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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同工

   田淑珍田淑珍
        2021 年 11 月 29 日

 一九七八年香港環球電台開展事工，一直由宣教士領導，從創始人威廉馬奧 Bill Mial，到卜樂仁

牧師 Rev John Buerer 和樂威廉牧師 Rev William Ury，到一九九一年棒子就交到華人手裡，由黃少炳牧

師承接。一九九六年慶祝華人接棒五週年，可是上主要把黃牧師召返天家，他於一九九七年不得不撒手而去。

 往後的十六年間，經歷了只有代總幹事和行政小組負責人的歲月，也有國際環球的地區領導多年來伸出

援手，香港董事局成員也來幫忙，此起彼落地承接這棒子。

 到了二零一三年，鄺偉文博士獲聘正式出任總幹事，他於二零一六年辭任後，由盧敏堅弟兄受聘接續，

二零二一年七月他離職後，八月我就回來了，繼續這項華人接棒的接力賽。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已發生了時代的巨變，環球又如何呢？華人接棒三十年，我們拿甚麼到主的面前交

賬呢？ 

 作為一所華語福音廣播電台，我們的使命沒有變改，就是製作和透過大眾媒體提供節目，向所有華人群

體而最大片的是北望神州的同胞傳講福音、栽培信徒、建立領袖，使他們作主的門徒。

 為了主前交賬的那一天，無論過去走過甚麼路，我們都願意從頭做起，回到起初的呼召，重拾使命，竭

力作成交付我們的工。

 在這普天同慶主降生的日子，環球電台仝人衷心祝福各位兄姊

聖誕快樂，新年蒙恩！

總 幹 事 分 享

IG帳號Facebook 專頁 香港環球電台

12•2021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不是你們的意念，你們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

我的道路也怎樣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樣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五十五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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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幹 事 分 享

我回來了，因為聽見祢呼喚我！

您的同工

   田淑珍田淑珍
        2021 年 8 月 29 日

 2021 年 8 月 23 日，我回來了。

 三十年前的八月天，剛從大學畢業，青蔥又熱血，一腳便踏進環球，以廣播，傳福音，到中國。

 那年正值華人接棒，從宣教士手中承傳了事工，我們卻只有六年的時間，去應對香港回歸祖

國的巨變。

 當時的總幹事黃少炳牧師在完成了葛培理佈道大會執行幹事一職後加盟，在他的帶領下，我

們奮戰，打了六年卻像似三倍年日非常激烈的仗。

 那時內憂外患，短波廣播本就困難重重，還要在數年間進行分散計劃完全是挑戰極限。九七

來臨前我們做到了，在台灣、三藩巿及墨爾本分別設立了華語製作中心，加上原來的香港，四足

而立，而我負起香港地區主任一職。正當準備迎接香江回歸的歷史時刻，聖靈就在五月天釋放他

的僕人黃牧師歸去。故人別去，能不依依，我也完成時代的託付，在香港回歸的七月底離別環球。

 整整二十四年過去，時代變了，中國變了，香港變了，科技更令廣播的渠道翻天覆地，如今

各地環球都可製作華語節目並開發各種網絡播送，超越時地疆界。然而有一樣事情始終未變，是

中國大陸的聽眾依然是香港環球的負擔和責任，神依舊使用香港環球，履行對中國同胞的大使命。

 三十年寒暑，我再度歸來，實在造夢也沒想到。一個三十年前加入的人，再次「復活」，竟

有以色列經過二千五百多年後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復國之感。枯骨可以重生，成為大軍，這話

可是真的。（以西結書三十七）

 上主此時此刻再把我徵召入伍，我深知迎面的挑戰遠比當

年更大更難測想，但深信聖靈必定親自帥領，指教我們當行的

路，為我們爭戰；又深信祂必會帶領屬祂的人，一起與我們同

奔這路，打那美好的仗；而最終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和我們所

跟隨的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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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大使命初衷
  重振環球夢壯志

