好信仰的根基。

6.【客家話聖經】已經上載到www.radio2care.net，歡迎介紹客家鄉親父老收聽，也請繼續為這

些節目製作代禱，求主使用這些聲音訊息，讓更多人得著造就。

7. 新一季短波節目頻道及時間將有大改動，請為聽眾祈禱，求主帶領他們能接收到改動的訊

息，找到新的頻道，繼續收聽節目，得著造就。

8. 請繼續在禱告中記念我們的需要，並以金錢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歡迎下載奉獻表格，填妥

相關資料連同支票寄回環球電台。如欲以信用卡作即時奉獻，請點擊網上奉獻連結，奉獻網

頁已安裝安全認證，確保個人資料安全傳送；也歡迎以環保快捷的電子支票奉獻，待銀行確

認過戶金額，我們即會寄發奉獻收據。

代禱是我們的重要服侍，我們會繼續為眾弟兄姊妹眾教會的個別需要禱告，請把你的代禱事項

電郵或WhatsApp 5506-5665給我們。

環球電台眾同工便會在週一的同工早會中為所需事項代禱。讓我們也聆聽你的需要，             

為您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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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上 廣 播 節 目 表

節目類別

聖經研究

節目名稱

路燈三年行

空中門訓

活出美麗人生

面對自我

今日靈糧

認識聖經

節目類別

青年

靈修

節目名稱

天使夜未眠

瘋Movie

輕輕鬆鬆學英語

從歌說詞

心靈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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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記得他們

節目類別

一般主題

兒童

節目名稱

馬其頓的呼聲

我們的時間

真理劇場

與神對話

智慧的婦人

得釋放

教學123

普通話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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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得好，無癌惱】
一個健康資訊節目，內容是有關健康飲食，和良好的飲食習
慣。全部8集已經上載到網頁，歡迎收聽。

【生命中的荒漠甘泉】
每天都更新的幾分鐘靈修小品。讓您專心在
主面前，思想祂的話，聆聽祂話語中的信息，
很適合作個人靈修的節目。

【客家話聖經】
以客家話誦讀聖經四福音，方便說客家話的
鄉親父老收聽，已在網頁上載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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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波 廣 播    

www.twr.org.hk/2016_update/shortwave.php

環球電台異象分享預約表		Invitation For Sharing

聚會日期及時間：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首選	1st Choice		

次選	2n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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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 & Background

Date & Time of Sharing

Event                                   Sunday Service                         Mission Event                           Fellowship Group                  Visit Us

Phone No.Contac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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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傳真至2385  5045或寄給我們，

我們收到回應後，將盡快

聯絡您並作出安排。

Prayer Meeting                           Other (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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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教會/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讀者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者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ader No. Name of Individual / Church / Organization

Contact Person                                                                                                                                                  Title                                                                                      Donor No.  

Address：

Church Membership (Individual)：

Telephone：Home                                                                Mobile                                                                    Office                                                                             Email 

Mr.     Ms.    Mrs.    Rev.

	(先生/小姐/女士/牧師)

□	Visa								□	MasterCard
□	一次過奉獻		One-time donation
□	每月同額奉獻
		（直至信用卡到期日或另行通知）
				Monthly donation of same amount     
 (until expiry of credit card or further notice)

奉獻方法  Methods of Donation

(1)	劃線支票（抬頭「環球電台香港有限公司」）
				  By cheque (Payable to“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imited”)

(2)	直接存入恒生銀行「379-008048-001」
					Direct deposit to Hang Seng Bank account # 
       379-008048-001

(3)	信用卡	(可直接傳真至	2385	5045)
						Credit Card (Fax to 2385 5045)  

□我願意奉獻	 □$100	 □$500	 □$100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以下用途：

□經常費	 □節目製作費	 □牧養事工	 □同工薪津	 □義工交通費津貼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財 務 資 料

  2017.01.01
  至
  2017.7.31
	 	

收入：	 	 港幣	
奉獻	 		 $	4,934,462	
節目製作費收入	 		 279,393	
贊助費	 			 683,395	
其他收入	 		 47,432			
總收入   $ 5,944,682

支出：	
同工薪津	 	 $	1,090,027	
強積金	 	 50,005	
樓宇費用	 	 95,243
事工費用	 			 157,466	
刊物印刷費及郵費	 	 30,093	
行政費用	 	 67,823	
折舊	 	 48,665	
代收奉獻轉撥	 	 3,717,286	

總支出  $ 5,256,606

盈餘/(不敷)  $ 688,075

       收入支出表 

歡迎為我們的財務所需作金錢奉獻支持。

（未經審核）

(4)	網上即時奉獻
	 請登入網頁www.radio2care.net  
 以信用卡作即時奉獻
	 Online Donation
 Please log in to
       www.radio2care.net 
 for online donation with 
 credit cards

請將此回應表連同支票或存款收據寄回香港九龍灣宏照道11號寶隆中心A座901室。信用卡奉獻亦可將此表格傳真至2385	5045。Please send this form 
together with the cheque or deposit slip, if applicable, to 901, Block A, Po Lung Centre, 11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For credit card donations, this form 
can also be faxed to 2385 5045.

奉獻港幣一百元或以上，憑收據可向香港政府申請扣減稅款。
For 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receipt could be used for tax deduction purpose from Hong Kong Government. 

您的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只供本機構處理捐款及與閣下聯絡、提供事工資訊之用。若您不欲收取我們的資訊，請致電2780	8336與我們聯絡。
Your personal data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ly, and be used only for processing of your donation and our future correspondence with you.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us, please contact us at 2780 8336.

持卡人姓名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卡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至：___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_____	年

持卡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dholder’s Name                                     

Credit Card Number                                    

Credit Card Issuing Bank                                

Card valid until                                                          Month                                                   Year

Cardholder’s Signature                                                            Date 

我們的網站已安裝了保安

認證，確保網上捐款個人

資料不會外洩，歡迎登入

https://radio2care.net利用

信用咭捐款奉獻，支持我

們的事工。

4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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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九龍灣	宏照道11號	寶隆中心A座901室					901, Block  A, Po Lung Centre, 11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電話	Tel：2780 8336			傳真	Fax：2385 5045			網址	Website：www.twr.org.hk 	www.radio2care.net				電郵	Email：info@twr.org.hk環球電台香港有限公司 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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