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五月刊

藉傳媒. 傳基督. 到地極.

曾國雄手記
第一：相信讀者們也很清楚，在過去的二十
年，加國經歷了經濟最疲弱的日子，失業率高
企，利息攀升，後來更有大量移民回流加國，
這對教會，對加國的基督教機構，絕對是信
心最大的考驗。感謝主，在當日經濟低迷的
日子，事工仍然繼續，電台節目仍按目標完成
(並沒有減產)，同工的薪津亦未有拖欠。這都
是弟兄姊妹努力支持的成果！所以除了感謝
上帝之外，也同時多謝支持我們的「有心人」，
更願上帝繼續賜福和報答您！
第二：事工不斷擴張─隨著世界局勢的轉變，
我們在過去的廿多年見證了中國政治的轉
變，以往的閉關自守，閉門造車也要因著國際
大趨勢的取向而轉向開放政策。無論是外馳
內張也好，全面開放也好，對國內同胞來說，
是給了他們一個喘息的機會。對遠東廣播來
說，也給了我們一個更有利的傳福音空間。

也是因著這原因，在服事國內同胞的事工

體，更有一班有心支持的信徒，我們怎可以說

每次正當有新同工加入的時候，我都提醒他

是印證了「聖約研讀課程」在

更有效，更有力地服事我們的同胞，所投資的

上，也屢次刷新了聽眾對節目回應的記錄。配

「不」，開展了本地福音事工已經有五年多，

們，在學習事奉的過程中，我們首要學習的，

國內的需求。

人力、財力、物力都是最重的。每年一百四十

合電腦科技的應用，以致網上廣播、
「峰煙廣

除了在溫埠的兩個華語電台有福音廣播外， 便是信心功課。而筆者在過去的廿多年事奉

多萬加元的開支，佔了差不多八十萬元用在

播」、晚上直播都一一應運而生。若不是上帝

我們更供節目給夏威夷的中文電台，卡城的

經歷中，正好見證了這信心的功課是難能可

「我們初信主的時候在林獻

中國廣播事工上。明年一月有極大需要多增

的恩典，廿五年前，有誰會料到中國福音廣播

中文電台等。最近我們更製作了大量福音

貴，也是可以兌現的。其實，筆者也正是第一

羔的教會聚會，後來因為路程遙遠，決定在

一個「良友聖經學院」的「重頭節目」(因過去

可以發展到今天，能夠直接在節目中跟聽眾

光碟，免費提供給加國各華人教會，讓

個需要學習這功課的同工！感謝上

XX的地方找一間教會，想不到卻找上哭重生

聽眾回應有極大需要)，
由林為三姊妹負責。

對話的地步？在自由社會當中，這絕對算不

弟兄姊妹能以最方便和快捷的

帝，祂的信實從未叫我們失望！

教會(中國大陸流行的異端)…他們很少談聖

上是甚麼一回事，但在極權國家來說，這絕對

方法，索取到協助傳福音的資

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奇蹟！

源。過去我們送出的光碟超過

經，講道有時只分享詩歌，我坐在最後排，看

其實，全球信徒都可以在任何時刻，任何可以

後，在進入第廿五年慶典之

到他們禱告的時候不斷哭泣流淚，感到難以

上網的地方聽到我們的廣播節目(當然國內

十萬張！開始的時候，我們擔

前，讓我也在這裡答謝您對我們的禱告

接受。那裡的負責人對我說，祈禱要不停的哭

同胞也不例外)。

第三：隨著進入二千年，大量國內同胞湧入

心這樣做會成為我們應付不來

和支持！更懇請您協助我們，一同進入一

嚷，這樣上帝的心才會軟化下來，答應我們

加國，昔日的聽眾今日已成為我們的同胞、鄰

的沉重經濟負擔。但感謝神，也是在

個更具挑戰、更肯進取，更加蒙福的新的

居。利用媒體向加國華人傳福音對遠東來說

這段日子裡面，我們收到了足夠的奉獻，應

已經是責無旁貸。有廿多年向同胞廣播福音

付龐大的開支！

最

的祈求。…我感到不安，後來便決定離開這

新的網址除了可以讓你更清楚瞭解遠東的事

個異端，這負責人便恐嚇說，你們離開後，有

工外，我們更新增了一項服務，就是信徒可以

甚麼不測(不知道他指的是甚麼)，我們一概

在網上下載奉獻表格，日後更可以在網上直

不負責。」

