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
心聲

．同心策劃，攜手同工，進到人群，高舉基督

我們歷年來以生命真實故事見證基督救恩，傳媒平

台是門徑，同樣重要的是與眾教會同心攜手進到人群。

傳媒加上實體接觸，總見聖靈奇妙作為，相信大家從佈

道會及外展活動中有所體驗，讓我也分享一些經驗。

首先，葛培理牧師的女兒Anne Graham Lotz 二零零六

年在多倫多主持大型聚會，當時我在大會領唱，大會的

簡單主題令我記憶尤新：「Just Give Me Jesus 給我耶

穌」，主要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而沒有耶穌便沒有意義。

當時主題詩歌 Give me Jesus 亦深記心中：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道來人真正需要的是救主耶穌基督，得著耶穌就得

著一切，包括福氣、平安、喜樂、慈愛、溫暖、生命意

義及永恆歸宿。

加入恩雨之後首次參與恩雨佈道會，七月中一連三

晚「Sing聲永遠動聽」金曲分享會，共二千多人出席，

分享及演出嘉賓包括有方曉虹、廖尹翎及 The Channels

樂隊，透過懷舊金曲道來生活各種幸福，例如豐足及健

康，也不及在主裏真正的福氣，也帶出神造人乃是要人

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傳道書3:11），讓人知道神的作

為而回轉歸向神，敬拜及親近神，回轉唯一途徑就是

接受耶穌為個人救主，擁有永生盼望。

隨後九月中的「祢許可」生命分享會，曾路得及夫

婿吳家聲以詩歌及生命經歷見證神的看顧、醫治及帶

領。三晚聚會共有數十人決志信主。第二晚更有趙善

基牧師為心靈有重擔的弟兄姊妹禱告，呼求主耶穌賜

力量度過困難及痛苦，給予安慰，同行同在。結果有

數十位弟兄姊妹走到台前來依靠耶穌，正如耶穌所言: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

安息。」（馬太福音11：28）報福音傳喜訊，領人來

得耶穌，固然是恩雨事工的使命，我們亦肩負整全福

音和與造就信徒的使命，願與眾教會更加同心努力。

邁向二零一九年，我們繼續擁抱這福音使命，密

鑼緊鼓地策劃事工，當中會推動幾項新的福音傳播策

略，透過各地分處及委員會，致力推動更多與全球各

地教會合作，盼望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經濟上，繼續

支持恩雨異象及計劃。

．恩雨董事及同工周年退修，同心探討事工方向

福音進到人群

同心傳遍各方
福音進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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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向人群，走入人群，恩雨事工