任風雲色變 緊跟主帶領 田淑珍田淑珍

招頌恩招頌恩

 招頌恩，昔日路德會沙崙學校副校長，退休後於九六年加入環球服侍，本台仝人均尊

稱他為「招校」，直到如今。

 當年招校為本台事工推廣一員猛將，時光荏苒，今天我在闊別廿四年後重返環球，難

得他仍拔刀相助，為環球事工推而廣之，現再拜讀他的文字，仍見寶刀未老，閃閃生輝。

 最難忘是招校為前總幹事黃少炳牧師接任五週年分享文章起的標題：「鐵肩挑重任．

碧血締銀勳」，道盡箇中的沉重和血淚，多年後仍未能忘懷。

 今年正值香港環球電台華人接棒三十週年，世事己翻了許多翻，我回來了，招校仍活

在世上，這個物非人是，教人感慨又感恩。

 管世事滄桑變化，深信呼召我們的主是永遠信實，祂所懷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任

風雲色變，緊跟主帶領便是。

 主於五一年拯救了我，自此便知大使命的責無旁

貸，此後四十年來也盡了綿力，亦有可觀成效。

 及至九五年，獲路德會沙崙學校舊同工黃少炳推

介，認識環球電台的廣播事工，是無遠弗屆的，喚醒同

胞無數。

 翌年應邀加入侍奉，更知國內急需福音信息，且

反應極佳，而黃少炳牧師壯志凌雲，更獲眾教會鼎力相

助，會務蒸蒸日上，獨惜天不假以年，九七主懷安息。

 其後廿多年物是人非，時移世易，如今環球受限，

人財皆困，幸得以往英明領導田女士回巢主政，盼我同

道，一本宣道熱忱，愛護環球初心，戮力支援，使「一

分鐘廣播，十四億人蒙恩」，阿們！



環球支持者環球支持者
        ——給新任總幹事的話給新任總幹事的話

多謝總幹事親自打電話來！又看到最新消息……常常為環球事工、同工禱

告代求謝恩！ (2021.9.13) 在禱告中記念總幹事分享……祈求耶和華以勒

的上帝賜下充足資源，使福音事工順利進行，可以供應靈糧給國內飢渴的

聽眾，眾同工配搭興旺福音……(2021.9.20) 為總幹事分享的最新消息內

容禱告，天父上帝賜福 TWR-HK 弟兄姐妹手所作的…… (2021.9.27)

許恩惠姑娘—前環球電台潮語節目導播

感謝神，田傳道成為環球總幹事，求主賜福給她，

適應新的事奉崗位，與你們一起同心事奉，將福音

帶給更多未信的人，榮耀歸主。(2021.8.30)

梁姊妹—支持者

感謝主，你們有了總幹事！

願主祝福你們的事工，傳福

音給萬民聽。(2021.8.30)

白耀華姊妹—漢語聖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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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總幹事上任後透過短信、電郵等方式收到眾多同道
和各方友好的鼓勵，包括環球電台國際大家庭的成員、福音
廣播的友好、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同工等等，不能盡錄，
謹此致謝。）

1. 已承接國際環球男人事工其中《勇士，興起！》（Every Man A Warrior）的節目翻譯和
 製作，預計明年三月底在短波啟播，每週十五分鐘，由兩位資深廣播人弟兄作雙主播，
 針對內地弟兄的需要，作全面的信仰支援。

2. 來年節目正籌備中，有男士預工與福音性節目、信徒靈修、並栽培及訓練節
目，全部為香港環球自家製節目，需自籌資金。

3. 環球短波廣播 2021.10.30-2022.3.26 的時間表已經出台，掃瞄此碼可直接
到本會網頁下載。

4. 資訊科技公司擬出需更換電腦硬件及相關器材名
單，電腦預算約 41,000 元，後備伺服器約 23,000
元，包括安裝及服務費，合共 64,000 元。

5. 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本台財政年度截止日，現準備製
作 2021 年度財政報告。

