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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你的弟兄
盧敏堅

        總幹事

我是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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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of

General Fund                      Program Production Cost       Follow-up Ministry        Staff  Salary    Volunteers Travelling Expenses

Othe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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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  ce                                                                             Email 

Mr.     Ms.    Mrs.    Rev.

 (先生/小姐/女士/牧師)

奉獻方法  Methods of Donation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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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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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 d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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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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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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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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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轉數快」
 請透過智能電話的流動銀行程式，打開轉數快功能，在受款人欄輸
入TWR-HK奉獻電郵地址 “donation@twr.org.hk”及轉賬金額，即時轉
帳奉獻，個人奉獻資料可隨後通知。

Faster Payment System (FPS)
 Please make instant donation through FPS from your mobile banking app 

in your smartphone and input our proxy id "donation@twr.org.hk" with your 
donation amount. You may send your personal particulars to u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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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波 廣 播       節 目 時 間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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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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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上 廣 播 節 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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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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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節目

WeChat 
微信公眾號
「沿路有祢」

1) TWR-HK與香港播道會文字部攜手製作絕版靈修

小冊子《福杯》聲音檔及文字檔，包括廣東話及普通

話，提供網上收聽閱讀。廣東話版由麥子傳道為你聲

音導航，每天一篇的靈修小品，已於一月一日起上載

網頁www.radio2care.net，短短數分鐘，讓你每天經

歷神話語的更新。

2) TWR-HK與好爸爸中心合力製作的新節目『我是好

爸爸』終於完成，將於三月份逢星期六在WeChat 微

信公眾號「沿路有祢」中播出一連五集訪問節目，分

享多個很重要的父親角色和子女成長主題，將基督教

家庭觀和婚姻觀透過受訪爸爸的心路歷程，以輕鬆對

談的形式，和內地的父母一起交流分享，讓父親的心

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每集訪問內容亦設文

字版，方便網上閱讀。

 至於財務的預算方面，委實有點為難，自
去年下半年以來，礙於全球經濟轉弱，及中美
貿易糾紛，我們的奉獻開始有放緩跡象，雖然
我們多方力求開源節約，如分享部份辦公室空
間，與友好機構合作以分擔製作費用，但是工
人得工價是應該的，我們總不能虧待委身事奉
的同工，未能保障他們在百物騰貴下可以應付
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盼望主能感動更多同路人
繼續的支持。為了方便大家奉獻，我們已登記
了最新的『轉數快』戶口受款功能，方便大家
使用手機即時奉獻之餘，也讓會計同工準確地
確認奉獻的來源，詳情請看奉獻頁及P.3。

 最後，也想一提的是為了傳承TWR-HK的
使命，我們已開始招聘副總幹事的職位，期望
有足夠時間栽培下任總幹事，讓TWR-HK使命
得以傳承，並為事工策劃加入新思維，請以禱
告記念。

 盼望我們所謀算的，都合神心意!「人心
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箴言十六9）

我是好爸爸
祝福國內的新一代爸爸 守護子女成長

三月上架，請即關注

       收入支出表 

財 務 資 料

歡迎為我們的財務所需作金錢奉獻支持。

2019年1月份

收入： 港幣
奉獻 $130,226 
代收奉獻  70,401 
節目製作費收入  30,507 
贊助費  69,511 
其他收入  12,712 

總收入 $313,357

支出：
同工薪津 $159,656 
強積金 7,231 
樓宇費用 14,185 
事工費用 21,049 
行政費用 9,428 
折舊 2,063 
代收奉獻轉撥 78,401 

總支出 $292,013

盈餘/(不敷) $21,344  

       收入支出表 

我是好爸爸
出。未來，我們也會借用TWR的贊助節目『門
徒訓練概要』及普通話生活話劇『得釋放』，
安排上載網頁，以幫助大家有進深的聖經學
習，結出常存的果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新年蒙恩，福杯滿溢！

 一年之計在於春，很多人都會在春天充滿
生機的日子計劃一下來年的工作，對於商營企
業來說，這尤為重要，因為這好展望來年的生
意額度和採購開支預算，以作出盈虧的評估。
福音機構同樣也需要為來年作事工計劃及開支
預算，相信大家還記得我在上一期【環球之
聲】重申我們不變的異象：『把主耶穌基督救
贖的大好信息透過網絡媒體傳至世界各地，使
之結出常存的果子。』

 面對當前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中
國的福音事工確是如履薄冰，但是既然那是神
給TWR-HK的異象，我們就必須憑信心踏上，
因為「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
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約九
4】只是我們必須靈巧像蛇，在『異象不變，
工具改變』的大原則下，靈活運作，把現有的
福音廣播節目在不同的媒體平台上載，把福音
信息更廣為傳播。只要有委身事奉的同工，事
工是不會停下來的。

 我們會繼續與友好機構合力製作節目，達
到資源共享之餘，既可節省開支，又可以多幾
個平台傳播信息。
我們與香港播道會
文字部攜手合作的
每日靈修小品『福
杯』廣東話版，
已於一月開始每
天上載網頁www.
radio2care.net，普
通話版將會安排於
七月上載微信公眾
號《沿路有祢》；另外，與維護家庭基金好爸
爸中心合作的普通話對談節目『我是好爸爸』
也會安排在3月份逢周六上載《沿路有祢》；
還有其他自家製作的節目，會以基督教倫理基
礎，灌錄聲檔安排於微信《沿路有祢》上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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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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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爸爸

