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焦點 GOOD FOCUS

第五個神蹟

GOODTV 全面進入新媒體
撰文◎傅筱琁 攝影◎賴竹山

相

信大家都有這種經驗，走進餐廳、捷運站，總
會看見許多人低著頭滑手機；有人說，現代人
出門最擔心的不是忘了帶錢，而是沒帶手機。

沒帶錢，可以透過手機支付費用，但沒帶到手機，恐怕
會令許多人一整天都感到焦慮。
隨著科技快速進展，通路紛紛成立，新媒體早已迅速
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身為傳統媒體的 GOOD TV 也難置
身事外，我們經歷了開台以來最大的挑戰。
但感謝主，經過幾年的摸索與整合，在上帝的恩典帶

沒有數位化建台，就沒有新媒體宣教
曾國生執行長說，GOOD TV 媒體宣教的異象，就是透
過最有影響力的媒體通路，廣傳福音。GOOD TV 開台 19
年來一路都是神蹟。第一項神蹟是財務上經歷神信實的
供應；第二項神蹟是 GOOD TV 於 2005 年定頻有線電視
15 台；第三項神蹟是在上帝帶領下於全球擴張境界，在
北美、中國、東南亞、印尼等地有廣大觀眾群；第四項
神蹟則是於 2008 年金融風暴中建台，並於 2012 年啟用。

領下，GOOD TV 有了初步的成果。二月份 GOOD TV 分

而進入新媒體，可說是 GOOD TV 經歷的第五項神蹟。

別在高雄大八大飯店及台北王朝大酒店，各舉辦一場「新

建台前 GOOD TV 的器材多是租用，由於建台全面購置數

媒體發表 - 恩典分享之夜」。會中由 GOOD TV 執行長曾

位化設備，又時值媒體產業類比轉數位化時期，此關鍵

國生宣佈，2017 年 GOOD TV 將全面進入新媒體，並鄭

升級不僅未損失換購器材的費用，反而使得 GOOD TV 成

重推出新版《GOOD TV》App。他說：「它是目前行動收

為當時全台第一個，全面數位化的電視台，彷彿一下子

視的潮流，也是我內心很多感動，化為具體行動的實現，

從後段班躍身到前段班―無帶化、數位化、高畫質更是

為此我深深向神獻上感恩！」相信有了它，不論你看哪

現在進入新媒體的根基，此刻回頭觀看，沒有數位化建

一機，生命都會遇見神蹟。

台，就沒有新媒體宣教！為此，更讚嘆上帝的奇妙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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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TV 不只是電視台
19 年來，GOOD TV 已經製作了兩萬多小時的各式節目，早
在 GOOD TV 成立第二年就開電視台之先，在網站上直播節目；
在網際網路上，每年有超過 4,200 萬人次收視，使用 GOOD TV
各式數位平台，觀眾遍及 230 餘國。在新媒體時代，GOOD TV
官網也全面改版，版面更加圖像化、影音化，更符合用戶的視
覺語言，同時增加了三個「新媒體網頁」，分別是「好消息講
台」、「家庭好消息」、「好消息國度新聞」。
「好消息講台」將節目精華重點，以議題化方式重新剪輯成
短片，更符合新媒體觀眾收視習慣，並透過 FB、LINE@，主動
推薦給觀眾。做為家庭頻道，GOOD TV 歷年來，已累積國內
最豐富的家庭節目內容，「家庭好消息」新媒體區剪輯近百則
有關婚姻、親子等 9 大領域的主題。即將推出的「好消息國度
新聞」，連結全球華人教會，以新聞報導及專題的形式，傳遞
神在世界各地的作為，不止是新聞，也是國度發展的深度報導。
去年 12 月「全民上凱道」活動，透過 GOOD TV 官方粉絲專
頁報導，觸及人數超過 180 萬，一則空拍的畫面達到 70 萬人
收看，換成電視收視率超過 3%，影響力不容小覷。

《GOOD TV》App 滿足行動收視需求
最新的《GOOD TV》App 擁有全新視覺設計，以及多樣個人
化等功能，不僅符合行動收視的潮流，並獨家收錄「14 個電
視頻道」，除了大家所熟悉的綜合台（有線電視 15 台）、真
理台直播頻道，更新增 12 個主題頻道，全都 24 小時播放。此
外，7 天回看的功能，打破過去受限節目表收視的習慣，突破
時差的限制，貼近大家的生活步調，對海外觀眾也非常方便。
「12 大類隨選視頻」將歷年精彩節目分為好找、好用的 12
大類，且每週更新。內容包含國內外知名講員的講道、門徒生
活、靈修、新舊約研經、福音見證、家庭節目等等。此外，還
提供多樣化個人功能，包含建立播放清單、收藏「我的最愛」、
斷點續看 ( 聽 )、純音頻收聽、關鍵字搜尋，與好友分享，更
貼近行動族群的需要。

