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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自今年四月一日上任以來，每天都遇上不同的恩

典，讓我感受到神對環球電台的帶領與保守。其中最

使我感恩的是環球電台不斷收到聽眾寄來的信件、電

郵、短訊，他們都是因為聆聽了我們的廣播節目而作

出回應，代表著他們對我們的信任，有的希望進深認

識福音、有的尋求關懷、有的要求代禱。

	 而最觸動我的更是有些國內的弟兄姊妹領受了福

音廣播的教導而作出奉獻，他們的奉獻金額不多，甚

至可以說是微小，但這豈不是主耶穌最欣賞的小錢！

在國內金融外匯的限制下，弟兄姊妹要作奉獻是不太

容易的。然而，困難並沒有阻檔部份弟

兄姊妹回應神的心志，他們都用了不同

的方法渠道作出奉獻，較為特別的是他

們寄來了一些中國通用郵票作奉獻。根

據維基百科記載：「郵票是郵政機關發

行，供寄遞郵件貼用的郵資憑證。發送

者為郵政服務付費的一種形式。」因此

郵票是蘊含著價值的，難得這些弟兄姊

妹想出以郵票來代替金錢作奉獻！

	 看著這幾年累積的郵票，實在是感

恩不盡，但同時間卻感手足無措，因為這些有內含值

的郵票在香港是用不著的，而且也難以折現成現金，

可謂得物無所用，想著想著，更是覺得對這班弟兄姊

妹有所虧欠，他們的奉獻原是領受了聖經的教導而回

應事工發展的需要，為福音傳揚的事工盡點力，但是

我們卻未能提供有效的渠道和平台讓他們可以奉獻得

其所，甚至可能是浪費了他們的心意！

	 因此這幾個月來，我們都著意更新我們的網上平

台，希望能為這些遠方的聽眾提供一個正常的奉獻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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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順道重新建立香港環球電台的網頁，除了更新

設計改動版面外，還加強內容連結，增加了網上即時

奉獻功能，讓一些偏遠地區的朋友們可以更方便容易

透過互聯網，以電腦或手機接觸到我們的訊息或作即

時奉獻。

	 現在除了我們固有的主網頁	www.twr.org.hk	外，

我們還開設了一個全新網頁	www.radio2care.net，以輕

鬆戲劇廣播節目為主的柔性福音網頁；此外，隨著時

下社交媒體平台的流行，我們也開設了	Facebook	戶口

Twr	Hko	及專頁	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td，提

供最新環球電台的資訊及每日聖經金句，讓我們

的聽眾與我們有更緊密的聯系及得著屬靈餵養；

另外我們也特別方便國內信徒而開設了微博及微

信戶，這些新網頁及社交平台，都設有分享轉發

功能，方便使用者分享傳遞我們的屬靈材料，讓

更多人能分享福音的甜美。

	 			我們希望環球電台能緊貼科技的進步，提供

更新的傳福音工具，讓福音傳得更遠更廣，也盼

望弟兄姊妹在得到福音的果效後能有適當的途徑

作出回應。

	 環球電台在提升服務與設備之餘，財政狀況更形

緊絀，盼望弟兄姊妹記念我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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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弟兄

	 		 	 					盧敏堅

																											總幹事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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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 2001 年 1 月開始踏足環球電台這個機構
事奉，眨眼之間，已經有 15 年多的時間，總覺時間
像一匹飛馳的駿馬，從我們的身邊飛逝而去！ 2016
年 10 月我會開始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因為我已到了
環球電台設定的退休時間！

	 自信主之後，很期望能有機會在福音的事工上
服事！感謝神，祂為我預備了環球電台！

	 回想當初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陌生的工作，
要適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在工作方面，
要面對一封封的來信，各樣不同的問題，真要用很
多心思來一一回應。甚少寫信的我，一時之間要日
日回信，對我而言是一項挑戰！

	 猶記得踏足環球電台初期，收到一封電郵，內
容是告訴我們他想自殺！發電郵的時間是上午，而
我收到電郵的時間是在下午，收到這封電郵，既緊
張，又不知如何是好！這一封電郵，足足使我一個
星期也難以入睡，面對他的問題及回應，使我足足
為他哭了一整個上午，遠水不能救近火，我無法幫
助這位聽眾走出陰霾，若他真的自殺，我會感到內
疚！

