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華人的屬靈寶庫 靈命進深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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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焦點

整理◎ 編輯室

十
多年前，GOOD TV 從傳福音出發，目前福音觸角已達全球華人世界。在這

麼多年的恩典之路中，上帝給了 GOOD TV 一個莫大的寶藏，就是我們累積

多年豐富的屬靈資源，其中包括：海內外的研經講員、多種語言的信息、

主日學課程、主日講台、空中禱告會、專題特會、家庭教育、福音見證等。

一個全球屬靈供應的異象

除了傳播福音之外，上帝同時給了我們另一個呼召—成為這世代屬靈供應的影

音平台，將上帝豐盛的恩典分享給全球華人教會及個人。我們渴望看見華人教會的

大復興，並知道只有福音可以救國，只有門徒可以持續跟隨，並擴展基督國度。上

帝的豐盛信息，除了在 GOOD TV 頻道中按時段定時播出外，更應該透過隨選自由運

用，讓基督信息有更大的擴散。

領受了這個屬靈供應的異象後，我們開始思想如何在新媒體世代中，以最便利的

方式，成為眾教會肢體靈命進深的好夥伴，滿足上帝對 GOOD TV 的呼召及心意。

2016 GOOD TV 最新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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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開到哪裡，就要把好消息送到哪裡

使用網路傳輸、雲端技術的視頻播放方式 OTT (Over The 

Top)，在這兩三年中衝擊著傳統媒體，也為使用者帶來了

更豐富、更方便、更便宜的收視體驗。

GOOD TV 秉持「通路開到哪裡，就要把好消息送到哪裡」

的原則，從兩年多前就開始研究此傳輸方式。在這段時間

裡，數位匯流、行動視訊、跨屏收視等技術快速進展，讓

我們的研發也一代又一代地更新，從一開始的「機上盒」，

到今年策略轉換改為免費下載的 App 軟體型式。科技的進

展，讓我們得以用更方便、門檻更低的方式，來擴大服事

的範圍。

 智慧分類 增長靈命

主題式分集引導系統介面，依照聖經經卷、主題、信徒靈

程規劃分類，成為靈命造就的輔助教材，可依照個人需要，

隨時隨地自主收視，循序裝備。

 知名牧者 全備信息

海內外跨宗派講員，傳講聖經真理、教會歷史、屬靈品格、

門徒生活、醫治釋放、職場宣教佈道等全備信息。

 五段視頻 流暢收視

採用全球影音雲端遞送技術，並提供五段影音多碼流自動

切換，偏遠地區或較差的網路頻寬條件，也能順暢觀看。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隨選視頻九大分類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隨選視頻—特會時間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隨選視頻—生命之道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真情部落格節目

2016 年新媒體獻禮

2016 年 1 月，GOOD TV 向全球華人鄭重推出《好消息

影音圖書館 APP》。這是先前 GOOD TV 行動電視 APP 的

進階版，也是 GOOD TV 龐大影音資料庫的精華套裝整理。

按照教會、小組和弟兄姐妹的造就需求，分類整理成套裝

節目。包括逐章逐卷的研經系列，循序漸進的造就課程，

按日期、主題編排的靈修禱告進度，分類的見證影片，系

統整理的家庭教導等。方便個人隨時隨地的靈修造就、教

會主日學及小組的聚會、推薦給福音朋友收看等資源。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 APP》採用最新技術進階優化，使

用介面更直接，跨平台跨裝置的 APP 設計，無論使用蘋果

 精華影音 免費收看

GOOD TV 十多年來節目精華系統呈現，持續上架更新，豐

富典藏不斷增加，還可搭配小組查經手冊使用。下載收視

完全免費，無須月費或裝機費。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全新功能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隨選視頻—家庭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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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回看 精采不斷