Facebook 專頁 『沿路有祢』微信 www.radio2car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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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379-00804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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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07--TWR_3月.indd   1 20/3/2019   下午11:41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首選 1st Choice  

次選 2n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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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收到回應後，將盡快

聚會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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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er Meeting   Other (Please specify) 

感 恩 與 代 求 事 項

梁永善牧師

棄應有的道德操守、為財利或較好的地位而折腰。

但得力之源在乎我們和神的關係如何，可透過研讀

聖經對神有更深的了解，信心增長，「從前所寫的

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

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馬書十五4）。我

們對人會失望，但對神是永不失望。「我的心哪，

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

來。」（詩篇六二5）。

 新一年環境會越來越惡劣，不法不義之事情定

會增加，這是聖經早已言明的。我們雖然失望但卻

不絕望。此刻基督教機構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更大，

因為基督徒在金錢或實際行動的參與上或會減少，

所以營運會更加困難，但有困難並不表示我們可以

隨便放棄，在困難中可以更深經歷神奇妙的供應與

帶領。福音廣播更需要在這失望的環境中為神發

聲，發出積極、鼓勵性的訊息。我們可以推想到一

言半語也能感動人的心嗎？真的有可能，筆者本身

已是這真理的見證者。其實只要我們盡力而為、其

餘的事交由神負責吧！正如一句我很喜歡的話：「I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願我們在困難中更顯出

我們的忠心與毅力！

 2019年開始，可惜港人對新一年卻不甚樂觀。國

際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向全球51個國家或地區進

行「希望指數 (Hope Index)」調查，香港成為全球最悲

觀地區第五位。

 相信這報告是準確的。普遍香港人對前景感到失

望，主要原因是樓價高企，縱使近月樓價稍稍回落但

仍不足以負擔高昂的首期，很多人望樓輕嘆。在職者

雖有稍微的加薪但卻追不上通脹，且工作時間長，他

們慨嘆「有生計無生活」。基層家庭父母均要工作而

無暇督促兒女讀書，小學成績不佳不能進入較好的中

學，入大學的機會更微。不少人看到爭取民主無望、

很多歪理變真理，政府處事不公俯拾皆是，但認為怎

樣做也改不了事實只有無奈接受。因此有能力、有資

格者便移民，近年更有不少由外國回流的港人再次回

流往他國，不能走的只有無奈面對未來。故此香港成

為悲觀地區並不為過。

 基督徒並非假樂觀，也不如一些政客只是全面

唱好而不理會事實。信仰叫我們不是只看表面或單看

目前，乃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終有一天公義將會完全

彰顯，不義者會受審判。因此我們在劣境下仍不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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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黑龍江省何弟兄，2006 年在收音機的短波裡收聽到了香港

環球電台裡的認識聖經節目，從那時我就信主了，這個簡明聖經學院

還是老樣子啊，太好了，我當時在短波裡就聽認識聖經和簡明聖經學

院這倆節目，感謝神！那現在比當年收聽方便多了，當初收聽短波那

可別提多費勁了，滋啦滋啦的！全是干擾的電波，看來你們這個電

台，真是蒙神眷顧帶領的，我會繼續收聽，願神祝福你們的工作。

‧ 何弟兄 黑龍江省

‧趙弟兄 山西省
主啊！你回來的日子迫近，真信徒因善行處處遭逼迫，為叫真信徒因信見證

出你的全能來。懇求主保守環球福音台，叫那裡的同工都能夠過得勝生活，

見證出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生命平安來，榮耀主的名。感謝主！阿們！

‧ 陳弟兄 黑龍江省
感謝神！我是聽廣播信主的，當時的節目是認識聖經，我剛從廣播裡信主

後找到的教會，但得不著鼓勵和造就，因我覺得廣播比教會講得好。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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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imited is a national part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WR Ministry. TWR-HK is a not for profi t 
Christian organisation, producing gospel programs in Chinese 
for broadcasting through shortwave and internet based media. 
Please visit www.twr.org.hk and www.radio2care.net.

Currently, we are looking for a godly leader to fi ll up this newly 
created position.

Job Duties:
Assis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
• Provide strategic leadership for TWR Hong Kong;
• Actively promote the ministry, fundraise and develop ministry 

partnerships;
• Provide management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for all 

legal and fi nancial matters;
• Networking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with loca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leaders.

Requirements:
• Degree holder in formal theological training;
• Possess a minimum of 5 years’ of leadership experience either in 

Christian media or fi eld ministry;
• A visionary, strategic thinking servant leader with a passion to serve 

Chinese ministries using media for outreach ministry presentation;
• Good command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 

eff ective writing skill;
• Willing to travel.

