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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弟兄姊妹，平安。新年蒙福！

	 種植並非我的喜好，但家裡還是有一些小盆栽。太太

和孩子們定時給它們灌溉，又不時加點泥土和施肥。他們

的舉措對植物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但我卻發現自己仍無

法完全掌握這些盆栽的成長。它們的成長背後有着一股我

們不可操控的因素。這提醒我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

5至9節的教導。

	 對人的屬靈生命來說，上帝就是這股「成長因素」。

不管誰栽種、誰澆灌，神才是生命成長的根源。個人靈

命的長進往往不是按我們的計劃或進度來進行，然而又不

時為我們帶來驚喜。本期通訊刊載了一位國內老姊妹的見

證。她在九十年代因無意中收聽了環球電台的福音廣播而

信主。雖然她歸主後的人生路並非平坦，但上帝卻祝福

她，賜她愛主的下一代。今天，她的女兒和女婿皆全時

間、忠心地服侍神。

	 對這位姊妹的靈命成長，環球電台所作的「算不得什

麼」，我們一點功勞也沒有。然而，她的故事卻能鼓勵我

們繼續忠於上帝所交托的「栽種和澆灌」工作，因知道主

會負責祂自己的「本份」。在「與神同工」的同時，我們

也需了解自身的處境。我們於2014年暑假期間進行了一

個小規模的調查，為要了解香港年青信徒使用智能電話

的習慣。所以，我們在本期也與您分享相關調查資料。

此調查結果對我們日後新事工的計劃及執行有着一定的							

參考價值。

	 同時，具體行動也不可少，否則就變成空談。電台將

於2015年推出兩項新事工。除了上期通訊已談過服侍港

澳地區及廣東省的福音戒賭廣播劇外，我們又會推出以國

內城市年青人為對象的讀聖經學英語節目。這兩個新節目

能讓我們與聽眾有更直接的互動。請為我們禱告，求上帝

使用這些新事工來令更多人歸向衪。

	 在一般情況下，「國際電

信聯盟」在協調短波頻譜上，

會分別於每年的三月及十月最

後一個禮拜日進行季節性調整。

每半年季度會以一個由A或B

再加上該年份的最後兩個數字

作為標示。所以，由2015年

3月底起的季度被稱為A15，

而十月底起的季度則是B15。

何謂 A15 及 B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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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Happy New Year!

  My family is not a plant-fan, but we do have a few potting at 
home. From time to time, my wife and kids will water them and once 
in a while, will add soil and fertilizer. However, I realize that although 
what they do is crucial to the growth of these small plants, they still 
grows at their own pace. It seems there is another growth factor which 
is beyond our control. This reminds me of Apostle Paul’s teaching in 1 
Corinthians 3:5-9.

  God is that “growth factor” in our spiritual life. No matter who 
does the planting and watering, it is God who brings about growth 
in life. Often time,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person is not 
according to our plan or schedule, and also it sometimes comes with 
surprise. In this issue, we have a testimony from an old sister in China. 
She comes to Christ and grows in Him through TWR’s Christian radio 
broadcasting since the 90s. Although her life is never an easy one, God 
has blessed her with a godly second generation. Today, her daughter 
and son-in-law are faithfully serving God in a full-time capacity.

  We surely could not claim any credit for this old sister’s spiritual 
development, but her story encourages us to keep doing well the 
“planting and watering” work that God has entrusted to us, because 
we know He will do His part. In order to do a better job, we need to 
acquir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 we are operating in. 
In the summer of 2014, we did a small-scale survey on the behavior 
in the use of smartphone among young Christians in Hong Kong. 
A brief summary of the survey result is reported in this issue. These 
finding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ou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w ministry projects.

  On the other side, we also emphasize on taking concrete actions 
of “planting and watering”. In 2015, we will launch two new programs 
to minister to specific groups of people. In last issue,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about the Gospel-based gambling rehab audio drama 
program for Hong Kong, Macau and Guangdong Province. The 
other new program is a Scripture-based English learning program for 
reaching out to young adults in China’s urban areas. Both programs will 
allow us to interact direct with the listeners. Please pray 
that these new programs will touch many lives 
for our Lord.

