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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遠東福音會的網站，容量比過往更大、更方便！已
將相關網站做連結，歡迎弟兄姊妹瀏覽並下載本會創作
的詩歌、聖經課程、廣播劇、節目內容。同時也可以透
過線上奉獻來關心支持本會的廣播事工以及將福音廣傳
中國的心志，是既安全又方便的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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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福音會總幹事｜于厚恩牧師｜

相輔相成的
      「 讀經 」？

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長，有兩大

要素，一是讀經，二是禱告。

但若能在讀經上養成伴輔以「聽聖
經」的方式來進行，將可在讀經上

有長足的進展。

許宏度博士是筆者就讀神學院

時期的希臘文老師，他於華神授課

時便常常告訴同學，要留意靈性上

的操練與成長。2023年3月他出版了

一本書《與神相交解密－六個屬靈

要訣》，由橄欖出版社出版。在第

203頁裡，他談及「屬靈經驗與每天

靈修」，我覺得很有道理，以下是

其中一段的文字：

不少信徒有每天靈修的習慣，
而靈修是跟屬靈經驗非常的相關，
所以需要在這裡討論。請讀者注
意，靈修不是查經或研經（這些太

過理性），也不是要速讀完整本的
聖經（太趕時間），而是一段透過
禱告和讀經來親近神、在神面前安
靜和默想的時間。正因信徒的靈修
主要是禱告和讀經的時間，而這兩
者正好涵蓋整個我們跟神相交或溝
通的過程：禱告是我們跟神講話，
而讀經是我們聆聽神的話語；也
因為讀經是我們在聆聽神的話語，
我們或許可以將「讀經」改為「聽
經」。為甚麼呢?因為我們有時候
會將「讀經」變成為自己一個人在
做事情，就如一個人在思考研究，
一個人在閱讀任何一本書一樣，而
「聽經」就需要兩個人在做，就如
一個人在講，另個人在聽一樣（申
六4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
們上帝是獨一的主。）……從屬靈
經驗的角度，禱告與讀經（聽經）
是相輔相成、同樣重要的。



2

遠東福音會3 - 4月感恩與代禱
1. 2023年3月4日起每週六正式推出《河馬教授說故事》Podcast，主講者為台

大張文亮教授，張老師的談笑風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總能讓人
眼睛為之一亮，歡迎收聽與推廣由張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馬教授說故事》
Podcast，其影音部分也將於遠東YouTube頻道（遠東良友）中同步播出。

2. 本會邀請謝建邦牧師，於3月10日起錄製良友聖經學院課程《自然佈道法》30

課，請為這課程的錄製及播出代禱，尤其如今中國在傳福音的困境上需要突
破，盼此課程能幫助信徒領袖，於個人佈道上有所啟發。謝建邦博士是西南浸
信會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學博士（宣教與
佈道）。自1989 年起在美國休士頓、達拉斯等地牧會，並參與宣教佈道事奉20

多年，足跡遍及台灣、中國、韓國、東南亞、紐西蘭、中南美洲、歐洲等地。
翻譯有《釋經講道七階》、《重現神的聲音》、《福音性信息的釋經講道要
訣》等重要書籍。

3. 本會3月起邀請八方整合社企創辦人朱建平老師，錄製《幸福學》30課、《有關
係就沒關係》Podcast以及《說說唱唱》Podcast三個節目。朱老師的學歷為台
灣教牧心理研究院教牧諮商碩士、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政治大學企

遠東福音會是一藉著「聲音」

傳揚福音的機構，我們除了在網站及

手機應用程式上，有資深播音員閻大

衛所讀的《和合本》新舊約有聲聖

經、《環球聖經譯本》新約有聲聖經

之外。今年三月，我們也與台灣聖經

公會合作，四月開始，邀請李英立弟

兄（好消息電視台大衛鮑森的專屬

配音員）錄製《現代中文譯本2019

版》有聲聖經，這版本是目前最新版

本的《現代中文譯本》之修訂版。我

個人過去在讀經上，已是以聽經伴隨

讀經的方式來靈修與研經，盼您也能

試試看。也請您為我們禱告，盼這深

入淺出、淺顯易懂的聖經譯本，能儘

快錄製完成，幫助華人信徒在靈修與

讀經上，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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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學系、台北工專電機工程畢業，他也是國際親密之旅認證的帶領人，其
著作《幸福的關鍵思維》於去年2022年底由校園出版社出版。請為朱老師的課
程及節目之預備和錄製代禱，願這實踐與輔導課程及節目，能使良友聖經學院
之學員和一般受眾受益。