Interested applicants please email detailed CV with recent photograph, 
stating last drawn and expected salary, with a cover letter about your 
vision for the job (within 600 words) to : plo@twr.org.hk

All applications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 dence. We will not retain 
the personal data of unsuccessful candidates for longer than 
3 months. We regret that only shortlisted applicants will be 
notifi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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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招聘 – Assistant Chief Executive 副總幹事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願我們在困難中更顯出彰顯，不義者會受審判。因此我們在劣境下仍不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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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主！會計同工於二月中旬加入團隊，請為她的適應、 工作交接順利 代禱。也請紀念

 已離任會計部同工；

2. 與您分享國內一位何聽眾的情況：

 何弟兄早年因為聽唐宗的節目「認識聖經」信主，信主後他參加當地教會，這十多年來一直都格格不

入，感到教會不追求渴慕神，他曾被教會批評聽廣播信主是不正宗，他心裡一直對此忿忿不平，非常

惱恨，心中苦澀，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聚會。

   請為國內何聽眾禱告，求主帶領他，找到合適的地方聚會，並醫治他受傷的心；

3. 普通話短波廣播「神記得他們」，播出全新的 31集節目。內容是介紹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請為他們

禱告。這個節目逢週日至週五，在短波31米9910千赫播出，求主使用這些新的節目，也求主在聽眾心

中動工，使福音廣傳，歡迎轉介收聽； 

4. 請紀念董事會，求主賜下智慧與能力，帶領機構事工運作。並請為來年需要尋找的替任董事事宜禱

告，又為我們正要招聘的副總幹事職位禱告，為事工傳承作好準備； 

5. 香港環球電台與維護家庭基金好爸爸中心合作製作新節目『我是好爸爸』，將於2019年3月2日在

Wechat微信公眾號「沿路有祢」播出。一連9集的普通話訪問對談節目，分享不同的父親角色和子女成

長主題，將基督教家庭觀和婚姻觀透過受訪爸爸的心路歷程，以輕鬆對談的形式，和內地的父母一起

交流分享。每集訪問內容亦會稍後轉化成簡繁體文字出版，祝福更多家庭； 

6. 我們的facebook 專頁 “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imited”，定期更新內容，歡迎 點擊 關注，讓弟
兄姊妹可以更快捷知道我們的消息，請為我們代禱；

7. 請記念我們的財務需要，並以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請登入 網上奉獻 以信用卡作即時奉獻，奉獻網頁

已安裝安全認證，確保個人資料安全傳送，或下載 奉獻表格，填妥相關資料連同支票寄回 環球電台，

更歡迎以環保快捷的電子支票及轉數快奉獻，待銀行確認過戶金額，我們即會寄發奉獻收據。

彼此祈禱是十分重要，TWR-HK誠意邀請您及各教會，把代禱事項電郵或

WhatsApp 5506-5665給我們，並於週二的同工早會記念。

環球電台異象分享預約表  Invitation For Sharing

奉 獻 消 息
TWR-HK已經在匯豐銀行登記了「轉數快」FPS受款服務，大家可

以透過智能電話的流動銀行程式，打開轉數快功能，在受款人欄輸

入TWR-HK奉獻電郵地址 "donation@twr.org.hk" 及轉賬金額，就
可作即時奉獻，會計同工會同時收到銀行短訊通知，並可在網上銀

行核對轉賬人身份，方便準確，而收款人名稱亦會在轉賬人戶口內

清楚顯示。個人奉獻資料可隨後通知我們。

感謝神！我是聽廣播信主的，當時的節目是認識聖經，我剛從廣播裡信主

‧陳姊妹 吉林省
我聽姊妹說的很好，她發給我就加上了，謝謝你們！

我聽到了，願沿路有你這節目越辦越復興！以馬內利！

‧甘肅省  陳弟兄

‧王弟兄 內蒙古
我一定會努力的！感謝您在主裡支持我鼓勵我！ 我也會在主耶穌神裡：為您、謝

漢老師、和環球電台的工作人員，向主耶穌祈禱，願我們在主耶穌神裡共同進步！

主內平安！感謝主的愛！今天我們都是主的兒女！彼此代禱！但願主的話能占據我們的心！不

要讓我們以世俗為友遠離主！好久不見！姊妹最近忙啥？最近買年貨了嗎？我向電台眾家人問

安！謝謝眾家人以短信！微信！信件時常的聯系！很多時候借著主的話給予我太多的安慰及引

導！無以為報！只能在上帝面前為你們祈福！感謝主的恩待！感謝眾家人對我的幫助！

20190307--TWR_3月.indd   2 20/3/2019   下午11:41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首選 1st Choice  

次選 2n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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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收到回應後，將盡快

聚會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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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er Meeting   Other (Please specify) 

感 恩 與 代 求 事 項

梁永善牧師

棄應有的道德操守、為財利或較好的地位而折腰。

但得力之源在乎我們和神的關係如何，可透過研讀

聖經對神有更深的了解，信心增長，「從前所寫的

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

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馬書十五4）。我

們對人會失望，但對神是永不失望。「我的心哪，

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

來。」（詩篇六二5）。

 新一年環境會越來越惡劣，不法不義之事情定

會增加，這是聖經早已言明的。我們雖然失望但卻

不絕望。此刻基督教機構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更大，

因為基督徒在金錢或實際行動的參與上或會減少，

所以營運會更加困難，但有困難並不表示我們可以

隨便放棄，在困難中可以更深經歷神奇妙的供應與

帶領。福音廣播更需要在這失望的環境中為神發

聲，發出積極、鼓勵性的訊息。我們可以推想到一

言半語也能感動人的心嗎？真的有可能，筆者本身

已是這真理的見證者。其實只要我們盡力而為、其

餘的事交由神負責吧！正如一句我很喜歡的話：「I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願我們在困難中更顯出

