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15 (㆔㈢㊂三)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修

1:00 ㆖㊤上午 亞洲英雄

1:30 ㆖㊤上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2:0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2:30 ㆘㊦下午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如何有效傳福音> 

3:00 ㆖㊤上午 主㈰㊐日講壇
4:00 ㆖㊤上午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4:30 ㆖㊤上午 屬靈教室-喬依絲邁爾牧師-生命真道

5:00 ㆖㊤上午 主㈰㊐日講壇
6:0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9:00 ㆖㊤上午 創世日誌

9:25 ㆖㊤上午 讚美操

9:30 ㆖㊤上午 創世講壇

10:30 ㆖㊤上午 靈情日記

11:00 ㆖㊤上午 屬靈教室:翁靜淳牧師-聖戰風雲錄

11:30 ㆖㊤上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下午PM
12:00 ㆘㊦下午 Music Eternity 

12:25 ㆘㊦下午 讚美操

12:30 ㆘㊦下午 聖經謎團大拆解

1:00 ㆘㊦下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30 ㆘㊦下午 靈情日記

2:00 ㆘㊦下午 喜樂家庭 3 
2:30 ㆘㊦下午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如何有效傳福音> 

3:00 ㆘㊦下午 中國天使心-愛出未來

3:25 ㆘㊦下午 讚美操

3:30 ㆘㊦下午 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下午 亞洲英雄

4:30 ㆘㊦下午 屬靈教室:翁靜淳牧師-聖戰風雲錄

5:00 ㆘㊦下午 靈情日記

5:3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5:55 ㆘㊦下午 讚美操

6:0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6:30 ㆘㊦下午 喜樂家庭 3 

7:00 ㆘㊦下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8:20 ㆘㊦下午 信仰無添加 3

8:30 ㆘㊦下午 靈情日記

9:0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9:30 ㆘㊦下午 屬靈教室:李盛林牧師-家庭人際的智慧 (雙語廣播)

10:00 ㆘㊦下午 聖經謎團大拆解

10:30 ㆘㊦下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下午 創世日誌

11:25 ㆘㊦下午 創世情報站

11:30 ㆘㊦下午 讓世界感動



2014/1/16 (㆕㈣㊃四)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靈修
1:00 ㆖㊤上午 喜樂家庭 3
1:30 ㆖㊤上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00 ㆖㊤上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2:30 ㆖㊤上午 屬靈教室-喬依絲邁爾牧師-生命真道

3:00 ㆖㊤上午 主日講壇

4:00 ㆖㊤上午 愛地球觀察站

4:30 ㆖㊤上午 屬靈教室: 李宗瑞牧師 - 行神蹟奇事的神

5:00 ㆖㊤上午 創世講壇

6:0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9:00 ㆖㊤上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25 ㆖㊤上午 讚美操

9:30 ㆖㊤上午 主日講壇

10:30 ㆖㊤上午 靈情日記

11:00 ㆖㊤上午 喜樂家庭 3 
11:30 ㆖㊤上午 屬靈教室:葉劍華牧師-喜樂的人生

PM
12:00 ㆘㊦下午 Music Eternity 

12:25 ㆘㊦下午 讚美操

12: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1:00 ㆘㊦下午 中國天使心-愛出未來

1:30 ㆘㊦下午 靈情日記

2:00 ㆘㊦下午 屬靈教室:李盛林牧師-家庭人際的智慧 (雙語廣播)

2:30 ㆘㊦下午 聖經謎團大拆解

2:50 ㆘㊦下午 信仰無添加3

3:00 ㆘㊦下午 喜樂家庭 3 
3:25 ㆘㊦下午 讚美操

3:30 ㆘㊦下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4:25 ㆘㊦下午 創世情報站

4: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5:00 ㆘㊦下午 靈情日記

5:30 ㆘㊦下午 創世日誌

5:55 ㆘㊦下午 讚美操

6:00 ㆘㊦下午 屬靈教室: 郭文池牧師 - 給都市人的福音

6:30 ㆘㊦下午 亞洲英雄

6:50 ㆘㊦下午 信仰無添加3

7:0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7:25 ㆘㊦下午 創世情報站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8:30 ㆘㊦下午 靈情日記