4. 本會4月起邀請華神推廣教育這方面的專家李力輝老師，錄製《青少年的發展與輔
導》30課。李老師是華神教牧輔導碩士，也是i-family家庭教育平台特約講師及陪談
員、教會青少年輔導、學校校園親職與子職講座講員。請為力輝老師的備課代禱與
錄音代禱，盼這課程能幫助華人教會有智慧及技巧來面對教會年輕人流失之問題。

5. 本會夏樂老師於今年第一季需錄製良友聖經學院《箴言》30課，請為夏樂老師的備
課及節目錄製代禱，盼這課程，都能讓弟兄姊妹透過箴言，在生命與生活中能被神
深深扎根與健康地成長。夏樂老師於上一季錄製的舊約《摩西五經》也已完成，並
已於3月1日開始播出，邀請您可上遠東網站收聽。

6. 4月起，本會與台灣聖經公會合作，邀請李英立弟兄（大衛鮑森之配音員）錄製《現
代中文譯本》2019修訂版，盼這信達雅版本的有聲聖經，能順利完成錄製，並提供
給華人聆聽使用。

7. 台灣遠東在菲律賓及韓國的電台電費調漲，每月廣播電費增加為3300美元，請為所
需之廣播電費代禱，目前我們於韓國首爾機場附近的Daebu Island之益友二台發射
站，為20萬瓦特的電台，以中波1188千赫涵蓋中國華東沿海一帶，收訊非常清楚，
為此感恩。

8. 為因應香港之局勢變化，整體遠東之中文事工所需人力資源，如後製、資管等工程
人員，需分散至台灣，以因應未來可能之變化，請為台灣遠東在局勢的風浪中，能
成為整體遠東傳播宣教事工上的幫助。

奉獻支持我們遠東所有Podcast節目遠東所有臉書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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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

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耶利米書17:7-8）

聖經中講到的成長，有一個可見的圖像，那就是植物，或者是樹木、

甚至是農作物，成長從長時間看就可看見其壯闊的生命力，並且會有成果出

現，不論是長新葉、開花、或者結果子。

經文告訴我們，這棵是樹，不是荊棘，種下的是荊棘，那麼它就不會結

果，也不會長成大樹。

種下什麼種子，就會長什麼出來。從生命的成長來看，如果我順著聖靈

撒種，就是在打造歷久彌新的生命，大衛鮑森牧師曾說：「聖靈裡的生命刻

劃長存，這是可以帶進永恆裡的。」如果我順著聖靈撒種，生命也就愈發長

大成熟，我也愈能夠享受生命的品質，那就是聖靈裡真正的生命。

一、所種下的是什麼？

像一棵樹
◎ 本會節目部副主任/許金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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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情慾撒種，就是迎合它、縱容它、挑動它，不把它釘在十字架上。

所撒的種子大部分是思想和行為。每一次我們容許心裡種下有怨恨的思想、

不潔的幻想、惡毒的心腸、忌妒的想法、驕傲的態度、自卑的情結、懶散的

心態，都是順著情慾撒種。每一次看污穢的東西，每一次為自己找藉口逃避

責任、每一次冒著失去自制力的危險做某些事，都是順著肉體撒種。若基督

徒天天順著情慾撒種，就無需詫異自己為何沒有聖潔的收成，為什麼沒有結

果子的跡象。

審視自己的內心，你會發現，很多很棒的理由、行為，常常背後的動

機卻是自我中心。我們必須要願意進一步去挖掘我們的內心，那顆在內心埋

下的種子是甚麼？我們很容易自己欺騙自己，或者忽略逃避我們內心真正的

想法與動機，但這些種下的動機與想法，卻有可能阻礙了你我與神之間的關

係。

栽於水旁，也就是說這樹是種在靠近水源的地方，靠近它生命得以維繫

的地方。水對植物生存、生長的作用相當的重要，尤其是樹木。

二、種在哪裡？ 

www.feearadio.ne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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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構成生命的基礎之一，而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就是你我生命的