接奉獻。

源閣，讓信徒能更容

國內信徒對聖經真理的認識很有限，而其他

網址還會經常由專人補充資料，如代禱事項，

易，
更方便可以拿到這些見證、
信徒造就、
信

參考書的供應又不多，我們希望聖經課程能

有關聚會預告，本地福音廣播節目上載，聖約

填補這空間！

神學課程等，都是網頁的重點內容，希望這網

「非常製作坊的媒

廿五年！

體資源閣」將會發放
到加拿大各華人教

的經驗，有專業設備的器材，有龐大的聽眾群

會裡。
第一個目的：就
是希望能藉這個資

遠東專題

三大重點項目

1 媒體資源閣

傳

福音的方法很多種，其中一種
最有效的「方法」，就如記載在
新約聖經裡的個案──個人述

說自已的見證。當中有遇見基督的經歷，有生
命被改變的見證等...這都叫人津津樂道，甚
至百聽不厭的。非常製作坊過去多年收集了
過百個扣人心絃的生命見證，由當事人親自
述說，當中有「當紅」藝人，也有鮮為人認識街

如頑疾得醫治，又或是病人離世與主同在，當

這光碟的第二個目的，
就是希望信徒聽後，
不
要放在書架上，
而是把它送給未信主的朋友，
以達到薪火相傳的目的。
遠東中文部從沒有
大量的儲備金，
往往要借助其它部門的相助，
才能完成其工作。
「媒體資源閣」
也是一樣，
倘
若你覺得這事工有意義的話，
我懇請您繼續

頁能把我們的關係拉得更近，讓你對我們的
倘若你對聖約課程有興趣

關心可以更直接、更清楚，以彌補「信橋」未能

的話，歡迎你到網頁瀏覽

盡錄的地方！

同時也請你為我們聖約課
程複製和分發經費代禱和

倘若你看過網頁後有甚麼意見的話，請勿吝

奉獻。

嗇賜教！

支持這事工，
好讓這些見證能繼續完成它的

事人都能跟你訴說在病中經歷上帝的平安和

使命！

同在，在信心中仰望的功課。可以說，見證就
是信徒用生命、
用眼淚、
用悲喜和恩典交織而
成的真實故事。見證不可被收藏起來，正如聖
經裡說，
「 光不可以放在斗底下」
！沒有人會
否認，見證不被傳開，便是浪費！浪費的不是
一個見證，而是浪費了上帝的恩典。

坊、鄰里。然而，他們經歷的，都源自同一能力 「 非 常 製 作 坊 」珍 惜 這 些 見 證 和 收 錄了的
之源，就是耶和華上帝。
信徒造就信息，這也是遠東廣播擁有的「財
見證有其震撼的地方，就是無論是怎樣收場，

仰研討等光碟，
作傳福音之用。

產」
！而我們也認識到，這財產不單是「遠東」
獨有的，也是屬於弟兄姊妹的，所以，這些「
財產」將會跟各教會、信徒分享，由五月開始，

2 聖約聖經研讀課程
倘若你有閱讀上一期信橋的話，你一定讀到
由郭奇弟兄撰寫有關「聖約」課程的文稿。兩
年多前，我們開始了拍攝神學課程光碟，至今
已完成了八科課程，還另有八科仍在進行修
訂中，這課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是因應
中國國內信徒對真理認識的缺乏，未信朋友
對真理信仰的無知，還加上異端的橫行無忌，
這都叫我們關注的。以下的一段見證輯錄，都

3 遠東網頁
www.febccanada.com
一個叫你眼目一新的網頁，把加拿大遠
東的事工介紹給你認識！也許你以為遠
東廣播只是眾多福音機構的其中一個，
過去五十多年來，都是「藉廣播、傳基
督、到地極」。但自往年開始，這口號已
正式改為「藉傳媒、傳基督、到地極」。
是不是遠東廣播已離開50年前的異
象呢？倘若你到我們的網頁瀏覽，你
便會發現加拿大遠東並沒有離開昔
日的異象，不單沒有離開，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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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推卻了我們第一次的邀請。但
神後來親自感動她，所以經禱告
後，神改變她的心意。
〈蔣麗萍〉，
〈江華〉，
〈麥潔文〉，

