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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廣訊發達的年代，訊息的傳播，藉著各種媒
體，滲透至各方各地。正因如此，這也是一個利用媒體傳
播福音的年代。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因應社會的需要，除了
上期我們報道過的《號角月報》，以報紙方式傳送福音訊
息之外，又以電台節目作為關懷生活，見證福音的工具。

角聲的電台節目，不但在北美洲美國三藩市及紐約播放，
更傳送至南美洲的巴拿馬。這兩洲三地的節目，都順應當
地所求，並由當地的同工及義工製作，切合本地環境需
要。

三藩市的節目，名為「傾談九點正」、每星期一至五晚上
九時，在 KEST AM1450 電台播出，每晚內容不同。
紐約的節目是「角聲心靈交流站」，於星期一至五晚上九
時十五分在僑聲廣播電台，及晚上十一時在中國廣播網播
出。至於巴拿馬的節目，是在1180AM，星期一至五下午
二時至四時播放，星期六又有現場節目。

角聲的電台節目，使大氣電波充滿神的慈愛，神的光彩。
本期《角聲情》以電台節目作專輯，並邀得眾主持人執筆
道出感受，使你能對角聲的電台事工有進一步了解。

關懷生活  見證福音

兩洲三地 綻放神彩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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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電台節目

傾談    點正9
一九九八年，《號角月報》美西北版已發行了八個年
頭，三藩市灣區角聲分會的委員，都希望能有機會與灣
區的朋友互動交流，而當時，曾在電台主持理財節目的
林修榮，剛好加入了角聲的義工行列，因此就興起了開
設電台節目的念頭。

鑒於一個星期只得一晚節目，似嫌不足，於是便邀請了
另外幾位專業人士加入，與林修榮一起輪流主持節目，
每人負責一晚，以不同的專題，與灣區居民交談。當時
的安排是：星期一晚，由羅裕康醫生分享健康常識。星
期二晚，由「家庭更新協會」負責。星期三晚，由林修
榮主持理財資訊。星期四晚，由許婉馨律師及謝文傑律
師解答移民法律疑難；而星期五就是閒話家常。

當時，角聲三藩市分會事工主任黃森泉牧師認為，節目
是透過大氣電波與聽眾交談，而時段又是從晚上九點正
開始，因此就為節目取名為「傾談九點正」。

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傾談九點正」終於在一九九八
年二月十三日舉行了啟播記者招待會，灣區各大報章記
者及贊助單位代表，均熱烈出席。三
天之後，即十六日晚上九時，由角聲
製作的廣播節目「傾談九點正」，正
式在 KEST AM1450 電台啟播。

開始時，大家都沒有太多的主持技
巧，因此，具有豐富廣播經驗的彭
浩，差不多每晚都要駐守電台，幫忙
主持節目，任務非常吃重。直到近
年，各主持都掌握了一些主持技巧，
又熟習了主播檯的運作，彭浩才可以
稍微喘口氣；不過許多節目中的廣
告，還是由他負責。

傾談    點正
響遍三藩市9

九八年二月十三日，「傾談九點
正」舉行啟播記者招待會。

三藩市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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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傾談九點正」已陪伴灣區聽眾八年多。這
二千多個夜晚所播出的節目，一直秉持當初開台的宗
旨，為三藩市灣區的居民，帶來資訊，解答疑難。節目
的覆蓋範圍，遍及整個三藩市及東灣。

除了電台的廣播節目，主持人們還積極開拓各種活動，
希望可以與聽眾多方面接觸。四年前，「傾談九點正」
開始舉辦主持人和聽眾的交流會。電台廣播，只能透過

聲音與聽眾聯繫，而交流會就可以面
對面交談；因此，聽眾對交流會的反
應十分熱烈。大家都希望藉此機會，
一窺主持人的容貌。

在一次交流會中，講員羅裕康醫生臨
時加入呼召這個環節，竟然有九位聽
眾願意決志信主，為「傾談九點正」
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員，帶來了一個意
外的驚喜。

另外，「傾談九點正」的主持人還會
不時舉辦一些講座，如保健、理財、
申請入大學、大學補助金等。

目前，「傾談九點正」的聽眾人數每晚平均超過五萬人
次，成為角聲接觸灣區居民的一個很好的途徑。聽眾的
反應，也令人興奮，除了每晚致電上電台的電話，使我
們接個不停之外，他們又會於其他時間致電角聲中心諮
詢；尤其是星期三晚上，如果林修榮在電台節目公佈了
一些資料，翌日，角聲中心就會接到很多索取資料的諮
詢電話。有時，角聲中心還需要特別安排義工負責跟進
處理。

展望將來，我們希望可以把電台節目放在互聯網上，使
接觸層面更加廣泛，跨越地域界限，讓無論是住在灣區
或其他地區的聽眾，都可以在任何時間，收聽「傾談九
點正」的節目。

聽眾交流會
        現場決志令人感動

「傾談九點正」舉辦「如何協助子
女申請入大學」講座，聽眾及灣區
朋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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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

流淚撒種 歡呼收割 聖經說「流淚撒種的，必歡
呼收割」。多年前，神帶領我進入電台工作，曾遇到一
些衝擊，叫我不禁問神「為何昔日呼召我放下一切，到
神學院接受屬靈的訓練和造就，今天卻要把我放在一個
被人看為『屬世』的崗位上？」神藉著祂的話，和勞伯
祥牧師等屬靈長者的鼓勵，讓我印證到，神是特別把我
放在一個很少基督徒的崗位上，去為祂作鹽作光，在灣
區廣大的華人聽眾面前，作真理的出口。