6. 每週末臉書專頁、IG 及本台網頁都會張貼總幹事
分享，可到本刊頭版頂部掃瞄 QR code 進入。 

謝謝分享，願主恩領 ( 總幹事履新 )。

(2021.8.30)

紓靈姊妹—節目部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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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平安！想起大哥您，心裡就湧起從主耶穌而來的盼望、喜樂和平安。大哥您八十五

歲了，為主離開舒適區，選擇回鄉獨居而安貧若素，敬虔知足又常喜樂，可處境又像極了以

斯帖記中處於死亡幽谷的末底改。

										 天父恩典，得學長幫忙，最近咱們又聯繫上了，您竟跟我說：「此前我憑血氣行事，得

罪了你，也得罪了神。聖靈督責我，這裡我向你求饒恕。」我田華是誰？竟蒙前輩大哥您如

此厚愛！

										 大哥，神記念您們前輩所做的。《環球之聲》2021 年 5月版「聽眾來信」欄目內蒙王

弟兄說：「過去大約十多年前，那時候還是收音機，我常聽孫大忠、周廣亮、鄭春雨……等

牧師講道，難忘的回憶……」

										 說到以斯帖記的末底改，他真不容易。本是猶太人，國破家亡，寄居波斯書珊城，不能

用他希伯來文的本名，而末底改（Mordecai）此名，是從巴比倫神祇瑪爾杜克（Marduk）

之名衍生出來。他撫養叔叔的女兒即堂妹哈大沙，因她無父無母便收她為自己的女兒。哈大

沙要放棄這個猶太名字，改稱以斯帖，是波斯語，詞義為「一顆星」；而末底改的詞義為「微

小的人」。兩人只求「茍存性命於亂世」。

									【後事如何，下期再續……】

田 華， 環 球 電 台

《馬其頓的呼聲》

節目主播；鄭春雨

牧師，昔日節目監

製和主播，專做信

徒栽培及領袖訓練

節目，最廣為人知

的有《面對自我》。

田華田華

林鵬牧師，環球電台支持

者，內地出生成長受教育和

接受神學訓練，牧會之餘，

鑽研唐詩宋詞，結合信仰。

男人好難？男人好難？

男人的盼望男人的盼望——遙寄鄭春雨牧師心柬遙寄鄭春雨牧師心柬

林鵬牧師林鵬牧師

男 士 有 話 兒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你

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

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創世記三 17、19）

										 因為違背了神的命令，亞當與自己的配偶

夏娃雙雙被神逐出了風景迷人、如詩如畫的伊

甸園。「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揮手自

茲去，蕭蕭班馬鳴。」（唐．李白《送友人》）

自從之後，男人帶著女人在地上過著顛沛流

離、飄泊不定的艱苦生活。男人一生出於塵土，

終身勞苦，歸於塵土！

											 在世上，男人要贍養老人，撫養兒女，看

護妻子。男人是一家的頂樑柱，一家人生活的

重擔全落在他肩上。男人猶如身陷囹圄而痛苦

掙扎的困獸，在打拚前程的路上踽踽獨行。

									【精彩內容，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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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眾
來
信

我儿子就要听广播音，微信播放
不稳定，我要怎么能听到呢？他
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要听，
因为他有情绪困扰，在校被欺
凌，他每晚要听了广播才能安
睡，现在我很着急，求主预备。

••韩国姑娘韩国姑娘  吉林省吉林省

我是潮汕人，今年 87 岁，由于孤独年老，最近又摔坏
了腿，不能自由行走，心情极度恶劣，主内姐妹来探
访，送来播放器，听到潮语福音节目，非常甘甜，心情
开朗，不再计较，我从福音中得到感想，得到鼓励，看
到前面有希望，感谢上帝，感谢许老师，许天使。