貼心的直播頻道 DVR 二小時回看功能，精彩節目不錯過，

還可以暫停喔！

 跨屏跨螢 投放自如

透過 Chromecast、 Apple TV 或 HDMI 連接線，手機 / 平板

立即化身為電視遙控器，將《好消息影音圖書館》的內容

投放到電視機或投影機，方便小組、教會或家庭一起收看。

 行動播客 隨身收聽

可選擇只播放音檔，不打斷正在進行的工作，適合通勤族、

運動族、家庭主婦…的需求。耗用網路頻寬極少，也適合

低網速環境。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Live 一台，二台直播電視

▲輕鬆投放大螢幕

或安卓系統，都可隨身帶著走，貼近行動族群的需求。還

可輕鬆投放至大螢幕收看，方便教會與小組聚會時使用。

是個人造就及小組聚會的好夥伴。

目前《好消息影音圖書館》已上架 Apple 系統的 App 

Store，和 Android 系統的 Google Play，可以在智慧型手機

和平板電腦上免費下載 App 並安裝使用。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GOOD TV 為了《好消息影音圖書館》的功能研發、節目

製作與整理、系統維運、使用頻寬，必須持續投注相當的

人力、時間與經費。為了方便更多國家的弟兄姐妹可以順

暢使用，GOOD TV 特別向全球性的 CDN 系統租用頻寬，未

來越多人下載使用，頻寬耗用越大，費用支出就會隨之增

加。

但為了讓渴慕造就的弟兄姐妹可以沒有門檻地得到供

應，我們仍然決定秉持過去 17 年來的信心原則，免費推出

此產品，並開放以自由奉獻的方式，仰望並深信神的供應。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路六 :38)」

若您在世界各地可以收看到 GOOD TV，是因為背後有許

多默默支持的奉獻天使的祝福，我們充滿了感恩。邀請您

繼續支持 GOOD TV 全球福音平台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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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選視頻
九大類別

收錄節目 個  人 小組 / 教會

1 福音見證 真情部落格、心靈不打烊 個人傳福音
教會佈道會、
小組福音茶會

2 聖經真理
逐卷研經、精讀聖經、

空中聖經學院、大衛鮑森講座、
空中主日學 - 研經系列

個人研經 開設主日學 / 研經班

3 靈修禱告 禱告大軍迎接復興、恩典時分 晨更、禱告 教會禱告會

4 生命之道
空中主日學 - 初階、中階、進階，查爾斯 ‧

史丹利、道在人間國際講員、華語講員
培靈素材 教會主日崇拜信息

5 特會時間
屬靈爭戰、醫治釋放、職場事奉、

宣教佈道、復興系列
個人裝備素材

主日學 /
特會影音資源

6 家庭與生活
幸福來敲門、幸福學堂、幸福會客室、

健康新煮流、我們 EYE 旅行
個人及家庭造就、

傳福音素材
家庭、小組、福音茶會

7 音樂詩歌 音樂河、寧靜時分 敬拜讚美 敬拜讚美

8 兒少節目 烤箱讀書會
適合兒少觀眾與親

子共同收視
兒童主日學、學校、小組播放

9 台語頻道 台灣生命力 適合閩南語觀眾 提供台語講台信息

▲投放到電視或投影布幕使用《好消息 APP》小組聚會

豐富內容，靈活應用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內容豐富，適合個人、教會、團體廣泛使用，

無論是傳福音、初信造就、信徒研經、教會小組聚集，都非常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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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下載《好消息影音圖書館》

掃描 QR Code 下載《好消息影音圖書館》

或於 App store / Google play 中搜尋

《好消息影音圖書館》下載，即可收看

更多關於《好消息影音圖書館 APP》的資訊： http://www.goodtv.tv/app

用新通路為主贏得華人

我們經常收到海內外牧者的回應，他們在各地努力佈道

開拓、造就信徒的過程中，面對著靈命飢渴，卻又不習慣

看「造就書本」的信徒需求，GOOD TV 往往是他們的最佳

牧養夥伴。我們深深期望，《好消息影音圖書館》從台灣

出發，可以送出更多的祝福，給過去不易取得中文屬靈資

源的各國華人基督徒。

新年度，新通路，GOOD TV 與您攜手，向著「為主贏得

華人」的異象，再邁出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