我們的忠心與毅力！

 2019年開始，可惜港人對新一年卻不甚樂觀。國

際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向全球51個國家或地區進

行「希望指數 (Hope Index)」調查，香港成為全球最悲

觀地區第五位。

 相信這報告是準確的。普遍香港人對前景感到失

望，主要原因是樓價高企，縱使近月樓價稍稍回落但

仍不足以負擔高昂的首期，很多人望樓輕嘆。在職者

雖有稍微的加薪但卻追不上通脹，且工作時間長，他

們慨嘆「有生計無生活」。基層家庭父母均要工作而

無暇督促兒女讀書，小學成績不佳不能進入較好的中

學，入大學的機會更微。不少人看到爭取民主無望、

很多歪理變真理，政府處事不公俯拾皆是，但認為怎

樣做也改不了事實只有無奈接受。因此有能力、有資

格者便移民，近年更有不少由外國回流的港人再次回

流往他國，不能走的只有無奈面對未來。故此香港成

為悲觀地區並不為過。

 基督徒並非假樂觀，也不如一些政客只是全面

唱好而不理會事實。信仰叫我們不是只看表面或單看

目前，乃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終有一天公義將會完全

彰顯，不義者會受審判。因此我們在劣境下仍不會放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你好我是黑龍江省何弟兄，2006 年在收音機的短波裡收聽到了香港

環球電台裡的認識聖經節目，從那時我就信主了，這個簡明聖經學院

還是老樣子啊，太好了，我當時在短波裡就聽認識聖經和簡明聖經學

院這倆節目，感謝神！那現在比當年收聽方便多了，當初收聽短波那

可別提多費勁了，滋啦滋啦的！全是干擾的電波，看來你們這個電

台，真是蒙神眷顧帶領的，我會繼續收聽，願神祝福你們的工作。

‧ 何弟兄 黑龍江省

‧趙弟兄 山西省
主啊！你回來的日子迫近，真信徒因善行處處遭逼迫，為叫真信徒因信見證

出你的全能來。懇求主保守環球福音台，叫那裡的同工都能夠過得勝生活，

見證出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生命平安來，榮耀主的名。感謝主！阿們！

‧ 陳弟兄 黑龍江省
感謝神！我是聽廣播信主的，當時的節目是認識聖經，我剛從廣播裡信主

後找到的教會，但得不著鼓勵和造就，因我覺得廣播比教會講得好。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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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imited is a national part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WR Ministry. TWR-HK is a not for profi t 
Christian organisation, producing gospel programs in Chinese 
for broadcasting through shortwave and internet based media. 
Please visit www.twr.org.hk and www.radio2care.net.

Currently, we are looking for a godly leader to fi ll up this newly 
created position.

Job Duties:
Assis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
• Provide strategic leadership for TWR Hong Kong;
• Actively promote the ministry, fundraise and develop ministry 

partnerships;
• Provide management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for all 

legal and fi nancial matters;
• Networking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with loca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leaders.

Requirements:
• Degree holder in formal theological training;
• Possess a minimum of 5 years’ of leadership experience either in 

Christian media or fi eld ministry;
• A visionary, strategic thinking servant leader with a passion to serve 

Chinese ministries using media for outreach ministry presentation;
• Good command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 

eff ective writing skill;
• Willing to travel.

Interested applicants please email detailed CV with recent photograph, 
stating last drawn and expected salary, with a cover letter about your 
vision for the job (within 600 words) to : plo@twr.org.hk

All applications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 dence. We will not retain 
the personal data of unsuccessful candidates for longer than 
3 months. We regret that only shortlisted applicants will be 
notifi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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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招聘 – Assistant Chief Executive 副總幹事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願我們在困難中更顯出彰顯，不義者會受審判。因此我們在劣境下仍不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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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主！會計同工於二月中旬加入團隊，請為她的適應、 工作交接順利 代禱。也請紀念

 已離任會計部同工；

2. 與您分享國內一位何聽眾的情況：

 何弟兄早年因為聽唐宗的節目「認識聖經」信主，信主後他參加當地教會，這十多年來一直都格格不

入，感到教會不追求渴慕神，他曾被教會批評聽廣播信主是不正宗，他心裡一直對此忿忿不平，非常

惱恨，心中苦澀，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聚會。

   請為國內何聽眾禱告，求主帶領他，找到合適的地方聚會，並醫治他受傷的心；

3. 普通話短波廣播「神記得他們」，播出全新的 31集節目。內容是介紹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請為他們

禱告。這個節目逢週日至週五，在短波31米9910千赫播出，求主使用這些新的節目，也求主在聽眾心

中動工，使福音廣傳，歡迎轉介收聽； 

4. 請紀念董事會，求主賜下智慧與能力，帶領機構事工運作。並請為來年需要尋找的替任董事事宜禱

告，又為我們正要招聘的副總幹事職位禱告，為事工傳承作好準備； 

5. 香港環球電台與維護家庭基金好爸爸中心合作製作新節目『我是好爸爸』，將於2019年3月2日在

Wechat微信公眾號「沿路有祢」播出。一連9集的普通話訪問對談節目，分享不同的父親角色和子女成

長主題，將基督教家庭觀和婚姻觀透過受訪爸爸的心路歷程，以輕鬆對談的形式，和內地的父母一起

交流分享。每集訪問內容亦會稍後轉化成簡繁體文字出版，祝福更多家庭； 

6. 我們的facebook 專頁 “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imited”，定期更新內容，歡迎 點擊 關注，讓弟
兄姊妹可以更快捷知道我們的消息，請為我們代禱；

7. 請記念我們的財務需要，並以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請登入 網上奉獻 以信用卡作即時奉獻，奉獻網頁