溯源於此。三十多年前我們見到移

民社群心靈需要，開展福音傳媒事

工，亦不忘走進人群直接傳揚。恩

雨佈道會及專題聚會歷年帶領無數

人信主，見證分享嘉賓經歷不同，

卻述說同一件事，就是人生萬變中

不變的基督救恩。今年這方面的成

果亦令人鼓舞，繼五月溫哥華舉行

「愛相隨」張瑪莉生命分享會，多

倫多七月舉行「Sing聲永遠動聽」

金曲分享會，並於九月中移師卡加

利，九月下旬緊接有「祢許可」曾

路得及吳家聲生命分享會。另外，

在 人 群
事工
動態

．張堅庭與決志者開心合照

．「祢許可」分享會中曾路得獻唱詩歌

．吳家聲分享經歷見證

恩雨美國分處四月亦在三藩市灣區

舉行「表哥嚟喇」張堅庭佈道會。

加美合共十多場聚會皆反應熱烈，

段段動人經歷，首首動聽金曲，震

撼數以千計信徒及未信朋友的心

靈。

我們走入人群一向與眾教會合

作，發揮福音夥伴果效，歷年蒙主

使用。恩雨傳媒宣教乃是要服侍教

會，同心推動天國事工。我們這方

面的努力更有計劃拓展至近距離接

觸人群的模式，透過教會不同外展

活動，當中播出恩雨近年推出的短

片系列分享見證精髓後，親臨當中

的見證嘉賓隨即近距離生命交流，

道來更細致的心聲。這構思已有具

體規劃，逐步向教會推介及貼身安

排，並於多倫多及溫哥華作為試點

後，逐漸推廣至恩雨全球大家庭海

外各地，懇請密留切留意。

．「愛相隨」
生命分享會，張
瑪莉親自恭賀決
志者

．三藩市「表哥嚟喇」分享會

．恩雨團隊與地方教會緊密合作，圖為溫哥華列治文華人播道會

．「Sing聲永遠動聽」金曲分享會高舉
主的光輝

．聽完金曲及分享，出席者紛到大堂索取恩雨出品，奉獻支持



傳媒跨越地域，走遍各方；源

自多倫多的「恩雨之聲」亦是一個

全球大家庭。踏進新里程，喜見各

分處及委員會與總部動力凝聚，加

緊聯繫，務求加、美、港、澳、紐

各地團隊不斷提升協作。我們亦看

見歐洲方面因應網上傳播發展的事

工拓展機遇，已展開探討。說回加

國，總幹事林志輝牧師上任後首次

加西之旅，五、六月間與副總幹事

周浩輝聯袂出席當地周年晚宴及主

持多個佈道會，拜會教牧領袖、基

督徒商人、專業人士、資深傳媒

在 各 方

人及新媒體先導者等，得到不少積

極回應。我們亦加強推動卡加利及

愛民頓事工，趁著九月卡加利佈道

會，於當地及愛民頓與教牧領袖聯

繫交流。

歐洲方面，隨著 TVB Anywhere 機

頂盒及流動程式傳播平台推出，可

接觸更多歐洲華人。我們開始與當

地領袖探討設立事工據點以拓展事

工，喜得資深歐洲宣教士簡戴德牧

師具體協助。澳紐方面。總幹事林

牧師月前曾前赴澳洲，與當地委員

會探討事工發展，亦繼續與紐西蘭

保持聯繫。至於香港及美國分處亦

動力澎湃，繼續秉承恩雨出品及傳

播共同方針，配合地方需要，與加

拿大總部資源互補，更喜見香港分

處在出品及傳播以至資源拓展皆有

所增長。美國分處更新近自置物業

擴充辦事處，且有計劃開展節目製

作，同時打算拓展美國東部事工。

恩雨灑遍世界，正如恩雨顧問麥

希真牧師多年前對我們的贈言「滴

滴恩雨安慰普世華人孤寂心」，就

讓我們繼續將恩雨見證傳遍世界各

方！

事工
動態

．恩雨多倫多及溫哥華團隊
與當地教牧同工會午餐交流

．恩雨溫哥華委員及多倫
多團隊表揚長期服務同工

．恩雨總部團隊參觀
美國分處新置辦事處

．加、美恩雨董事及同工於灣區舉行聯合會議

．與卡加利教牧領袖聯繫交流

．資深歐洲宣教士簡戴德牧師(右二)
遠道而來，共商拓展恩雨歐洲事工

．香港恩雨動力澎湃，前
赴歐洲拍攝宗教改革特輯



事工
動態

生命恩雨，故事傳情，恩雨傳媒

動力繫於一顆關懷的心，亦因應時

代用上不同的傳媒工具。始於傳統

廣播，我們已踏進網上及流動傳播

環境，望向社交傳媒平台，加強向

教會推廣「人人有故事，人人皆傳

媒」的理念，就如月前於溫哥華舉

行「數位歲月中傳福音的策略」研

討會，與教會領袖們交流探討，反

應熱烈，感受到新一波傳媒宣教運

動需要更大的動員。其實傳福音亦

需要人際接觸，例如親手向親友送