栽種和澆灌…

下頁續

Planting and W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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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upport these new ministry projects, we are organizing 
a fund-raising walkathon on 7th March 2015 (Saturday) at the 
Tseung Kwan O Waterfront Promenade. Other than the pleasant 
environment, we will add few fun activities to make the walk 
a joyful experience for all participants, while supporting God’s 
work. Please come joining us and bring alongside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romotional poster in this 
issue. 

  As we are approach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I wish you a 
fulfilling Year of the Goat, and look forward to a closer partnership 
with you for His Kingdom.

                     Your servant,
                          Raymond Kwong

續上頁

福 音 之 聲  天 籟 之 音
	 90年代中期，我在收聽電台的教學節目中，無意中聽到了聲調、語

音與平時熟悉的普通話廣播不同的聲音。它是那樣溫暖，那樣悅耳，其

中的內容也是幾十年來從未聽說過的。廣播的是那些非物質性的話題，

這使我更覺得神秘有興趣。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環球電台的福音廣播。正是這天外來聲改變了我的人生思維模式和價

值觀。耶穌基督的福音使我從浮躁、惆悵、煎熬中逐漸邁向平靜、淡定，繼而積極地面對坎坷人生的生活。

	 但剛開始聽廣播時，還膽怯、懷疑，甚至還認為說得多麼玄妙。因為從小受的教育即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

神鴉片；宗教是統治階級用來維護其統治的精神枷鎖；物質第一，精神第二；只有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才是真實存在		

的……”。由于長期受的是無神論教育，因而很害怕上當受騙。

	 就這樣斷斷續續地聽，反反複複地思考。後來又去教堂買了聖經，從頭至尾一遍一遍地閱讀。經過一年多的閱讀和聽廣

播後，我眼明了，心亮了。正如聖經所言	，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我堅信此時的我找到了人生真正，有意義的真諦。我

這顆剛硬、驕傲、戰栗、流浪的心終於來到主的腳前降服、敬拜。

	 後來，一位韓國牧師為我在512大地震前的一個風景區內冰涼清澈的溪水中舉行了洗禮。當晚我頭一挨枕頭，便落入沉沉

的睡眠之中。這真是奇妙啊。多年來我一直神經衰弱，有嚴重的睡眠障礙，從來沒有像那晚這樣迅速而香甜地睡過去。是主

安慰了我，澆灌了我這顆枯幹、焦渴的心靈。

	 到今日，不但是我，我的全家都得救了。奇妙的是，上帝還帶領我的女兒來到環球電台服事。我要感謝福音電台，感謝

在台裡為主作工的天使們，是你們幫助我成為上帝的子民。我要仰天大聲歌唱，哈利路亞，感謝至高神耶穌基督！		

四川省   王姊妹

	 我們將於三月七日在將軍澳海濱長廊舉辦步行籌款活

動，用以支持以上兩項新事工的經費及機構恆常費。除了

宜人的景緻外，是次大會將加插一些有趣的活動，讓參加

者能有「遇事奉於娛樂」的體驗。希望您能連同家人或朋

友一起參與，支持我們的工作。欲知詳情，請參考本期內

第3頁的海報。

	 在農曆新年臨近之際，祝您有一個充實的羊年。期望

在上帝的事工上，我們在未來一年有更緊密的伙伴合作。

	 	 	 	 	 	 			小僕

	 	 	 	 	 	 							鄺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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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做米業生意的，現在賣米人很多，米