已安裝安全認證，確保個人資料安全傳送，或下載 奉獻表格，填妥相關資料連同支票寄回 環球電台，

更歡迎以環保快捷的電子支票及轉數快奉獻，待銀行確認過戶金額，我們即會寄發奉獻收據。

彼此祈禱是十分重要，TWR-HK誠意邀請您及各教會，把代禱事項電郵或

WhatsApp 5506-5665給我們，並於週二的同工早會記念。

環球電台異象分享預約表  Invitation For Sharing

奉 獻 消 息
TWR-HK已經在匯豐銀行登記了「轉數快」FPS受款服務，大家可

以透過智能電話的流動銀行程式，打開轉數快功能，在受款人欄輸

入TWR-HK奉獻電郵地址 "donation@twr.org.hk" 及轉賬金額，就
可作即時奉獻，會計同工會同時收到銀行短訊通知，並可在網上銀

行核對轉賬人身份，方便準確，而收款人名稱亦會在轉賬人戶口內

清楚顯示。個人奉獻資料可隨後通知我們。

感謝神！我是聽廣播信主的，當時的節目是認識聖經，我剛從廣播裡信主

‧陳姊妹 吉林省
我聽姊妹說的很好，她發給我就加上了，謝謝你們！

我聽到了，願沿路有你這節目越辦越復興！以馬內利！

‧甘肅省  陳弟兄

‧王弟兄 內蒙古
我一定會努力的！感謝您在主裡支持我鼓勵我！ 我也會在主耶穌神裡：為您、謝

漢老師、和環球電台的工作人員，向主耶穌祈禱，願我們在主耶穌神裡共同進步！

主內平安！感謝主的愛！今天我們都是主的兒女！彼此代禱！但願主的話能占據我們的心！不

要讓我們以世俗為友遠離主！好久不見！姊妹最近忙啥？最近買年貨了嗎？我向電台眾家人問

安！謝謝眾家人以短信！微信！信件時常的聯系！很多時候借著主的話給予我太多的安慰及引

導！無以為報！只能在上帝面前為你們祈福！感謝主的恩待！感謝眾家人對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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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首選 1st Choice  

次選 2n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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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收到回應後，將盡快

聚會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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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er Meeting   Other (Please specify) 

感 恩 與 代 求 事 項

梁永善牧師

棄應有的道德操守、為財利或較好的地位而折腰。

但得力之源在乎我們和神的關係如何，可透過研讀

聖經對神有更深的了解，信心增長，「從前所寫的

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

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馬書十五4）。我

們對人會失望，但對神是永不失望。「我的心哪，

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

來。」（詩篇六二5）。

 新一年環境會越來越惡劣，不法不義之事情定

會增加，這是聖經早已言明的。我們雖然失望但卻

不絕望。此刻基督教機構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更大，

因為基督徒在金錢或實際行動的參與上或會減少，

所以營運會更加困難，但有困難並不表示我們可以

隨便放棄，在困難中可以更深經歷神奇妙的供應與

帶領。福音廣播更需要在這失望的環境中為神發

聲，發出積極、鼓勵性的訊息。我們可以推想到一

言半語也能感動人的心嗎？真的有可能，筆者本身

已是這真理的見證者。其實只要我們盡力而為、其

餘的事交由神負責吧！正如一句我很喜歡的話：「I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願我們在困難中更顯出

我們的忠心與毅力！

 2019年開始，可惜港人對新一年卻不甚樂觀。國

際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向全球51個國家或地區進

行「希望指數 (Hope Index)」調查，香港成為全球最悲

觀地區第五位。

 相信這報告是準確的。普遍香港人對前景感到失

望，主要原因是樓價高企，縱使近月樓價稍稍回落但

仍不足以負擔高昂的首期，很多人望樓輕嘆。在職者

雖有稍微的加薪但卻追不上通脹，且工作時間長，他

們慨嘆「有生計無生活」。基層家庭父母均要工作而

無暇督促兒女讀書，小學成績不佳不能進入較好的中

學，入大學的機會更微。不少人看到爭取民主無望、

很多歪理變真理，政府處事不公俯拾皆是，但認為怎

樣做也改不了事實只有無奈接受。因此有能力、有資

格者便移民，近年更有不少由外國回流的港人再次回

流往他國，不能走的只有無奈面對未來。故此香港成

為悲觀地區並不為過。

 基督徒並非假樂觀，也不如一些政客只是全面

唱好而不理會事實。信仰叫我們不是只看表面或單看

目前，乃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終有一天公義將會完全

彰顯，不義者會受審判。因此我們在劣境下仍不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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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黑龍江省何弟兄，2006 年在收音機的短波裡收聽到了香港

環球電台裡的認識聖經節目，從那時我就信主了，這個簡明聖經學院

還是老樣子啊，太好了，我當時在短波裡就聽認識聖經和簡明聖經學

院這倆節目，感謝神！那現在比當年收聽方便多了，當初收聽短波那

可別提多費勁了，滋啦滋啦的！全是干擾的電波，看來你們這個電

台，真是蒙神眷顧帶領的，我會繼續收聽，願神祝福你們的工作。

‧ 何弟兄 黑龍江省

‧趙弟兄 山西省
主啊！你回來的日子迫近，真信徒因善行處處遭逼迫，為叫真信徒因信見證

出你的全能來。懇求主保守環球福音台，叫那裡的同工都能夠過得勝生活，

見證出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生命平安來，榮耀主的名。感謝主！阿們！

‧ 陳弟兄 黑龍江省
感謝神！我是聽廣播信主的，當時的節目是認識聖經，我剛從廣播裡信主

後找到的教會，但得不著鼓勵和造就，因我覺得廣播比教會講得好。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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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imited is a national part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WR Ministry. TWR-HK is a not for profi t 
Christian organisation, producing gospel programs in Chinese 
for broadcasting through shortwave and internet based media. 
Please visit www.twr.org.hk and www.radio2care.net.

