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焦點 GOOD FOCUS

邀請您跟我們一起
為上帝贏回這個世代
~
~
~
—給天使的一封信 榮耀神~
~
~

親愛的 GOOD TV 天使以及觀眾們！謝謝您們！

「二

十年了！謝謝您們，一直陪著我們」
我是一個在 GOOD TV 籌備期，就加
入耶和華媒體軍隊的同工，今年十二
月將進入二十一年。三十五歲前後的那幾年，台灣
發生白曉燕命案、1995 閏八月事件等，一連串的
悲傷事，我常常在主日歡樂的敬拜讚美時悲從中來，
因為信耶穌太棒，我們有美滿的教會生活，信仰依
靠，但我們的同胞呢？
可能由於這些事件的影響，當時我在禱告中對主
說：「 主 啊！ 我 還 年 輕， 求 祢 用 我， 做 什 麼 都 可
以，只要能夠傳福音。」沒多久，神就帶領我參與
GOOD TV 的籌備，我們當年幾個同工都熱血沸騰，
要「為主奪回失去的天空」！我說主啊！盼望有生
之年，看到華人經歷屬靈的大復興，所以我是因為
不想錯過復興來到 GOOD TV。
有人問我，經過這麼多年，你現在是什麼感覺？
還是這麼熱血嗎？我向大家說，現在人生過了半百，
我仍然會跟主說：「主啊！使用 GOOD TV，因為
現今世代比起我們創台的時候，更加需要福音。」
今年 GOOD TV 進入二十年，我在五月這個一年
只有兩次的募款月中，以一個資深同工的身分，想
和 GOOD TV 天使們分享心裡話，不單數算上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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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十年中，讓我們共同經歷的許多神蹟奇事，尤
其是經常為我們奉獻的家人們，讓我們一起慶祝
GOOD TV 弱冠之喜。

廿年成果 都因有神也因有你
GOOD TV 二十年來許多成果，都是因為前面有上
帝大能的帶領、背後有 GOOD TV 天使的奉獻，我
們有無限的感恩。
我們來數算這些恩典：

首先最大的神蹟是，二十年前，上帝在亞洲基督
徒人口數很少的台灣，創立了 GOOD TV ，足見上
帝愛華人，並且將如此重大的宣教使命託付給台灣。

▲ GOOD TV 開台最早的文宣，矢志為主奪回失去的天空。

3

▲ GOOD TV 開台時租用台北東區一間舊大樓辦公。

▲「好消息宣教大樓」破土典禮。

▲ GOOD TV 能夠定頻 15 台，是一項不可能的神蹟。 ▲ 開播一週年官網上線，全球都可收看到 GOOD TV。

▲ GOOD TV 榮獲「國際電視事工獎」。

二、我們在開播三個月後，就在台灣有線電視達到
80% 以上播出率，當年幾個財力豐沛的頻道，
因未納入播出頻道名單中，就陸續退出市場了。
當時我們原本規劃五年內才能達到的播出覆蓋
率，沒想到神動工，在三個月後就達成。
三、創台第二年我們就有了網站，首頁還可以看到
live 播出，當時台灣的電視台，還沒有一家在
網路上全頻道播出。我記得當時只有無線台的
三節新聞有播放。所以 1999 年，全球已經可
以透過 GOOD TV 官網，看到全頻道節目。當
年遠在黑龍江的一位弟兄 E-mail 我們，他在網
站看康來昌老師講解《羅馬書》，因為太感動，
所以聽了一半就跪在地上聽完。我看完這個見
證大哭一場，因為可以服事到海外的觀眾，心
裡非常激動感恩。
四、我們要做傳福音的節目，邀請寇牧師師母主持
家庭節目《天堂在我家》、見證節目《天降神
賓》、到許多教會錄影主日信息製作《道在人
間》，又聯絡海外牧者供應信息，讓上帝的話
在空中播送。後來我們在每天早上七點開始播
出《禱告大軍 ‧ 迎接復興》，經收視調查報告，
全球至少有二十多萬人，每天一起透過這個節
目禱告。
五、2005 年我們製作福音見證節目《真情部落格》，
是一個美好的開始，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千多個
真實故事，許多人是因為看《真情》走進教會。
我們曾經訪問許多牧者，及觀眾的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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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平均看半年《真情部落格》後，他（她）
會想要認識基督信仰，或想要到教會。這些真
實的生命見證，現在仍然在說話。
六、創台第七年八月，GOOD TV 進入第十五台；
上帝調動萬有，為要得人如魚。
七、第八年，「媒體觀察基金會」頒佈 GOOD TV
為當季唯一優良頻道。
八、第九年，GOOD TV 真理台開播，一台綜合台「傳
福音」，二台真理台「傳真道」。
九、創台第十年，我們宣布要建立宣教基地，三年
多後「好消息宣教大樓」落成，我們成為台灣
第一個數位化的有線頻道。我們搬家同年，林
書豪第一次來到台灣佈道，我們邊搬家邊辦佈
道會。
十、2014 年，我們得到全球「國際電視事工獎」，
從那時開始，我們發覺媒體生態變化很大，未
來看電視的人會越來越少，於是開始研發新媒
體。三年後，2016 年我們發表 GOOD TV 首款
APP。
十一、2017 年，創台第十九年，我們宣布說：「
GOOD TV 已經不只是 TV，我們全面數位多媒
體播放，無論你看哪一機，生命都可以遇見神
蹟！」GOOD TV 已成為全球宣教的大平台，
我們知道當上帝隨時有話要說的時候，平台已
經預備好了！
數算以上的成果，如果沒有上帝，我們一樣也