緊急禱告呼籲

為四川大地震禱告

內可以安排的，神親自為我預備
了這些藝人，分享他們生命中如
何經歷神的拯救。但神蹟仍不斷
發生，在短短兩星期內，神為我
預備了十五位藝人、商人、弟兄
姊妹作我的訪問嘉賓。鴻福堂集

Grace Hon
非常製作坊主持人。
兒童和家庭研究碩士,曾於香港
及多倫多的輔導和社會服務機
構工作。

親眼看見祢

神常常在每個信徒身上，藉著不同的事物，向我們
彰顯祂的恩典與慈愛。 非常製作坊在過去的五年
中，希望將弟兄姊妹所經歷神的保守與帶領，藉廣
播與聽眾朋友分享。

今

年 一月，本 來 帶 著
一個很興奮的心情
準備回香港，訪問

一些基督徒藝人及商人，希望能
將他們的經歷帶給溫哥華的弟
兄姊妹及朋友分享。 但在聯絡
的過程中，一切並不如想像中順
利！ 不是說不能做訪問，就是那

當信心

正往下沈的時候，想到雅各書一
章六節的經文:『只要憑著信心
求，一點不疑惑』，於是我立即向
神作了一個禱告，求神為我預備
合適的弟兄姊妹，也求神感動他
們願意接受訪問。
祈禱後，曾有一股衝動想找一些
在香港的朋友替我作
聯絡，但後來想想，我
應該憑信心等候神為
我 預 備 ，而 不 要用自
己的方法去做。
奇蹟果然出現，祈禱
後的第二天，當我回
到 遠 東 後 ，收 到〈 鄭
秀文〉願意接受加拿大遠東廣播
專訪的好消息，心裡即時說了一
句:『神呀! 多謝祢』。 知道鄭秀
文拒絕接受傳媒訪問已有一段
時間，她不願意被報章、雜誌用
她信主的事情來製造新聞，所以

道的地方來說，這類製作是必需

紛紛響應救災，各方善款物資直

的。

一 面 。遠 東 廣 播 亦 因 應 需 要 立

不同機構在危難中發揮其所長，

時作出回應，一方面製作安慰信

以致災民能在肉身上，心靈上都

息的節目，對喪失家園的災民來

得到幫助，這正是我們的職責，

說，也許是心靈蒼痛中的一滴涼

盼望上帝能繼續使用遠東的事

水吧！另方面，在電台中播放災

工，以安慰的信息來服事有需要

後72

的人，也請你繼續為同胞懇切禱

小時的醫療、衛生防預知

Wan弟

兄，
〈文千歲〉，
〈梁少芯〉等等。讓
段時間她們不在香港！

繼續上升。各基督教或慈善團體

識，由專業醫療人員負責製作。 告！

團執行董事〈司徒永富〉先生，太

非常製作坊

對國內以收音機為主要通訊渠

達災民當中，體驗了人間有情的

〈王祖藍〉等也不是我能力範圍

子參亞太區負責人Joe

四川大地震災情嚴重，死傷人數

我再一次經歷保羅在以弗所書
三章二十節所說:『神能照著運
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
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特別活動

遠東廿四週年聚餐異象分享會

的。』
最後神更奇妙地為我安排了一
個非常特別的訪問，就是香港無
線電視高層〈樂易玲〉小姐。工作
繁忙的她，竟能在我回港當天接
受訪問。樂易玲姊妹一
家十二人在幾年前南
亞海嘯中奇蹟地生還，
她 的 信 仰 不 但 影 響身
邊的家人，也對不少在