又很便宜，所以我爸賣米生意不好做，我爸沒有小

工，有時沒有生意，我爸就在家裡休息，(就像三天

打魚，二天晒網)，有時因生意不好，在家裡發脾

氣，我也為我爸賣米生意禱告過，可是生意還是不

好。我希望你們為我爸賣米生意好起來禱告。

	 我是做發傳單的工作，發傳單工作是臨時工，

在學校門口發，最近沒有發傳單工作，心裡郁悶，

因沒有工作，父親咒罵我，我傷心，我沒有女朋

友，心裡孤單郁悶，也請為我禱告。謝謝！

浙江省：王弟兄

感謝上帝藉由電台的工作讓人認識

衪、歸向衪，並在衪裡面成長。

	 我收聽環球電台廣播從 2004 年到現

在有 10 年了，我用的是短波收音機聽過

環球電台的節目。我是通過收聽福音廣播

信了主，對我最有幫助的節目是「認識聖

經」，「天使夜未眠」等節目。

廣東省：庾弟兄

感謝神！讓雅各弟兄

在面對艱難時，對上

帝仍有信心。求神加

給他能力和勇氣，繼

續面對困境。

供應家裡的需要	

讚美上帝的工作！讓劉弟

兄的生命經歷巨大的轉

變。願弟兄繼續得着屬靈

的餵養，不斷成長。

請為王弟兄家裡的經濟需要代

禱，也為他成家立業禱告。求

神賜下平安的心給王弟兄。

	 最近聽了一期《活出美麗人生》中，向天牧

師在節目中講到了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俗世的工

作，使我收獲很多。保羅在世雖受到很多苦難、

雖下到監牢心中仍喜樂。世界很多名人都把艱辛

的工作看作一種幸福，更告訴了我們應該以何種

心態來面對世間的逼迫。我現在的情况也是很糟

糕的，但這也正是我與神親近的機會，在困苦中

應當喜樂，不看環境轉而看耶穌，要有信心和盼

望，神一定會像出埃及進迦南一樣應許我們，讓

我們得着美好奇妙見證，請為我祈禱，謝謝！

黑龍江省：雅各弟兄

保守信心和勇氣

感謝主使用

為生命改變而感恩
	 我收聽環球電台廣播已經	7年，我一向是用短波收聽你們

的節目，我最喜愛聽「面對自我」節目。

	 以前我很內向和自閉非常害怕和別人接觸，和別人也很

少交流。自從聽到你們的節目以後，我就一直聽，對我的改變

和影響非常大。我再也不怕和別人交流說話了，人也開朗了許

多。我是通過你們的廣播認識這位偉大的、慈愛的三位一體的

救主的，非常謝謝你們的廣播節目。…

																																															 			湖南省：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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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謝謝你們借着電波在華人中

的服侍。在我剛信主的時候（大概2005年），一位弟兄

向我推薦了《天使夜未眠》。我幾乎天天聽。由于我在

大陸收不到短波，一直都是從網站上下載，然後copy到

手機上。由于我每天工作都會坐1個小時以上的汽車，我

就在汽車上聽。你們的節目確實給了我很多感動，澆灌

了我的信心。感謝主，也感謝你們這群忠心的僕人。

	 由于近3年以來，大陸這邊的防火牆，已經無法連接

下載《天使夜未眠》節目，非常遺憾。如有更好的辦法

能下載到節目，請告訴我。謝謝！

																																													四川省：鄭弟兄

環球電台的全體同工：你們好！

	 非常感謝主能使我們在空中相會，你們在百忙

之中沒有忘記我這卑微的小聽眾。我雖已進入66歲

的年紀，謝謝主能借着你們的廣播，神給了我渴慕

的靈，並改變了我，堅固了我的信心。你們在主裡

的勞苦已在遍地正在開花並結出果子來。在你們的

幫助下我己踏上了這條宣教的行列，去了XX、XX

（兩個省份）的山區地方傳福音，很感恩！謝謝電

台、神，使用了這班忠心僕人的精心牧養。求主在

以後的年日裡大大使用你們，工作更有能力，和充

足的智慧拯救更多靈魂，堅固眾聖徒。

	 願主的恩常與你們同在！新年裡凡事亨通、愉

快，身體健康！

																																													河南省：東姊妹

國 際 環 球 電 台 新 動 向 及 全 球 宣 教 消 息  
1.	環球電台位于南亞的新發射站（PANI），測試階段效果非常理想。廣播範圍包括巴基斯坦及

阿富汗。在測試期內收到超過760個來電／回應（較一般情況多出數倍）。發射站現已正式

投入服務，期待可服侍該區更多未得之民。

2.	由全球「4/14之窗運動」籌辦的「亞太區青年大會」，將於2015年4月20至24日在印尼舉

行。是次會議主題為「門徒訓練的推動」。詳情請瀏覽網站http://nurturer.net。

3.	於亞洲電視播出的「天路導向」講道錄影節目，播放時間已有所更改。新時間為：國際台，

逢禮拜日早上11時至11時半；亞洲台，逢禮拜六早上9時半至10時。

4.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將於2015年3月10至14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第三屆世界華

