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焦點 GOOD FOCUS

「我們一起」
領人遇見

GO D

2018 年 GOOD TV 即將邁向 20 周年，在這個被上帝呼召，為全球華
人而建立的傳福音大平台中，同工製作節目、天使為我們代禱及奉
獻、觀眾收看節目。有許多人透過關懷專線抒發心情、尋求幫助，更
有許多觀眾分享節目，我們都一起同心同行。
撰文◎傅筱琁 ‧ 馬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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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TV
十

月 份 的 GOOD TV 喜
事連連，從國慶日開
始，週週都有同工結

婚。令人感動的是，這些忙著
預備婚禮的同工們，不是婚禮
的前一天還跑回公司開會，就
是婚禮結束沒幾天，又進公司
剪輯節目。當然，他們新婚的
喜樂也感染了周遭的人，看見一對對新人彼此委身，真

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是一種傳遞『能改變人』的力

是令人欣喜！

量，而福音就是大家需要的力量。」

有一位才進 GOOD TV 不到三年的年輕同工，說了這麼
一段話，讓我們感到很感動，因為他說出了大多數被呼
召進入 GOOD TV 同工們，心底裡的聲音。

這就是 GOOD TV 同工的心聲，所有的同工，都是我們
宣教之旅一起同心同行的夥伴。
十九年前，上帝給了我們一個傳福音的「標竿」，我

「我們從事傳福音的工作，自己所體會到的，是因著這

們一同朝著標竿前進，起初只有很少的人，後來陸續有

一切，讓我們看見更多的感動，也更讓我們認識了這份

人加入這個「一起同行」的宣教旅程，有奉獻天使、有

最真實、最溫柔的信仰。每次只要想到這一集節目要播

不同時段被呼召加入的同工、還有我們海內外的觀眾。

出時，不管它用什麼管道，電視頻道也好，網路也好，

我們彼此因著主耶穌基督，有共同委身的關係、彼此依

或許就是一次機會，可以讓世界上某個角落的人聽見、

靠、彼此陪伴；有安全感、有力量可以往前走。這個同

看見這個福音，幫助了他，我覺得這就是最感動的地方，

行的隊伍，來自全球四面八方，也歡迎您一起加入。

88 歲溫奶奶與我們一起傳福音

台

灣台南一位獨居的奶奶，是我們的「鐵粉」，而且
每天跟我們「一起傳福音」。

88 歲的溫奶奶，從 18 歲信主之後就愛傳福音，她說：
「我呢！一生的職志就是傳福音！」這位說話鏗鏘有力，
充滿十足活力的老人家，年輕時是小學老師，也是教會
的主日學校長。長達 28 年的時間，溫奶奶在美南浸信會
教授外籍宣教士中文。
當溫奶奶發現，GOOD TV 是一個傳福音的電視台時，
便以行動回應我們，從 GOOD TV 創台到如今，她始終以
代禱及奉獻支持著我們。溫奶奶曾動了膝關節及大腸癌
手術，現在要出門探訪幾乎不可能，於是，她就開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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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奶奶是 GOOD TV 長期的奉獻天使。

每月焦點 GOOD FOCUS

用 GOOD TV 來傳福音。每當她看到哪個節目主題很棒，
會對許多人有幫助，她就打電話通知親朋好友收看。現
在有了手機就更方便了，老人家甚至會透過 LINE 來轉發
GOOD TV 的節目，88 歲仍然可以成為新媒體人，一樣可
以關心、牧養有需要的人。
這 位 長 輩 每 天 的 生 活， 就 是 規 律 的 讀 經、 禱 告、 看
GOOD TV，溫奶奶說：「除了颱風會轉到新聞台，我只
看 GOOD TV。」因此她對 GOOD TV 節目如數家珍，甚至
節目表倒背如流。而代禱也是她每天生活的重心，溫奶
奶那本厚厚的禱告手冊，是她每天為親友、國家和 GOOD
TV 禱告的紀錄。知道我們的名字也被記錄在這本代禱手
冊中，被溫奶奶天天記念著，心裡真是無限的感動。