每年一度的異象分享會將在六

因為過去一年，上帝給我們的恩

張道恆牧師應邀作溫哥華餐會

月廿六日於列治文幸運海鮮酒

典是比過去這麼多年都多，無論

講員，而多倫多的聚餐將於九月

家舉行，主題是「更大的事」。遠

是聽眾回應，弟兄姊妹的支持，

舉行，講員是于力工牧師。敬請

東廣播經過了廿四年的事奉，我

節目製作量等都刷新了過去的記

留意日後報告，也懇請各弟兄姊

們十分清楚過去上帝交付的使

錄。領受了這麼多恩典，怎能不

妹預留時間，與我們一同見證上

命，所以，我們會更小心、更有效

好善用神所賜的一切，所以，我

帝的作為。

地利用資源，來成就上帝交付我

們將會更大膽創新，小心邁進務

的責任。這次聚會的重點一方面

求印證上帝交付我們的使命。所

是要向你報告過去十個月所成

以，在這餐會上，我們各同工會

就的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藉這

以信息、短片跟你介紹上帝給我

聚會向你介紹新一年度我們的

們的異象。

計劃，為甚麼要稱為更大的事？

無線電視工作的藝人
產生很大的感染力。
非常製作坊會盡快把
這些生命見證與弟兄姊妹分享。

特別報告

的節目，也可到我們網址

獨家專訪鄭秀文(Sammi)
姊妹生命見證分享CD

www.febccanada.com

歡迎弟兄姊妹索取並自由奉獻支持事工，

如果你們想重聽我們過去精彩

的非常製作坊網頁收聽。

送給未信主的親友或作短宣之用。

查詢電話：604.717.8369內線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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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室

每天
為同胞祈禱

本年度廣播主題是攀越高峰，藉廣播引導聽眾明白基督是人生終極的目標，並譬喻人
生目標為攀越之高山，鼓勵聽眾盡力追求人生之美。

山東省甄姊妹

江西省付姊妹

的時候，罪的誘惑也就更深。我

是要有愛。原來我跟家婆、小叔、 家，那個村莊上前幾年有20多位

該怎麼辦才能在屬靈的生命上

小姑相處不好關係，後來因為我

基督徒，但是因缺乏牧者引領， 試打小抄，我也是這樣。可我知

得勝？我該怎麼做才能作合乎神

和上帝的關係好起來，和他們的

加上異端進入，現在已有部分進

道這樣不榮耀神，所以這次考試

心意的兒女？現在教會很缺乏講

關係也好起來了。在和他們相處

到異端裡；還有些因長期不參加

下定決心要好好複習，通過自己

道的人，大家都希望我能做這個

時，我總想到神無條件饒恕我，

聚會，隨從了世俗，去找巫婆把

的努力把試考過。班裡有個姊妹

工作。但是每次我都想到我有很

我也要這樣饒恕他們和愛他們。 偶像接到家裡敬拜。現在，剩下

學習比我好，我就跟定她，不懂

多的罪，自己在人們眼中，離婚、

我還學會換位思考，站在他們的

的基督徒已是少而又少了。看到

就問。她考前也非常努力，考試

沒有工作等等不盡人意的條件， 立場來看事情，很多時候發現自

這種光景，我的心大大憂傷。要

時第一個交卷，這樣就可以不幫

我做神的工作會不會使神的名

己錯了。以前覺得神的標準難如

收的莊稼多，收割的人少，願神

別人作弊了。感謝主！今天我查

得不到榮耀呢？

登天，一輩子也達不到；現在感

在每一間教會裡興起工人。

詢成績，全部通過了，儘管有科只

每次當我更願意追求屬靈生命

我發現在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

安徽省衛姊妹

前 幾 天 ，我 去了我 老 公 的 外 婆

覺只要我有順服聖靈的心，立志

河南省張姊妹

以前每次考試我都好怕，周圍的
同學有的能打聽到試題，有的考

考了60分，可我還是很知足。

願甄姊妹定睛倚靠我們的主耶

尊 主 為 大 ，神 的 標 準 是 不 太 難

有 羊 無 牧 ，羊 因 無 牧 而 隨 流 失

穌基督，脫離罪的轄制，將自己

的。

去 ，是 不 少 偏 遠 貧 窮 農 村 的 境

願兩位姊妹的好行為和努力，如

像從死裡復活的人獻給神，順服

況。求主多多呼召並興起又忠心

光照在人前，使人看到基督徒的

聖靈的權柄，結出聖靈的果子， 為付姊妹感恩。願姊妹的屬靈生

又良善的僕人，去到這些地方牧

獨特和可羨慕之處，將榮耀歸予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竭力追求

命繼續在神的愛中成長，在家中

養祂的群羊，挽回迷失者，扶持

父神。請為面對沉重學習壓力的

基督為她設定的人生目標。

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引領家人歸

軟弱者，督責犯罪者，抵擋異端

肢體仰望神，特別是將要進行高

向基督。特別記念與配偶及家人

者，拯救失喪者，傳福音給窮人

考的同學，求主保守他們身、心、

等相處出現困難和衝突的肢體，

聽。

靈都健壯，時時倚靠神而得力。

求主賜他們愛心、忍耐、智慧、體
諒，以愛化恨，消除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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