Currently, we are looking for a godly leader to fi ll up this newly 
created position.

Job Duties:
Assis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
• Provide strategic leadership for TWR Hong Kong;
• Actively promote the ministry, fundraise and develop ministry 

partnerships;
• Provide management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for all 

legal and fi nancial matters;
• Networking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with loca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leaders.

Requirements:
• Degree holder in formal theological training;
• Possess a minimum of 5 years’ of leadership experience either in 

Christian media or fi eld ministry;
• A visionary, strategic thinking servant leader with a passion to serve 

Chinese ministries using media for outreach ministry presentation;
• Good command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 

eff ective writing skill;
• Willing to travel.

Interested applicants please email detailed CV with recent photograph, 
stating last drawn and expected salary, with a cover letter about your 
vision for the job (within 600 words) to : plo@twr.org.hk

All applications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 dence. We will not retain 
the personal data of unsuccessful candidates for longer than 
3 months. We regret that only shortlisted applicants will be 
notifi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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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招聘 – Assistant Chief Executive 副總幹事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願我們在困難中更顯出彰顯，不義者會受審判。因此我們在劣境下仍不會放

3

1. 感謝主！會計同工於二月中旬加入團隊，請為她的適應、 工作交接順利 代禱。也請紀念

 已離任會計部同工；

2. 與您分享國內一位何聽眾的情況：

 何弟兄早年因為聽唐宗的節目「認識聖經」信主，信主後他參加當地教會，這十多年來一直都格格不

入，感到教會不追求渴慕神，他曾被教會批評聽廣播信主是不正宗，他心裡一直對此忿忿不平，非常

惱恨，心中苦澀，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聚會。

   請為國內何聽眾禱告，求主帶領他，找到合適的地方聚會，並醫治他受傷的心；

3. 普通話短波廣播「神記得他們」，播出全新的 31集節目。內容是介紹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請為他們

禱告。這個節目逢週日至週五，在短波31米9910千赫播出，求主使用這些新的節目，也求主在聽眾心

中動工，使福音廣傳，歡迎轉介收聽； 

4. 請紀念董事會，求主賜下智慧與能力，帶領機構事工運作。並請為來年需要尋找的替任董事事宜禱

告，又為我們正要招聘的副總幹事職位禱告，為事工傳承作好準備； 

5. 香港環球電台與維護家庭基金好爸爸中心合作製作新節目『我是好爸爸』，將於2019年3月2日在

Wechat微信公眾號「沿路有祢」播出。一連9集的普通話訪問對談節目，分享不同的父親角色和子女成

長主題，將基督教家庭觀和婚姻觀透過受訪爸爸的心路歷程，以輕鬆對談的形式，和內地的父母一起

交流分享。每集訪問內容亦會稍後轉化成簡繁體文字出版，祝福更多家庭； 

6. 我們的facebook 專頁 “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imited”，定期更新內容，歡迎 點擊 關注，讓弟
兄姊妹可以更快捷知道我們的消息，請為我們代禱；

7. 請記念我們的財務需要，並以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請登入 網上奉獻 以信用卡作即時奉獻，奉獻網頁

已安裝安全認證，確保個人資料安全傳送，或下載 奉獻表格，填妥相關資料連同支票寄回 環球電台，

更歡迎以環保快捷的電子支票及轉數快奉獻，待銀行確認過戶金額，我們即會寄發奉獻收據。

彼此祈禱是十分重要，TWR-HK誠意邀請您及各教會，把代禱事項電郵或

WhatsApp 5506-5665給我們，並於週二的同工早會記念。

環球電台異象分享預約表  Invitation For Sharing

奉 獻 消 息
TWR-HK已經在匯豐銀行登記了「轉數快」FPS受款服務，大家可

以透過智能電話的流動銀行程式，打開轉數快功能，在受款人欄輸

入TWR-HK奉獻電郵地址 "donation@twr.org.hk" 及轉賬金額，就
可作即時奉獻，會計同工會同時收到銀行短訊通知，並可在網上銀

行核對轉賬人身份，方便準確，而收款人名稱亦會在轉賬人戶口內

清楚顯示。個人奉獻資料可隨後通知我們。

感謝神！我是聽廣播信主的，當時的節目是認識聖經，我剛從廣播裡信主

‧陳姊妹 吉林省
我聽姊妹說的很好，她發給我就加上了，謝謝你們！

我聽到了，願沿路有你這節目越辦越復興！以馬內利！

‧甘肅省  陳弟兄

‧王弟兄 內蒙古
我一定會努力的！感謝您在主裡支持我鼓勵我！ 我也會在主耶穌神裡：為您、謝

漢老師、和環球電台的工作人員，向主耶穌祈禱，願我們在主耶穌神裡共同進步！

主內平安！感謝主的愛！今天我們都是主的兒女！彼此代禱！但願主的話能占據我們的心！不

要讓我們以世俗為友遠離主！好久不見！姊妹最近忙啥？最近買年貨了嗎？我向電台眾家人問

安！謝謝眾家人以短信！微信！信件時常的聯系！很多時候借著主的話給予我太多的安慰及引

導！無以為報！只能在上帝面前為你們祈福！感謝主的恩待！感謝眾家人對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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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弟兄
盧敏堅

        總幹事

我是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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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of

General Fund                      Program Production Cost       Follow-up Ministry        Staff  Salary    Volunteers Travelling Expenses

Othe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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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  ce                                                                             Email 

Mr.     Ms.    Mrs.    Rev.