▲ 溫奶奶家的電視，隨時都在播放 GOOD TV 的節目。

溫奶奶也是一位懂得數算神恩典，以及以服事上帝為

走過物資缺乏的年代，溫奶奶特別節儉，但只要講到

榮的人。她育有二男一女，其中一個兒子在中國傳道，

傳福音，溫奶奶總是不吝惜，將最好的拿出來分享。溫

其他的孫兒也各有發展。她的孫女說，在奶奶的心中，

奶奶的後院種著一顆無花果樹，她十分看重這顆樹，因

能夠服事神是一件很尊榮的事，當她全職事奉的時候，

為在聖經中有記載這種植物。每當無花果樹結果時，溫

可以感覺到奶奶很以她為榮。GOOD TV 也以有如此熱愛

奶奶總是悉心的分配，將果實留給她最看重的親朋好友。

傳福音的家人為榮。

每個家庭 每個月一塊錢

▲ 在極偏遠的角落，都可能透過 GOOD TV 改變生命。

國大陸極北方一望無際的草原上，座落著一間白色建

中

TV 時，就有一位牧長將「一疊」奉獻交給 GOOD TV 同工，

築。六、七十位核心同工聚集在一起，齊心敬拜上帝。

長輩說：「這是我們教會弟兄姐妹的奉獻，我們覺得接

我們的同工經過長遠的舟車勞頓，來到這個偏遠的地區，

受耶穌後就應該奉獻！」

在這裡有著明媚的天然風光，純樸的人情，然而網路不發
達、資訊不豐富，能夠牧養弟兄姊妹的牧者人數也不多。
在這個以務農為主的地區，經濟不甚富裕，平均一戶
人家，一年的收成大概不過七萬元台幣，多年前這個地
區的弟兄姐妹收看到 GOOD TV，每天清晨弟兄姐妹們，
開始跟著《禱告大軍》一起禱告、敬拜，為這個地區帶
下了屬靈的供應。主日時，GOOD TV 也成了他們的講台，
每主日就好像海內外的牧者，來到這片草原教會，站在
講台上傳講信息。所謂的「遠距牧養」就是如此，透過
空中供應當地弟兄姐妹靈裡的需要。
我們的同工到當地探訪，當他們知道同工來自 GOOD

在神的恩典下，福音在當地傳開。當地教會牧長發起
了每一戶人家、一個月一塊錢為宣教奉獻的行動。這一
袋有如餅乾盒大小的奉獻，全是小額的紙鈔，人民幣一
元、五元、十元，是當地兄姊們積攢一年的奉獻。
GOOD TV 同工接下這份厚重的奉獻，心中甚是激動。
沒想到這個大北方，冬天會下雪，需要幾十個鐘頭的舟
車勞頓，才能到達的地方，甚至我們相信多數的人，可
能一生都沒有機會踏足這裡，但這裡卻有我們親愛主裡
的「家人」。我們透過天空的訊號連結了他們，使我們
彼此在媒體宣教的事奉中都有份，上帝在我們中間的工
何等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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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牧者
是 GOOD TV 的宣教好夥伴

▲ GOOD TV 的品格教育產品，是很好的宣教工具。

▲ 林煜清夫婦深耕台東，騎乘摩托車四處探訪。

秋

季的東台灣，太陽高掛天空。台 11 線上，林煜清
夫婦一家三口，每天以摩托車代步，就這樣穿梭在

台東街頭。

▲ 運用 GOOD TV 影音教材來牧養會友，拉近城鄉差距。

每天下午孩子們放學來到教會（課輔班）後，GOOD

台東縣成功鎮，這個擁有美麗海岸線風光的小鎮，青
壯人口多半至外地工作。遊客造訪台東多半都只是「經
過」，然而上帝卻差派了林煜清、鄭琇文傳道夫婦駐足
此處，開辦了居民口中免費教孩子功課的教會，關心牧
養當地居民。

TV 的影音教材，讓孩子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以及價值觀，
進而達到效法的作用，許多孩子的生命因此改變，性情
更加穩定，生命有了方向。
鄭琇文說：「我們也聽見許多大人說，看 GOOD TV 的
節目可以得到靈裡的餵養。」儘管資源不如都會區豐富，

小明 ( 化名 )，下課後最喜歡來教會，趴在教會的地上
看書。在這裡他感到像家一樣自在，在這裡有教導、有

但透過 GOOD TV，成為弟兄姊妹的幫助，GOOD TV 與這
對傳道夫婦，也成為宣教路上的好夥伴！
2018 年 GOOD TV 即將邁向 20 周年，在這個被上帝

陪伴。
曾經從事電視媒體工作的鄭琇文傳道，初來到此地，

呼召，為全球華人而建立的傳福音大平台中，同工製作

面對著和台北都會區迥異的生活，更能體會當中的落差

節目、天使為我們代禱及奉獻、觀眾收看節目。有許多

及資源的不足。然而這個世代的孩子，不論在鄉村或都

人透過關懷專線抒發心情、尋求幫助，更有許多觀眾分

市，都已經習慣接收媒體資訊，林傳道夫婦思想，如何

享節目，我們都一起同心同行。十一月是 GOOD TV 的募

有效地教育孩子們，他們也使用媒體工具，林傳道說：「我

款月，我們的營運全數來自奉獻，您的每一分奉獻，讓

們使用 GOOD TV 的兒童、青少年影音出版品，作為孩子

GOOD TV 發揮最大效益。我們邀請您參與在這個，可以

品格教育的教材。」

領人遇見耶穌的媒體宣教事奉中！

行動

您可以透過代禱、奉獻、
分享節目，與神同行

掃描收看感人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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