活水泉源，正如樹離開了水就不能活，我們也是。

這棵樹不僅是栽於水旁，還是「在河邊扎根」，它緊靠著乾淨的河水，

並且往下扎根。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要成長，就好像這棵在溪水邊向下扎根的

樹一般。不是種在正確的位置就好，還要繼續的深入扎根。

神就是我們的活水泉源，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引導我們明白、認識神

的話，也提醒我們每日的供應都是來自神，我們的活水泉源。唯有活水才能

解人心靈的飢渴，使我們的生命成長。

我們要知道自己種下的種子應該要是成長的大樹。在信仰的路程中，

我們立定心志要跟隨主，但我們的肉體卻不一定想要跟隨，這肉體指的不是

看得見的身體，而是指一切積極或者是消極想要遠離神的心，積極是我們做

了冒犯神、得罪神的事情，消極則是我們不去做神要我們去做的事情。若沒

有聖靈的幫助，使我們想起神的話，我們很容易會按著自己的意思而行。但

是當我們按著神的旨意去行，飲用聖靈的活水，靈命就會成長，遠離該遠離

的，專注該專注的，這就是屬靈的操練。

 

成長之路，你種下了種子、並且吸取乾淨的水，也向下扎根，漸漸地成

三、成長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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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那麼會發生甚麼事情呢？答案竟然是，你會遇到困難。神經常使用人際
關係上的困難、環境上的困難，來煉淨和培養我們。如果你希望長大成熟，

那麼勢必會經歷被揭露、破碎的過程。

對於需要水的樹，炎熱的到來是一種挑戰，炎熱就像是我們生命中突

發、突然遇到的事件，使我們頓時跌到谷底，但是當我們明白，這是成長會
經歷的路程，我們並非沒有倚靠，就不會懼怕了。

耶穌替我們勝過了這些苦難，以及死亡、與神的隔絕，祂與我們同受

苦，並且祂受的苦更多，祂替我們付上了罪的代價，祂告訴我們不要怕，可

以放心，因為祂勝過了世界。

我們的本性害怕痛苦，我們不想要忍受痛苦，尤其當這痛苦是要我們面

對內心的景況時，這代表著我們要承認自己的無助感，

無能為力。但若我們不想依靠神，我們就會選擇

兩種方式:逃避或靠自己去解決，也許解決了外

在的問題，卻助長了我們的驕傲，因為這

是我做到的，但解決不了我們的內在，因

為我們仍舊處在罪的景況中。

神要塑造信徒生命的成長，那麼信徒

就會遇到苦難，這不一定是指你會遇到重大

事故，而是指你內心面對的罪的苦楚。魔鬼

www.feearadio.ne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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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你的罪，為了要控告你；但神揭露你的罪，是為了要醫治你。耶穌來就

是要處理我們罪的問題，因為這也是阻礙我們與神之間信任關係的主因，使

我們無法向上成長的原因。

很多時候我們看自己比看神還要大很多，以至於我們面對困難時，就停

滯了，甚至後退，可是神不要我們這樣，他要我們長大成熟，成長茁壯，成

為屬神的精兵、忠心的僕人，不是屬靈的嬰孩、懶惰的僕人。

樹遇到炎熱來到不懼怕，因為它就種在溪水旁，所以不怕沒有水喝，不

僅如此，它還能維持青翠的綠葉。生命的成長之路，如果知道突發事件無法

阻擋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那麼我們就有信心維持下去，因為屬靈生命的成

長，是由信心開始，而我們也必須要有一些必要的行動，繼續應用那原本已

經有的信心。起初的信心是神所賜給我們，但信心的持續卻需要我們和神的

關係更加深入。

在成長之路上，除了短時間所遇到的困難，還有

長時間的挑戰。乾旱之年，這是長時間所遇到的艱困
環境，鍾馬田牧師說:「靈命生活得勝的關鍵在於

如何控制『自我』。」這控制是指你如何用神的

話，對你自己的內心說話。

你必須勇敢地對自己的內心說，神是怎麼樣

的一位神、神的應許是甚麼。神准許一些苦難發生在我們的

生活中，神允許風暴在我們的生命中出現，風暴的源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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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是罪，他人或自己犯罪，以及墮落世界帶來的毀壞，這些衝擊你我的生