	 上帝哪！不要再來這樣的信了，我會發瘋的！
我真的吃不消了！上帝啊，不要再嚇我了！好嗎？

	 感謝上帝！祂讓我經一事長一智，知道怎樣面
對這類的信件。在事奉的過程中，除了回覆聽眾的
來信外，也有機會探訪他們，與他們面對面交談，
不是打空氣，而是很落實的進到他們的生活當中，
與他們在交流中得到很大的激勵！間中也有聽眾來
訪，聽到他們的分享，也實在令人鼓舞！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一門藝術，同工與同工
之間亦然。面對不同格性的同工們，實在有很多學
習，知道每人都有優點和缺點，要學習包容與接納，
更要學習互相欣賞與饒恕，才能合作愉快，要能知
己知彼，就能百戰百勝！多謝同工們對我十五年來
的包容與忍耐，也讓我在其中獲益良多！

	 2015 年 6 月 1 日是我很開心的日子。很榮幸
能夠得到《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頒發的第十一屆
「基督精兵獎」中的	事奉優異獎！這是環球電台第
一次參加《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舉辦的活動，而
我能夠得到這個「基督精兵獎」，是何等的興奮！							
感謝神！

	 起初聽到當時的總幹事告知，我被提名參選這
屆「基督精兵獎」的消息，感到十分詫異，怎會有

這可能？論年資，有人比
我長；論職位，有人比我
高；論能力，有人比我強；
論學歷，更不用說；論薪
金，不提也罷，我何德何
能，何其有幸被提名？自
問是何等的不配！

	 頒獎禮當晚，出席的
有機構同工、有教會牧者
和執事、有家庭代表，在
此，衷心多謝你們對我的
支持和鼓勵！

	 全是恩典！我認定這是神給我在退休前的獎勵
和肯定！感謝主的鴻恩厚愛！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歲月不留人，眼見滿頭
白髮的母親獨自在老人院過活，心裡總是有點過意
不去的，實在不忍心讓她老人家在這樣的地方終其
一生，因此，決定退休後要跟她一起生活，展開我
人生另一階段的服侍，我知道要服侍一位老人家並
不容易，對我而言也是一個挑戰，但這是我自己底
手，自己底腳所決定的，我深信神有夠用的恩典，
祂會與我共行，也會伴我經過！疲乏的，祂賜能力；
軟弱的，祂加力量。我深信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另一方面，對於農耕甚感興趣的我，已在去年
末某個地方租了一小塊農田種植蔬果和藥草，雖然
先父是正式的農夫，但我始終是初哥，對於農藝一
竅不通，但在科技發展
一日千里的今天，網上
已有很多種植群組，當
中不乏很有經驗的前
輩，只要虛心求問，他
們也很樂於賜教。在一
邊學一邊做的情況下，
總算有少少進步。我發
覺落田種植的時間是
我整個人最放鬆的時
候，加上看到自己的農
作物健康成長，真是一
件賞心樂事！

	 期待著這樣的退
休生活，既充實，又有意義，也
能令人的身心靈得到舒展，真好！

周蓮珍



教養孩童
親愛的李芳老師：主內平安！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給我回信。您給了我鼓勵和安慰。

	 李芳老師，我曾經給孩子們帶讀聖經，後來因為孩子們的家長反對。現

在沒有讀了。我也給幾個孩子們的家長傳福音，有的也相信。我認為在我們

這荒涼之地，很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聽到福音，聽到主耶穌基督的名。我恒切

地為我的家鄉禱告了幾年，上帝終於聽了禱告。我現在傳福音是剛強壯膽。

昨天 (4 月 20) 您的節目也講了，我們的大使命，以及傳福音的重要性。

	 在我們這裡，每個村莊都有一個寺廟。所以，我認為用開輔導班的方式

傳福音是較好的方法。這樣，可以把福音傳給孩子們和他們的家長。家長都

較年輕，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就容易傳。其次，開輔導班可以收起一

定的費用，保證牧者的生活沒有問題。當然，對這樣的牧者要求會高一些，

要有文化知識，對孩子們特別要有一個為父，為母的心，要有百般耐心。因

為前提是先做好對孩子們的輔導，為主做見證，才能更好地傳福音。現在缺

的就是這樣的同工。請你們為我們禱告。

	 婚姻我完全交托給主耶穌基督，是的，在婚姻裡也得不到完全的滿足，

完全能滿足我們的唯有主耶穌基督。

	 	 	 	 	 																雲南省聽眾來信

U盤播放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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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基牧師：
	 我有一個想法，想請您幫我把《認識聖經》的節目做