 (先生/小姐/女士/牧師)

奉獻方法  Methods of Donation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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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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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 d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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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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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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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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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轉數快」
 請透過智能電話的流動銀行程式，打開轉數快功能，在受款人欄輸
入TWR-HK奉獻電郵地址 “donation@twr.org.hk”及轉賬金額，即時轉
帳奉獻，個人奉獻資料可隨後通知。

Faster Payment System (FPS)
 Please make instant donation through FPS from your mobile banking app 

in your smartphone and input our proxy id "donation@twr.org.hk" with your 
donation amount. You may send your personal particulars to u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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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波 廣 播       節 目 時 間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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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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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上 廣 播 節 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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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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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節目

WeChat 
微信公眾號
「沿路有祢」

1) TWR-HK與香港播道會文字部攜手製作絕版靈修

小冊子《福杯》聲音檔及文字檔，包括廣東話及普通

話，提供網上收聽閱讀。廣東話版由麥子傳道為你聲

音導航，每天一篇的靈修小品，已於一月一日起上載

網頁www.radio2care.net，短短數分鐘，讓你每天經

歷神話語的更新。

2) TWR-HK與好爸爸中心合力製作的新節目『我是好

爸爸』終於完成，將於三月份逢星期六在WeChat 微

信公眾號「沿路有祢」中播出一連五集訪問節目，分

享多個很重要的父親角色和子女成長主題，將基督教

家庭觀和婚姻觀透過受訪爸爸的心路歷程，以輕鬆對

談的形式，和內地的父母一起交流分享，讓父親的心

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每集訪問內容亦設文

字版，方便網上閱讀。

 至於財務的預算方面，委實有點為難，自
去年下半年以來，礙於全球經濟轉弱，及中美
貿易糾紛，我們的奉獻開始有放緩跡象，雖然
我們多方力求開源節約，如分享部份辦公室空
間，與友好機構合作以分擔製作費用，但是工
人得工價是應該的，我們總不能虧待委身事奉
的同工，未能保障他們在百物騰貴下可以應付
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盼望主能感動更多同路人
繼續的支持。為了方便大家奉獻，我們已登記
了最新的『轉數快』戶口受款功能，方便大家
使用手機即時奉獻之餘，也讓會計同工準確地
確認奉獻的來源，詳情請看奉獻頁及P.3。

 最後，也想一提的是為了傳承TWR-HK的
使命，我們已開始招聘副總幹事的職位，期望
有足夠時間栽培下任總幹事，讓TWR-HK使命
得以傳承，並為事工策劃加入新思維，請以禱
告記念。

 盼望我們所謀算的，都合神心意!「人心
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箴言十六9）

我是好爸爸
祝福國內的新一代爸爸 守護子女成長

三月上架，請即關注

       收入支出表 

財 務 資 料

歡迎為我們的財務所需作金錢奉獻支持。

2019年1月份

收入： 港幣
奉獻 $130,226 
代收奉獻  70,401 
節目製作費收入  30,507 
贊助費  69,511 
其他收入  12,712 

總收入 $313,357

支出：
同工薪津 $159,656 
強積金 7,231 
樓宇費用 14,185 
事工費用 21,049 
行政費用 9,428 
折舊 2,063 
代收奉獻轉撥 78,401 

總支出 $292,013

盈餘/(不敷) $21,344  

       收入支出表 

我是好爸爸
出。未來，我們也會借用TWR的贊助節目『門
徒訓練概要』及普通話生活話劇『得釋放』，
安排上載網頁，以幫助大家有進深的聖經學
習，結出常存的果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新年蒙恩，福杯滿溢！

 一年之計在於春，很多人都會在春天充滿
生機的日子計劃一下來年的工作，對於商營企
業來說，這尤為重要，因為這好展望來年的生
意額度和採購開支預算，以作出盈虧的評估。
福音機構同樣也需要為來年作事工計劃及開支
預算，相信大家還記得我在上一期【環球之
聲】重申我們不變的異象：『把主耶穌基督救
贖的大好信息透過網絡媒體傳至世界各地，使
之結出常存的果子。』

 面對當前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中
國的福音事工確是如履薄冰，但是既然那是神
給TWR-HK的異象，我們就必須憑信心踏上，
因為「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
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約九
4】只是我們必須靈巧像蛇，在『異象不變，
工具改變』的大原則下，靈活運作，把現有的
福音廣播節目在不同的媒體平台上載，把福音
信息更廣為傳播。只要有委身事奉的同工，事
工是不會停下來的。

 我們會繼續與友好機構合力製作節目，達
到資源共享之餘，既可節省開支，又可以多幾
個平台傳播信息。
我們與香港播道會
文字部攜手合作的
每日靈修小品『福
杯』廣東話版，
已於一月開始每
天上載網頁www.
radio2care.net，普
通話版將會安排於
七月上載微信公眾
號《沿路有祢》；另外，與維護家庭基金好爸
爸中心合作的普通話對談節目『我是好爸爸』
也會安排在3月份逢周六上載《沿路有祢》；
還有其他自家製作的節目，會以基督教倫理基
礎，灌錄聲檔安排於微信《沿路有祢》上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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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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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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你的弟兄
盧敏堅

        總幹事

我是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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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of

General Fund                      Program Production Cost       Follow-up Ministry        Staff  Salary    Volunteers Travelling Expenses

Othe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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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  ce                                                                             Email 

Mr.     Ms.    Mrs.    Rev.