「傾談九點正」開播以來，深受華人社區歡迎，各地聽
眾的來電和傳真十分踴躍，甚至十點過後，主持還要留
在電話旁，繼續回答問題。

當初「傾談九點正」開播時，要身兼負責主持和統籌
節目，擔子實在不輕，常常晚上十一點後才能回家。
那時，有人問：「彭浩，你做兩個電台的節目總監，
熬得住嗎？」我回答：「有神賜我力量，有這麼多的弟
兄姊妹與我一起並肩作戰，每晚通過電波，讓灣區廣大
同胞身心靈都能得到幫助，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主在十
架付上生命，我這一點勞苦又算甚麼？」能夠「盡意傾
流」，是神給我們的無限恩典！

傾談    點正9傾談    點正9請聽主持訴心聲

星期1-5星期    1-5 傾談9點正節目總監 彭浩

星期1星期    1 福壽康寧主持 羅裕康醫生

效法主耶穌愛人的心腸「福壽康寧」深入淺出
地解答聽眾的醫藥及有關健康等問題。聽眾絕大部分是僑
胞，且大多是近幾年從中國及東南亞移居美國的新移民。
為他們解答醫藥及有關健康的問題，希望能幫助僑胞預
防，並解決一些疾病帶來的痛苦。主耶穌是一位模範醫
生，祂不但憐憫人心靈的需要，也同情世人肉體的痛苦，
因此，祂醫治他們。願「福壽康寧」節目，能本著主耶穌
愛世人的心腸，服務在灣區的僑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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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浩(左)與黃森泉牧
師(右)

主持羅裕康醫生(左)
及余健強醫生(右)



一段不解情意 打從十二歲開始，參與電台兒童節目
播音之後，即輾轉在人生的不同段落，與電台工作結下不
解情意。最近是為三藩市角聲的「傾談九點正」主持週二
晚的「心靈路上」節目。

早年，因身為三藩市角聲事工策劃委員多年，在「傾談九
點正」的萌芽時間，已有份思考計劃，為節目設計形式和
命名，到後來成為全職事工主任，「傾談九點正」的發展
更成為了我的職責。

星期二晚的節目，是以健康家庭和友儕關係為主題。有一
段頗長的時間，我們都找不到合適的主持人，因為專家們
都十分忙碌，很難定期為我們主持直播節目，於是，我們
只能播放錄製節目，可是聽眾反應強烈，不要聽錄音，要
現場熱線。最後，我只有硬著頭皮，「廖化作先鋒」，夥
同呂慧淙，開始「傾談九點正」的主持工作。

我不是專業輔導員，只是一個牧師，沒有多少理論基礎，
只本著聖經教訓，跟聽眾討論如何建立健康家庭和友儕關
係，以「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的精神，鼓勵聽眾彼
此傾談，分享解決問題的方法，讓節目成為交流的平台。

我的拍擋呂慧淙，年青、未婚、美國出生，與我的背景截
然不同。我們正好互補長短，以不同的角度去看聽眾的問
題和意見，而且她正在進修輔導，就由她負責搜集資料，
更有效地幫助聽眾朋友。

談到家庭問題，總會使人有負面的感覺，令人心情沉重。
可是，家庭應該是充滿歡笑的快樂窩、孩童健康成長的地
方、遇到大浪颶風的避風港，故此，我們總會把每次節目
的分題，嚴肅輕鬆地交替編排，既有如何消除怨恨，也有
孩子要往畢業舞會、在家中養寵物等有趣的話題。

我時常擔憂，究竟有沒有人聽我們的節目?直到一天，同
事告訴我，前一晚我們在節目中報告的班，一個早上就滿
了額！也有進來角聲中心的朋友，聽到我說話的聲音，就
說：「哦，你就是電台上的黃牧師！」近來，更有朋友在
辦公時間，打電話進來談家事，傾心中的話。雖然，打電
話上節目的只是少數，卻有千百人在默默聽我們的信息 。

黃森泉牧師 心靈路上主持 星期2星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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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星期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心靈路上」專題探討
人際關係，特別是家人關係和親子關係，節目的話題包括
父母如何教導子女、如何與子女溝通；也有關於人際關係
的話題，例如如何處理人際衝突、如何原諒別人、如何表
達對人關心等。

我知道「傾談九點正」其他晚上探討財經、法律、醫療健
康等，看似比起我們星期二晚的話題，更重要，更實際，
但事實上，人際關係比這些事更關鍵。試想想，金錢買不
到愛情和真摯的友誼，而人要身體健康，也無非想跟親愛
的人共渡人生。所以，我們的話題既關鍵且實際，與聽眾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心靈路上」是很有意義的節目，我非常享受在當中的參
與。能夠透過大氣電波，分享主基督給人的愛──聖經說
到「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的確，祂作了最好的榜
樣，示範如何用愛與身邊的相處。

希望聽眾都能繼續支持「心靈路上」！

施比受更為有福 自從九七年開始義務為華人社區
主持理財節目，一直看到神的手帶領著。所以，過去幾
年，我的義務工作，從九八年二月開始主持星期三晩的「生
財有道」節目，到九九年十月開始，主持南加州逢星期四晩
的「理財天地」節目，到二千年開始，為紐約／新澤西洲
華人主持星期二中午的「理財天地」節目，都是神一步步
的帶領，而不是我自己去計畫的。

從九八年初，放下銀行工作，正式開始了退休生活，但依
然忙碌，工作多於休息。除了每星期與聽眾於空中「會
面」，我還繼續透過電子郵件和面談，去幫助對理財有興
趣或困難的朋友。

這一切，都使我體會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喜樂。

星期2星期    2 心靈路上主持 呂慧淙

星期3星期    3 生財有道主持 林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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