每月焦點 GOOD FOCUS

做不到，單單將榮耀歸給神！並且，若沒有 GOOD
TV 天使們的奉獻，也難以完成。謝謝 GOOD TV 天
使們順服上帝的感動，支持 GOOD TV，上述的一
切是您與我們共同的努力成果，正如我們一同獻上，
上帝擘開祝福就餵飽無數人。

新方向 ‧ 新挑戰
GOOD TV 這兩年轉型為數位多媒體的傳福音平
台，有許多重要的發展計畫正在進行。
首先，通路再研發更新。新媒體發展日新月異，
GOOD TV 的新媒體宣教也正學習，逐步精進，努
力成為福音傳播的有利工具。其中創製新媒體各類
平台適用且有效的內容，更是我們的方向，並且在
介面上逐步更新，更為簡明清晰。
第二，節目重新整理系統分類，讓觀眾更容易使
用。GOOD TV 製作節目二十年，節目內容多元豐
富，但這麼豐富的內容如何依照不同人的需要，讓
觀眾可以容易找到，方便使用，讓這些內容能廣泛
祝福全球。因此，我們正將節目系統化整理分類，
推出「節目十大系列」，不論是預工節目、福音佈
道節目、或是信徒造就節目，您可以容易從這十大
系列中找到。GOOD TV 新版 App 將全新呈現十大
系列，預計今年下半年推出，請大家拭目以待！關
於十大系列的分類說明，本期月刊 P.6-7 會有說明，
請參閱本文後的專文。
第三，我們已經培訓許多「家庭關懷專線」義工，
接聽觀眾來電，迄 2018 年三月，已接聽 37,000 通
電話，有近 400 位非基督徒進入教會，更有多個家
庭全家受洗歸入主名下。今年我們更將關懷對象指
向青少年族群中，將設立 GOODear 網路協談網站，

▲ GOOD TV 現在是多媒體傳福音平台。

為要贏得下一代。教會未來的希望在青年，而這個
世代的年輕人卻是深感徬徨、迷惘、沒有方向。贏
得下一代，是 GOOD TV 二十週年重要的發展項目
之一，邀請您與我們一同前行。

徵招天使 每月定期奉獻
有人說 GOOD TV 是一個電視台，需要龐大的經
費支持，但又看到 GOOD TV 已經建立宣教大樓，
就以為 GOOD TV 的經費已經足夠，不需要再奉獻。
關於這點，請看以下說明：
今年邁入創台第二十年，我們不單要數算上帝的
恩典，也分享實際的狀況。簡單來說，GOOD TV 是
一個非營利的頻道，全年維運全靠奉獻，每一年因
著上帝的恩典，我們走的是一條恩典之路，也是一
條信心之旅，我們只能編年度費用，卻不知道會收
到多少奉獻，一切只能依靠仰望上帝。走過二十年，
每月結餘都是負數，但總在最後一兩個月，甚至最
後一兩週達到當年收支平衡，這讓我們對上帝深深
折服，也深深感謝奉獻天使的支持。
如今面對未來的宣教之路，我們將
面對更大的新挑戰，應用新媒體的快
速發展，贏得世人的靈魂，值此募款
月，我們邀請更多的 GOOD TV 天使，
投入新媒體宣教的行列，您可以用認
獻的方式，每月一兩千元，就可以支
持新媒體宣教。主對我們說：「看啊！
莊稼熟了，可以收割了。」請與我們
同工，為主得人。
謝謝您們，GOOD TV 的天使家人，
我知道你們一直陪伴我們，跟我們一
起傳福音，我們盼望看到大復興臨到
這個時代，因此，我們再次邀請你們，
跟當年創台時一樣，現在我們是「為
上帝贏回這個世代」。

▲ 贏得年輕世代是 GOOD TV 下一個階段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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