 (先生/小姐/女士/牧師)

奉獻方法  Methods of Donation

Speaking Hop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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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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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 d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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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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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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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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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轉數快」
 請透過智能電話的流動銀行程式，打開轉數快功能，在受款人欄輸
入TWR-HK奉獻電郵地址 “donation@twr.org.hk”及轉賬金額，即時轉
帳奉獻，個人奉獻資料可隨後通知。

Faster Payment System (FPS)
 Please make instant donation through FPS from your mobile banking app 

in your smartphone and input our proxy id "donation@twr.org.hk" with your 
donation amount. You may send your personal particulars to u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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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波 廣 播       節 目 時 間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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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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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上 廣 播 節 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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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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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節目

WeChat 
微信公眾號
「沿路有祢」

1) TWR-HK與香港播道會文字部攜手製作絕版靈修

小冊子《福杯》聲音檔及文字檔，包括廣東話及普通

話，提供網上收聽閱讀。廣東話版由麥子傳道為你聲

音導航，每天一篇的靈修小品，已於一月一日起上載

網頁www.radio2care.net，短短數分鐘，讓你每天經

歷神話語的更新。

2) TWR-HK與好爸爸中心合力製作的新節目『我是好

爸爸』終於完成，將於三月份逢星期六在WeChat 微

信公眾號「沿路有祢」中播出一連五集訪問節目，分

享多個很重要的父親角色和子女成長主題，將基督教

家庭觀和婚姻觀透過受訪爸爸的心路歷程，以輕鬆對

談的形式，和內地的父母一起交流分享，讓父親的心

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每集訪問內容亦設文

字版，方便網上閱讀。

 至於財務的預算方面，委實有點為難，自
去年下半年以來，礙於全球經濟轉弱，及中美
貿易糾紛，我們的奉獻開始有放緩跡象，雖然
我們多方力求開源節約，如分享部份辦公室空
間，與友好機構合作以分擔製作費用，但是工
人得工價是應該的，我們總不能虧待委身事奉
的同工，未能保障他們在百物騰貴下可以應付
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盼望主能感動更多同路人
繼續的支持。為了方便大家奉獻，我們已登記
了最新的『轉數快』戶口受款功能，方便大家
使用手機即時奉獻之餘，也讓會計同工準確地
確認奉獻的來源，詳情請看奉獻頁及P.3。

 最後，也想一提的是為了傳承TWR-HK的
使命，我們已開始招聘副總幹事的職位，期望
有足夠時間栽培下任總幹事，讓TWR-HK使命
得以傳承，並為事工策劃加入新思維，請以禱
告記念。

 盼望我們所謀算的，都合神心意!「人心
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箴言十六9）

我是好爸爸
祝福國內的新一代爸爸 守護子女成長

三月上架，請即關注

       收入支出表 

財 務 資 料

歡迎為我們的財務所需作金錢奉獻支持。

2019年1月份

收入： 港幣
奉獻 $130,226 
代收奉獻  70,401 
節目製作費收入  30,507 
贊助費  69,511 
其他收入  12,712 

總收入 $313,357

支出：
同工薪津 $159,656 
強積金 7,231 
樓宇費用 14,185 
事工費用 21,049 
行政費用 9,428 
折舊 2,063 
代收奉獻轉撥 78,401 

總支出 $292,013

盈餘/(不敷) $21,344  

       收入支出表 

我是好爸爸
出。未來，我們也會借用TWR的贊助節目『門
徒訓練概要』及普通話生活話劇『得釋放』，
安排上載網頁，以幫助大家有進深的聖經學
習，結出常存的果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新年蒙恩，福杯滿溢！

 一年之計在於春，很多人都會在春天充滿
生機的日子計劃一下來年的工作，對於商營企
業來說，這尤為重要，因為這好展望來年的生
意額度和採購開支預算，以作出盈虧的評估。
福音機構同樣也需要為來年作事工計劃及開支
預算，相信大家還記得我在上一期【環球之
聲】重申我們不變的異象：『把主耶穌基督救
贖的大好信息透過網絡媒體傳至世界各地，使
之結出常存的果子。』

 面對當前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中
國的福音事工確是如履薄冰，但是既然那是神
給TWR-HK的異象，我們就必須憑信心踏上，
因為「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
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約九
4】只是我們必須靈巧像蛇，在『異象不變，
工具改變』的大原則下，靈活運作，把現有的
福音廣播節目在不同的媒體平台上載，把福音
信息更廣為傳播。只要有委身事奉的同工，事
工是不會停下來的。

 我們會繼續與友好機構合力製作節目，達
到資源共享之餘，既可節省開支，又可以多幾
個平台傳播信息。
我們與香港播道會
文字部攜手合作的
每日靈修小品『福
杯』廣東話版，
已於一月開始每
天上載網頁www.
radio2care.net，普
通話版將會安排於
七月上載微信公眾
號《沿路有祢》；另外，與維護家庭基金好爸
爸中心合作的普通話對談節目『我是好爸爸』
也會安排在3月份逢周六上載《沿路有祢》；
還有其他自家製作的節目，會以基督教倫理基
礎，灌錄聲檔安排於微信《沿路有祢》上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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