一個U盤，可以隨時播放。因為農村電腦還不普遍，老年人

也不會用，我也不會用。要他們按時聽收音機有難處，所以我

就想到用U盤。我們這裡有一種聖經播放機可以裝U盤播放U盤裡面的節目。

劉姊妹就是把 U盤放在聖經播放機裡播放其他的節目。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如果你們

那裡有這種可以播放 U盤節目的電器，就請你們也給我一個。我就不用買聖經播放機

了。好嗎？請你們給我作主。

	 我知道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靈方能成事。神要在曠野開

道路，沙漠開江河，在神沒有難成的事。我不能，神能。我一無所有，神樣樣都有。

我有這個心志到鄉下傳福音，祈求神一步一步的帶領。

	 我們這裡很多農村有教會，但人數都不多，他們也請城市裡教會負責人每個月講

一次道。搞活動吃飯有人，主日崇拜沒有好多人。這是我聽個別人說的。現在我有這

個機會，婆婆公公在鄉下，他們信耶穌，所以我想抓住這個機會。我想這也是神把這

個負擔放在我心裡，祈求神使用我。

	 牧師啊！我婆婆公公也有這麼大的年紀了，他們的小兒子在四川，女兒在湖南女

兒家帶外孫。現在我丈夫決定到鄉下陪伴父母一段時間。我真的好感恩。

	 	 	 	 	 																	 	 	 	 				雲南省聽眾來信



為醫治憐憫代求

互相代禱

一人信主，一家蒙福

	 李芳姐：你好！請李芳姐及弟兄姐妹幫

禱告，俺娘現在還是發燒，6月 23 出院到

現在好發燒，有時發燒到 38.7，吃藥就降

溫，不吃就發燒，醫生說腦梗引起發燒。由

其發燒方面，不好治，叫注意做好準備，俺

娘還在俺姐家，晚上不睡白天睡。不睡時難

受了就喊叫，腦梗、發燒、腿難受、膝蓋

以上熱，說不清怎樣難受！不能自理，因經

濟，住院 7天就回家，可能住院時間短吧！

	 李芳姐，空中教會有個張姊妹，41 歲

高位截癱，有個兒子八九歲了，丈夫有婚外

情，有了個女孩三歲，張姊妹說怎麼辦兩

難？起訴他還盼他回來照顧自己？姊妹母親

有三高現又查出子宮瘤。請代禱！

山東省聽眾來信

向天牧師：你好！
	 很高興非常快你就給我回信了。24 年前剛收聽環球

電臺節目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現在我

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感謝主，賜給我兩個活潑可

愛女兒，還有一個溫柔能幹的太太。也感謝主，現在不

只可以通過收音機收聽節目了。我前一陣子下載了一些

節目，如《天使夜未眠》，《有聲聖經》等節目，並燒

錄了光碟，隨時可以收聽，有時開車時也可以聽。最近

大陸把一些網站封了也包括環球電台，所以不好下載了。

	 我相信主之後對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變化，以後有

空我會慢慢寫信給你說說。後來我也知道了國父孫中山

先生，國母宋慶齡女士也都信仰基督教。而且孫中山先

生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年紀信主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另