••林弟兄 广东省林弟兄 广东省

谢谢麦基牧师！在《认识圣经》
节目里我认识了您！我是一个身
在美国的华人，2010 年因着肝癌
和肝移植……感谢主，把麦基牧
师送到我的生命中，带我认识圣
经，认识主！ （编按：《认识
圣经》是本台从前的翻译节目，
出自 Thru the Bible Dr McGee 的
圣经教导。）

••美国姊妹美国姊妹

因为现在政府不允许校外培训机构补文化课，处境非常艰难。
我从 7 月 12 日开始就没有通知上班。请你们为我的工作祷告，
求主为我开路，为我预备合适的孩子，赐我智慧，让我来教导
他们。我相信主会带领我走前面的路，相信主定会供给我所用
所需，让我一无所缺！

••陈弟兄陈弟兄  云南省云南省

在三十多年以前，谢汉老师在环球电台主持的《春回大地》
节目里，谢汉老师带领我，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自
从信了主以后，我心里感受到了，主耶稣用他的大爱救恩带
领我行善，不要做恶。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听环球电台的福
音节目，环球电台的福音节目伴随我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
中断过。感谢环球电台福音节目传播，主耶稣基督真理救恩！

••刘弟兄 内蒙古刘弟兄 内蒙古

内地补课 内地补课 
工作新规条工作新规条
处境艰难处境艰难

福音广播  无远弗届  跨越时空福音广播  无远弗届  跨越时空

自己是独子，因为妈妈的疾病，爸爸中风失能后不太
乖，也需要人照顾，经济上捉襟见肘，生活上心力交
瘁。第二个方面是工作上，单位新来的 90 后跃跃欲试，
总想取代 80 后，职场上的倦怠和厌倦很强烈，我中学
时成绩不好，未能如愿进入医学院，看到现在的内卷
形势，想躺平却都不行。第三个是婚恋方面，家人身
体不好，催婚，没有对象，婚恋上也很挫败。

••雅弟兄雅弟兄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

男人之苦  少年郎  白发翁  有主光照男人之苦  少年郎  白发翁  有主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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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行政人員：

˙ 大學或相等學歷，管理能力，統籌節目，社交
 媒體操作；
˙ 中英兩文三語，中英文電腦操作。

事工幹事：

˙ 大專或相等學歷，受神學訓練更佳，行政能力；
˙ 事工推廣文書及出版支援，資料存檔，社交媒體
 操作；
˙ 有禮，細心，服侍態度，對外聯絡；
˙ 中英文電腦操作，英語文書溝通，懂普通話。

能獨立工作、有分析能力、責任感兼主動之有意者，請以書函附履歷及期望薪酬電郵至
twrhkhr@gmail.com，非有異象使命、恩賜能力、信心勇氣者，勿擾。（只招聘用）

我没有再到外要打工了，
我回家照顾家庭，我与妻
子关系已经改善，我自己
被主打磨生命，感谢主的
赏赐，刚生了一个女儿。

••张弟兄张弟兄  湖北洲湖北洲

我活在孤单中，只能在祷告里活，
我一人生活，近期连礼拜也未能参
加，只能一个人在家听播放讲道。

••任弟兄任弟兄  山西省山西省

今天的节目，我听完两遍，我愿意改变自
己，依靠神，我也是年老的人了，最后的时
光确实难过，再难也要珍惜最后这段时间，
因为按肉体来说要和亲人永别了，快了，求
主光照带领我。

••胡弟兄胡弟兄    吉林省吉林省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耶稣基督对我的恩惠，你们是我亲爱
的家人们，如果没有电台其实我在那个非常的时期，我
就真的死了，我爱你们，真心真意的爱你们，我已经不
再醉酒了，吸烟也戒掉了，也没有找女人了，现在要努
力工作生活。

我已经人到中年了，还是一事无成，也没有甚么本事，
在过去的日子里，因为喝酒醉酒之后，浪费了父母留下
的所有财产金钱，现在只能做这种社会上低下的工作了，
洗碗养活自己，像我这样的罪人，满了罪孽，感谢神，
还有主爱我。

••段弟兄段弟兄  河北省河北省

招聘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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