贈恩雨光碟。隨著光碟世代更替，

我們亦以創意的三合一設計推出嶄

新出品-恩雨心意卡，結合聖經金

句、恩雨節目二維碼(QR Code)和可

供寫上個人心意的卡面，向親友送

上的不但是節目資料和網上連結以

收看節目，更是一份真摯的關懷和

聖經真理，最近推出後反應令人鼓

舞。我們會繼續推廣，期望更多人

使用。同樣希望更多人使用的，更

有早前初次推出的恩雨節目USB記憶

硬盤，並將以套裝推出，陸續以系

列式配合不同需要，敬請留意！

在 傳 播

- 嶄新的福音工具，包含

          
  滿滿的祝福﹗

恩雨心意卡

送上一張心意卡，盛載著您的關懷，

    讓人從神的話語中得著力量，

          從見證人的故事中得著亮光！

+ +聖經金句
您的心
意關懷

恩雨見證
二維碼
(長版及
短版)

恩雨
USB見證集

見證來自全世界、
      福音工具隨身帶；
    見證感動全世界、
          福音遍傳各地帶﹗

恩雨用心印製，敬請與人分享﹗

恩雨USB見證集，包羅足版及短版 製作，建議用於不

同事工，包括：

1. 信徒收看作靈命鼓勵

2. 關懷探訪作個人佈道

3. 配搭用於影音佈道、主日學及小組討論

4. 自行複製用於短期宣教，或佈道聚會時免費派發

．恩雨與教會領袖同心探討「數位
歲月中傳福音的策略」 ．研討會上反應熱烈，彼此交流，亦介紹恩雨新傳媒發展

三合一設計！



 

事工
動態

代禱
事項

守望代禱

在 同 行

恩雨同路，我們的傳媒事工一向完全靠賴眾教會

的攜手同行，凝聚各方財政資源及人力物力，同心為

天國事工努力。多年來我們喜見不少弟兄姊妹恆常奉

獻，維持事工運作。我們每年亦透過周年特備電台及

電視節目進行電話及網上籌款，感恩地得到不少支

持，令人鼓舞。今年這個籌款節目名為「恩雨傳千

里」已訂於十一月十七日的周末全國播出，敬希留意

及邀請親友收聽收看，奉獻支持。(敬請參閱以下詳情)

恩雨三十一周年籌款特輯【恩雨傳千里】

電視特輯播放時間﹕

新時代電視 (加拿大全國)﹕

   11月17日   SAT       6:30pm 

   11月18日   SUN      12:10am (深夜重播)

OMNI.2 (安省)﹕

   11月18日   SUN       6:30pm

電台特輯播放時間﹕
加拿大中文電台﹕

   多倫多 11月18日   SUN     6:00pm 

   溫哥華 11月17日   SAT     7:00pm

   卡加利 11月19日   MON     9:00pm

多倫多華語電台﹕

          11月18日   SUN    10:00am

支持恩雨  為神發光

為答謝捐獻，我們準

備了一個「 為主，

奔跑吧！ 」2019座檯

月曆送贈支持者。

全國捐獻熱線﹕1-800-352-0053

恩雨同路人，不但在金錢及行動上作出支持，更重

要的就是不住為恩雨代禱。敬請各位在禱告中就下列事

項為恩雨代禱：

恩雨經費隨事工新里程發展有更大需要，求神時刻

有足夠供給，也讓團隊有足夠信心發展事工。

邁向二零一九年，恩雨團隊正緊密籌劃明年計劃，

包括各地拍攝之旅及佈道會系列的安排。

恩雨加強走入人群的佈道事工新模式，以及透過心

意卡及USB與眾教會合力的福音行動。

首辦恩雨全球短片比賽的籌劃已有一定構思，請記

念進一步策劃，求主引領開路，加能賜力。

此外，恩雨電視節

目向來亦有熱心基督徒

商號作節目贊助。這個

名為「商戶幕後人」的

奉獻計劃鼓勵基督徒商

家投資天國事工，以神

所賜他們從商所得的金

錢歸給主用。參與者將

在本國廣播的電視節目

中獲得鳴謝。

1.

2.

3.

4.

祈願上帝的靈串連各福音伙伴

與我們一同抓住「移動」的機遇

合力「推動」傳媒宣教

不斷用生命故事去「感動」更多乾涸心靈

為世界帶來永恆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