外還有偉大領袖蔣先生等等。還有偉大科學家牛頓，愛

因斯坦也都信主。

	 其實，除了楊恩老師主持的《春回大地》及安琪姐

姐的《爆米花》，環球電臺的其它節目也都很好，只是

由於播出時間的關係，收聽的相對少了一點。我知道有

王靜阿姨的《快樂島》，還有方為愛牧師

的《回到聖經》，我還知道王靜阿姨和方

為愛牧師是夫妻。我此祝環球電臺的全體

工作人員平安，幸福。做出更多更好的節

目，帶領更多的人信主。

	 	 	 													福建省聽眾來信

環球電台呈獻—最新節目：「賭海贏家」以及「讀聖經學英文」
賭海贏家
廣東話福音廣播劇「賭海贏家」，給所有在賭海中的朋友，或者家人。在你覺得孤單失落時，在你覺

得不能自拔時，在你感到徬徨無助時，在你不知如何面對時，在你前路茫茫時，聽聽這個節目，希望

你能找到幫助和鼓勵！當你在賭海中，脫離賭博就是真正贏家！

讀聖經學英文
普通話節目「讀聖經學英文」，讓你透過聖經中的「愛的篇章」，學到英文字、詞以及語法的正確使

用，更能學到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與人建立長遠的親密關係。

請到 radio2care.net 隨時收聽或下載！

節  目  推  介

李芳老師：你好！
	 好長時間沒給你你資訊了，好想你！多感

謝主！聽到你說感冒好長時間，吃藥沒好，是

主醫治了你，我心向主感恩，因為你為主講道，

我也為你和環球電臺天天禱告。

	 請李老師為我信心很軟弱禱告，我胃病，

心臟不好，睡不著覺，也不能服事主了，多虧

天父沒離棄我，一直保守看顧。願主賜福環球

電臺每位老師，主內家人身心健健康康。

山東省聽眾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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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同工薪津	 $	928,335		 $	1,590,495	
強積金	 42,657		 73,380	
樓宇費用	 64,903	 105,250
事工費用	 		356,681	 1,209,134	
刊物印刷費及郵費	 13,146		 38,190	
行政費用	 48,603	 80,642	
折舊	 28,112		 48,163	
奉獻轉撥	 1,054,048	 1,243,519	
總支出	 $	2,536,484		 $	4,388,772

盈餘/(不敷)	 ($	741,643)		 ($	1,457,542)

     收入支出表 （未經審核）

財 務 資 料

	 2016.04.01	 2016.01.01
	 至	 至
	 2016.07.31	 2016.07.31
	 	
收入：	 港幣	 港幣	
奉獻	 $	959,522		 $	1,546,575	
節目製作費收入	 371,694		 582,431	
贊助費	 447,023			 778,217	
其他收入	 16,602		 24,009			
總收入	 $	1,794,841		 $	2,9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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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此回應表連同支票或存款收據寄回香港郵政總局900號信箱。信用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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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x 900, General 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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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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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法  Methods of Do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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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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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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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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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信用咭到期日或另行通知）

    Monthly donation of same amount  
 (until expiry of credit card or furthe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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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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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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環 球 電 台 動 向
 2015年底，環球電台位於關島發射塔的太陽能發電系統，第二期亦已完工，並獲得關島有關電
力部門批准使用！前後兩期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在晴朗的日子，可發出300kWh的電力，在環保及財政
上，都有極大幫助。首期發電系統在使用的一年內，共省一萬三千美元電費。未來將可集中資源，發
展更多元化事工及豐富節目內容。現正積極開展第三期系統工程，請繼續代禱記念！

1.	感謝	主﹗我們得到弟兄姊妹的信任，繼續收到就個別需要的禱告回應，並在同工早會中為所需事項
代禱。弟兄姊妹如有代禱需要請告知，讓我們繼續保持聯絡，彼此得到支持和鼓勵。

2.	請為節目部及栽培部的人事變動代禱，求	神帶領離職同工的前路，讓他們繼續為主作工，祝福更多
人，並為工作交接順利及盡快上軌道代禱。

3.	請記念節目部的將來發展，除了以往的翻譯及原創節目外，求		主帶領未來方向。盼望製作的節目能
夠引起聽眾的共鳴，使他們藉福音得著生命的改變。

4.	新網頁	www.radio2care.net	已開放，目前已上載兩個全新節目【讀聖經，學英文】及戒賭節目【賭海
贏家】，歡迎登入收聽，並請為日後節目製作代禱。

5.	本電台已為辦公室第二期更換冷氣系統籌得經費，感謝工作正在順利進行。請繼續紀念更換冷氣
後，我們的經濟需要。																																																																																															

6.	隨著十月底兩個短波節目停播後，節目部的收入減少，機構每月的基本開支更加不足支付。請繼續
在禱告中記念我們的需要，並以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請點擊網上奉獻連結或下載奉獻表格，填妥
相關資料連同支票寄回	環球電台，待銀行確認過戶金額，我們即會寄發奉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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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er Meeting                           Other (pls specif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