人基督徒長者大會」。

5.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亦將於2015年10月20至22日在港舉辦	「金宣大會」，藉以推動50歲以上

（金齡人士）信徒以不同形式參與宣教服侍。

請為電台能找出不

同廣播途徑代禱，

讓聽眾能在不同的

地方，皆能收聽我

們的節目。

國內肢體領受宣教使命
為節目播放順利禱告

為上帝對東姊妹在宣教上的

呼召感恩。求神保守她的事

奉，又求神呼召更多國內信

徒參與普世宣教工作。



	 是期的節目推介是我們在2014年底剛製作完成的廣播劇佈道節目，

名為「你知道嗎？」

	 此節目為一輯60集，關於耶穌基督事跡的劇集。內容以四卷福音

書為基礎，講述由耶穌的出生至衪的被害及升天的故事，藉以讓未信

者得聞這改變生命的福音。每集長度約為七分鐘，以普通話、廣東話

及客家話播放。除於短波播出外，大家也可於以下網頁收聽：

www.nizhidaoma114.com

總論
	 智能電話是時下年輕族群用來

接收資訊的重要工具之一，這對年輕

的信徒亦然。他們有其獨特的信息接

收慣性，就是頻密，但每次的時間較

短。手機亦已變成年輕基督徒幫助自

我靈命成長的工具。然而，他們看來

亦擔心信息的可靠性，因此，可信賴

的推薦有助相關資訊的認受性。在接

收信息上，圖像看來是較受歡迎的學

習格式。

主要調查結果

	1		 按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於2009年所作的香港教
會普查，全港信徒人數中的男女比例分別為
37.7%及62.3%。

 節  目  推  介

香港青年基督徒使用手機調查

6

背景
	 香港環球電台於2014年六至八月間，以問卷方式訪問了86位參與教會聚會或活動的青年，以了解他們在

使用智能電話上的習慣，作為制定事工方向及方案的參考。

	 在86位受訪者中，男女分別為35位及51位，比例約為4:6。這跟香港教會的性別比例相若1。在年齡方面，82%受訪者介

乎16至25歲之間。小於16歲及大於25歲者均為9%。基本上，大部份受訪者是年輕一族，也正是我們調查的目標對象。

	 調查結果	 		 小結

1.	 受訪者中，35%會使用手機來瀏覽網站，61%	 年輕人普遍會選擇不用付費的途
	 會下載免費應用程式，4%會購買應用程式。	 徑來接收資訊。

2.	 85%受訪者有使用智能手機來接收基督教資訊	 年輕人較喜歡一些簡短的信息。
	 的習慣。資訊內容按量可分類為：詩歌(38%)；
	 靈修小品(32%)每日金句(22%)；信仰教導或講
	 道(8%)。	

3.	 較受歡迎的內容格式按次為：文字(47%)，照	 視覺（文字及圖像）格式看似是
	 片／圖像(21%)，聲音(17%)，錄像	(15%)。	 他們較喜歡的學習途徑。

4.	 56%受訪者會花10分鐘或以內來接收有關資	 青年人在接觸資訊上的專注力不
	 訊，而44%則超過10分鐘。	 算很長。

5.	 在瀏覽資訊的頻率方面，23%受訪者每天會瀏	 從第2及3點來看，他們較習慣頻
	 覽數次，而51%則是每天一次。而26%是每星	 密查看，但每次所花的	時間不長。
	 期一次或更少。	

6.	 43%受訪者是為了個人生命成長而查閱有關的	 信息傳遞平台的建構對年輕人選
	 信仰資訊，而22%則是因程式或網頁設計較吸	 擇接收資訊有一定的影響力。然
	 引人及方便使用。19%受訪者重視資訊來源的	 而，他們同時又重視信息內容是
	 可靠性，而信息經常更新則佔16%。	 否對其生命長進有幫助。