活，而且是你生命中的乾旱之年。可是神允許這些風暴，不代表神創造這些

風暴，這些風暴所帶來的影響，並不是神原本的心意，但祂可以使用這些風

暴來試煉我們，試煉我們的信心在哪裡，我們的屬靈生命成長到哪裡，我們

到底信任神多少？我們和祂的關係有多穩固？

苦難考驗我們是否真的信靠上帝，我們也許會受到許多衝擊，也許是別

人的罪使我痛苦，我的罪使我痛苦，世界的毀壞使我痛苦，但這一切都不能

阻礙我與神之間的關係。耶穌基督，祂自己先為我們背負最大的痛苦，祂被

羞辱、被藐視、被嘲諷、被厭棄、被鞭打、釘在十字架上受死，為我們承擔

與神隔絕的絕望，好叫我們可以因著信靠祂而無須掛慮，祂承擔了最重的痛

苦，而祂得勝了，並且祂說，我們也要像祂。

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然維持著青翠，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

還結果不止。持續的信心是一種行動，並且需要經過操練，而且會有好的改

變，證實他確實是屬靈的人，並且真的邁向成熟、結出聖靈的果子。

結出聖靈的果子，我們需要謙卑與信心，想到神多於想到自己，當你想

到自己時，不是為了捍衛自己，而是為了被神觸摸潔淨，被改變而成長。

一棵樹既然栽在溪水旁，並且向下扎根，那麼它就應該按時候結果子。

四、成長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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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棵樹指出了我們信徒外在和內在的回應，所呈現的成長是內外兼具的，不

懼怕、毫無掛慮，這是我們內心的樣貌，是從內而發的，旁人看得出來；扎

根、結果不止，是外在行為的改變，也是旁人可以看出來的。

        
 

我們要如何成長呢？要倚靠神，並且以祂為可靠的，我們屬靈生命的成

長，有兩件事情是我們必須要做的，第一個是交託的行動，也就是倚靠，第

二個是信靠的態度，也就是以為可靠的。這不僅是理性上的知道，還有經驗

上的體會，以及心態上的調整。

神學家斯托得說:「教會是信仰的團契，是學習神的道之群體，也是詮釋

神話語的團體。」我們的屬靈的生命要成長，就必須得在主內的團體中互相

扶持成長，我們要在團體中使自己被建造，也在當中學習彼此相愛，使我們

能夠更多倚靠神，在這條成長之路上，屬靈同伴會幫助你成長。

鼓勵在你的家中建立家庭祭壇，可以一起唱詩歌、禱告、查經、分享彼

此的信仰生活，一同認識神、一同倚靠神、也一同見證神、彼此督促，而這

所帶來的福分，首先影響的就是你們之間的關係。

經常檢視我們私下生活的心思意念，把這心思意念帶到神面前，要知

道，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為了將來天上的生活作預備的。我們相信神的

五、我們要如何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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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不是嘴巴說說，而是我們的心思意念真的相信神；以神為可靠的，是一

個持續性的心態，是我們基督徒在世上一輩子都要學習與經歷的。相信祂的

話，不論是應許，或者是有關於末日的事情。應許是為了要叫我們放心，警

告是為了要叫我們有所預備，不會驚慌失措，因為神已經告訴我們了。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種倍增的過程與前進的生命，它不是靜止的狀態，邁

向成聖、成長的路程，不是馬上就會達到，但在這條成長之路，有一件真實

的事會發生，那就是你會愈來愈看見自己是多麼需要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

就像樹需要水，我們會愈發看見原來我們多麼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耶穌的

赦罪。信心的生活對象是主自己，我們就不會是荊棘，而是大樹，根部得到

營養、葉子青翠健康，最終得以結果。

神的話直到現在仍然有效，也許成長之路很緩慢，但我們仍可以持守信

心，成長茁壯，因著倚靠聖靈、以主耶穌基督為可靠的，有交託的行動、有

信靠的態度，最後得著神豐盛的福分。像一棵樹，栽在水旁，因著依靠神而

不怕炎熱，反而結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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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中我不曾經歷過自身什麼