完成宣教大使命，為主贏得華人
面對這樣一個資訊充沛的新世代，GOOD TV 秉持神所託
付媒體宣教的負擔，專業團隊花了近三年的時間與經費開發
《GOOD TV》App，同時必須負擔長期的網路傳輸費用。我們
在信心中仰望上帝的供應，免費開放給眾教會及弟兄姊妹下載
使用，期待運用多元通路，完成宣教大使命，為主贏得華人。
曾執行長說，走過十九年是一個不可能的旅程，GOOD TV
在電視圈中算是資源最少的電視台，我們不賣節目、不做廣告，
但神在當中不斷做奇妙的事。他相信神要藉著這個平台祝福台
灣、祝福全球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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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眾牧長為 GOOD TV 禱告
高雄場於 2 月 21 日在大八大飯
店 舉 行， 很 多 貴 賓 提 前 一 小 時 前
來，也有遠從東港、南投來的牧師。
南部弟兄姊妹的熱情，表現在行動
上，我們於會場後方設的新媒體展
示區總是擠滿著人潮，幾乎每一位
貴賓都接受我們的邀請，於現場下
載《GOOD TV》App。

「恩典分享之夜」實況報導

高雄武昌教會鄭博仁牧師受邀為

宣告得地為業

餐會作結束禱告時，特別自發性邀
請與會貴賓為 GOOD TV 奉獻及代
禱。他說﹕是我「逼」著 GOOD TV
同工拿奉獻單給現場與會貴賓，希
望大家支持媒體宣教，並將這個感

動帶回教會。
特別在現今世代，我們面對各式多元的爭戰，GOOD
TV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以裝備信徒、廣傳福音。鄭牧
師說，「求神使用我們奉獻的五餅二魚，餵飽全世界華
人，透過 GOOD TV 成就在普世華人身上。」鄭牧師並邀
請高雄地區眾牧者上台，為 GOOD TV 的主管同工禱告，
台下所有貴賓一起站立禱告，現場十分感人。
「新媒體發表 - 恩典分享之夜」台北場，2 月 23 日於

華人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唯有華人起來宣告耶穌基

台北王朝大酒店舉行。ORTV 創辦人彭蒙惠老師、孫越叔

督是主，神的心才會得到滿足。2017 年 GOOD TV 已全

叔、今年一月甫恢復服事的寇紹恩牧師，以及許多關心

面進入新媒體，我們期待透過各樣媒體平台，一起完成

GOOD TV 的牧長、天使嘉賓們，特別蒞臨現場，齊心感

宣教大使命，為主贏得華人！

恩數算神的恩典。
寇紹恩牧師邀請現場所有與會嘉賓，舉起手機宣告手
機、行動通訊、新媒體在未來的日子，為萬王之王來效
力！他說：「我相信手機是未來世代最有影響力的媒體，
求神在網路中興起一個極大的軍隊，為主得人！相信上
帝在 GOOD TV 行的許多神蹟，為要使用 GOOD TV 進到
應許之地，得地為業。在新媒體時代，使用各樣媒體、
工具為主效力、得人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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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TV》App 即刻到手！

《GOOD TV》App 在手

跟著神走 !

夏嘉璐（《真情部落格》節目主持人）

☆已安裝〈好消息影音圖書館〉App
的朋友，系統將自動更新，歡迎推
薦親友下載

高怡平（《轉轉發現愛》節目主持人）

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手機中有各

自從我在 GOOD TV 主持《轉轉發

式的 App，像我自己的手機中就安裝

現愛》之後，很多朋友說：「好開心

了許多新聞性的 App，負面新聞看多

終於可以讓家庭、親情、愛情回到客

了，如果想要獲得更多正面的力量，

廳。」許多的朋友常常因為旅遊而錯

我就會把握零碎的時間，打開《GOOD

過收看節目，但現在有了《GOOD TV

TV》App，讓好消息洗滌我的心靈。

》App 就能「轉轉發現愛」，也讓好
消息無所不在！

莊信德牧師
（台中磐頂長老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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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瑽寧（《愛家好醫生》節目主持人）
我常會拿起手機就開始東滑西滑，

孫越（《孫叔唱副歌》節目主持人）
朋友們我今年已經 87 歲了，還在
使用《GOOD TV》App 收看節目。它
真的很方便，裡面有好消息電視台
各樣的優質節目，能讓你看了心裡有
平安、家庭有幸福。朋友們 ! 不要覺
得自己老了，找個年輕人幫你安裝
《GOOD TV》App，讓好消息天天跟
著你 !

劉清彥、李宣榕
（《烤箱讀書會》節目主持人）

GOOD TV 的節目多年來累積了包

但我必須承認有時越滑，心情會越沉

只要下載《GOOD TV》App 就可以

含福音、神學、聖經的各樣資訊，透

重，畢竟網路上的資訊並非都是這麼

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陪

過《GOOD TV》App 能把上帝的工作

正面。《GOOD TV》App 將 GOOD TV

伴孩子收看優質的兒童節目；隨選視

帶進小組、教會，帶進許多未得之民

十九年來的精華節目整合在當中，有

頻裡的精華影音也非常的豐富。

的生命中。你會看見上帝過去工作，

詩歌、美食與旅遊、家庭節目、大師

今天仍然使用新媒體平台在工作；過

講道，聖經學院等。在這裡有著滿滿

去的恩典，在今天依然成就。

的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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