7.	 關於資訊來源方面，46%看重知名人士或組織	 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對年輕人
	 的推薦，33%重視朋友的推薦，13%以網上搜	 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所以他們大
	 尋為主，而依靠公眾評論的則只有8%。	 多倚靠有信譽的人和組織的推介。



財 務 資 料

     收入支出表 （未經審核）

代 禱 與 感 恩  
1.		感謝主！耶穌故事廣播劇「你知道嗎？」的廣東話版於2014年底順利完成。求神使用節目來帶領更多人

歸向衪。

2.		請紀念以戒賭為題廣東話廣播劇的籌備及製作，期望以福音來幫助有賭癮的人士及其親友脫離這惡習，

歸向神。願上帝引領整個計劃順利進行。具體製作將於2015年初開始，期望能於4或5月推出廣播。

3.		請為普通話廣播劇「得釋放」代禱，盼望這個以話劇形式表達的節目，能夠引起聽眾的共鳴，使他們藉

福音得著生命的改變。

4.		電台正計劃於上半年推出一個以英文聖經教導英語的節目，藉以接觸國內的年輕

	 	一代，讓他們得以接觸福音及聖經價值觀。

5.		我們正籌備於3月7日為新事工舉行步行籌款，請為各項申請順利批准代禱，也求		神賜我們智慧，留意

各方面的細節及預備工作禱告。

6.		請為我們的經濟需要代禱。我們預計2014年將會錄得赤字，而2015年的全年經費需約250萬元。求		上

帝藉弟兄姊妹的奉獻參與來供應事工的需要，讓更多人得着屬靈的豐盛。

	 2014.08.01	 2014.01.01
	 至	 至
	 2014.11.30	 2014.11.30
	 	
收入：	 港幣		 港幣
奉獻	 $	406,821		 $	1,672,796	
奉獻	(口語傳播事工)	 															440,754		 			1,313,801	
節目製作費收入	 															194,932		 												631,902	
贊助費	 															596,938		 												1,935,948	
其他收入	 																14,860		 						41,389	
總收入	 $	1,654,305		 $	5,595,835		
	 	 	
支出：	 	 	
同工薪津	 $	1,117,052		 $	3,516,947	
強積金	 48,067		 140,972	
樓宇費用	 61,343		 165,476	
事工費用	 339,145		 1,006,668	
刊物印刷費及郵費	 20,848		 63,256	
行政費用	 93,143		 240,149	
折舊	 39,718		 111,243	
奉獻轉撥	 139,379		 504,099	
總支出	 $	1,858,695		 $	5,748,809		
	 	 	
盈餘/(不敷)	 ($	204,390)	 ($15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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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電台乃一信心
差傳機構，您在奉
獻上的支持將直接
幫助華人福音工作
的發展，奉獻表可		
於以下網頁下載：
www.tw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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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祈禱會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urch name

Address

Theme / Topic / Nature of Sharing

Date & Time of Sharing

Event                                   Sunday Service                         Mission Event                           Fellowship Group

Prayer Meeting   Other (pls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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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傳真或寄給我們，我們收

到回應後，將盡快聯絡

您並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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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廣播

	 	 	節目表

以上節目可於網址 www.ktwr.net  

及 www.ktwr.cn  收聽，歡迎您

上網收聽並給與我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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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翻譯信件，通訊和新聞（中、英文）

2.	 翻譯廣播節目文稿（英譯中為主）和編輯

3.	 創作，編寫和審閱廣播節目文稿（節目形式多元化，

如專欄，故事，廣播劇，見證，清談節目）

4.	 播音員（普通話，廣東話）

招 募 義 工
除經濟支持外，您的一分力同樣會為電台的事工帶來巨大的幫助。

我們恆常需要義工參與以下服侍：

若您對以上事工有所感動，又或您在其他方面可作出幫助，請致電2780 8336與黃姊妹聯絡。

5.	 書寫信封地址（簡體字）

6.	 協助處理大量郵寄通訊

7.	 平面設計

8.	 網頁設計及資訊科技支援

9.	 廣播節目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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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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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Email：info@twr.org.hk

環 球 電 台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Trans World Radio Hong Kong Ltd.

www.twr.org.hk/schedul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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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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nizhidaoma11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