翻天覆地的轉變，但在成長過程裡也

遇見過不少令人挫折或感到破碎、失

望的事，在這些事情中，神的恩典不

曾離開，我才能慢慢掙扎著走過來，

也許還有很多正在經歷的困難，不

過，過去所有的經歷都是我的確據，

深信主依然會帶領我渡過在我眼前的

這些風浪。

去年從大學畢業之後，進到了一

間因應某社會議題誕生的社會企業中

工作，學到了很多未曾接觸過的知

生在傳統信仰家庭的我，每次

想到被帶進教會的過去都覺得不可思

議。當時因為轉學到新的學校，報到

的第一天在教務處，遇到了也與我一

樣轉學來的新生，一問之下我們竟是

同班同學，所以結識了在新環境中的

第一位朋友。後來朋友邀請我到教會

的課輔班，我就一直從課輔班待到帶

課輔班，從兒主待到帶兒主，直到現

在，已經過去了12年。那位同學後

來再度搬家，也已經不在這教會聚

會，所以每每想到能在那時進到教

會，都覺得上帝的帶領很奇妙。

  遇見神，
是神所賜的大恩

  感謝神，
開啟新的大門

12

新進同工見證
◎ 李聿涵姊妹/本會網管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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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遠東其實已經將近十個月

的時間，因為媒體工作需要與時俱

進，故我也陸續接手許多新的事務。

特別網管等工作非常細節，遠東各式

節目的傳播管道也非常多元，許多細

節需要注意，也要負後端比較大的責

任。面對事奉工作的承擔，我雖有那

麼一點擔心，不過我相信上帝深知我

的需要，祂必賜下夠用的恩典能力，

使我在祂所要我們去完成的使命裡，

過關斬將；祂亦必賜下雲柱火柱，在

所行的路上定會有亮光指引。

也非常感恩在遠東遇到的同工

們都是溫柔又良善的，所有提出的問

題都會得到耐心地回應，心中的不安

和生命的不足也都可以被愛包容，就

像那位始終帶領我們往前走的上帝一

樣，永遠良善，全然是愛。

  倚靠神，
經歷豐盛大能

13www.feearadio.net

識，也被拓展了許多視野。但後來因

為一些因素，我提出辭呈，盼人生能

有所調整。就在此時，上帝預備了一

個特別的機會，讓我來到遠東福音

會。起初我並未非常明確知道如何貢

獻己力於此，但我有一顆願意事奉

主的心志。與主管們聊過之後，知道

了遠東除了使用傳統媒體外，也全力

在發展各式新媒體之頻道，使造就人

的節目能有更多機會被聽見，用能接

觸更多人的方式、媒體去傳福音。所

以，我答應了這個具挑戰性與意義性

的邀請，加入遠東。

後來想想，其實我早已是這個領

域的「受眾」，自己本身喜歡聽廣播

和Podcast節目，深知廣播是陪伴性

很強的媒體，能傳遞許多能量和價值

觀，這些都是我自己曾經感受到的。

如今有個機會可以參與到這樣的事

奉，尤其還是傳福音的事工，讓我覺

得很值得為之付出，於是我非常喜樂

地走進了上帝預備的這扇新的大門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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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聽了電台節目，心中有許多波動，是我因爲勝不過試探。很多時候，

我都有一種離開了神的感覺。但是我突然在想，離開了神爲我們預備的道路就

是離開神，那神爲我們預備的道路具體又是什麽呢？每個人都不一樣嗎？其

次，我在想，身爲一名大學生，我打算安排每天晚上睡覺前玩一會遊戲，但在

下載遊戲的時候內心有點惶恐，爲此把遊戲下了又删，删了又下好多次，遊戲

仍在我手機裏。直到今天聽到你們的講道，讓我覺得，是不是我在消滅聖靈的

感動？我是不是被自己的私欲誘惑了？」（許姊妹）

代禱：賜人智慧的主，求祢打開許姊妹的心竅，能明白真理的要義，清楚主的

帶領，能活出信仰的真自由，不做律法主義者，求主引導許姊妹，明白信仰不

是規條。

    「自己的婚姻關係裏有很多的矛盾，我跟他容易吵架，他經常發脾氣，本

來他就不會經營婚姻關係。因爲疫情，很長時間沒有去他那裡，現在我的態度

是，把自己照顧好，工作做好，實在不能兼顧他那邊了。如果他還是做對不起

我的事，我肯定會跟他離婚的。對他很失望，我也希望能把關係經營好，但是

感覺自己付出的太多了，他又自私，我真的覺得這段關係，很難改善的。」

（李姊妹）

代禱：改變人心的主，求祢感動李姊妹更多的看到丈夫的好處，放下自我，坦

誠分享感受，在基督裏學習愛，重新建立和諧的婚姻，願主也感動她的丈夫懂

得關愛妻子。

很難改善

信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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