9:00 ㆘㊦下午 讓世界感動

9:30 ㆘㊦下午 屬靈教室:李耀明牧師-書卷研讀之士師記

10:0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10:30 ㆘㊦下午 屬靈教室：程蒙恩長老－向著標竿直跑

11:0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下午 喜樂家庭 3 
11:55 ㆘㊦下午 創世情報站



2014/1/17 (㈤㊄五)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靈修
1:00 ㆖㊤上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1:30 ㆖㊤上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2:00 ㆖㊤上午 中國天使心-愛出未來

2:30 ㆖㊤上午 屬靈教室: 李宗瑞牧師 - 行神蹟奇事的神

3:00 ㆖㊤上午 創世講壇

4:00 ㆖㊤上午 亞洲英雄

4:30 ㆖㊤上午 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5:00 ㆖㊤上午 主日講壇

6:0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9:00 ㆖㊤上午 喜樂家庭3

9:25 ㆖㊤上午 讚美操

9:30 ㆖㊤上午 主㈰㊐日講壇
10:30 ㆖㊤上午 靈情日記

11:00 ㆖㊤上午 屬靈教室:李盛林牧師-家庭人際的智慧(雙語廣播)

11:30 ㆖㊤上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下午PM
12:00 ㆘㊦下午 Music Eternity

12:25 ㆘㊦下午讚美操

12:30 ㆘㊦下午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1:00 ㆘㊦下午愛地球觀察站

1:30 ㆘㊦下午靈情日記

2:00 ㆘㊦下午 屬靈教室:李耀明牧師-書卷研讀之士師記

2:3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3:00 ㆘㊦下午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25 ㆘㊦下午 讚美操

3:30 ㆘㊦下午 屬靈教室：程蒙恩長老－向著標竿直跑

4:00 ㆘㊦下午 屬靈教室:翁靜淳牧師-聖戰風雲錄

4:3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5:00 ㆘㊦下午 靈情日記

5:3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5:55 ㆘㊦下午 讚美操

6:0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6:30 ㆘㊦下午 聖經謎團大拆解

7:00 ㆘㊦下午 讓世界感動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中國天使心-愛出未來

8:30 ㆘㊦下午 靈情日記

9:00 ㆘㊦下午 屬靈教室:李耀明牧師-書卷研讀之士師記

9:30 ㆘㊦下午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0 ㆘㊦下午 創世日誌

10:30 ㆘㊦下午 屬靈教室-喬依絲邁爾牧師-生命真道

11:0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11:3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2013/1/18 (㈥㊅六六)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修

1:00 ㆖㊤上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1:30 ㆖㊤上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2:00 ㆖㊤上午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上午 創世日誌

3:00 ㆖㊤上午 屬靈教室: 李宗瑞牧師 - 行神蹟奇事的神

3:30 ㆖㊤上午 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上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上午 屬靈教室：程蒙恩長老－向著標竿直跑

5:00 ㆖㊤上午 屬靈教室-喬依絲邁爾牧師-生命真道

5:30 ㆖㊤上午 喜樂家庭3

6:00 ㆖㊤上午 靈修早晨

9:00 ㆖㊤上午 讓世界感動

9:20 ㆖㊤上午 信仰無添加 3

9:30 ㆖㊤上午 屬靈教室: 李宗瑞牧師 - 行神蹟奇事的神

10:00 ㆖㊤上午 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0:30 ㆖㊤上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上午 屬靈教室：程蒙恩長老－向著標竿直跑

11:30 ㆖㊤上午 屬靈教室-喬依絲邁爾牧師-生命真道

PM
12:00 ㆘㊦下午 Music Eternity

12:30 ㆘㊦下午 亞洲英雄

1:0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2:3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3:00 ㆘㊦下午 屬靈教室:李耀明牧師-書卷研讀之士師記

3:30 ㆘㊦下午 創世日誌

4:00 ㆘㊦下午 中國天使心-愛出未來

4:30 ㆘㊦下午 靈情日記

6:00 ㆘㊦下午 喜樂家庭 3

6:30 ㆘㊦下午 聖經謎團大拆解

7:0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8:20 ㆘㊦下午 信仰無添加 3

8:30 ㆘㊦下午 喜樂家庭 3

9:00 ㆘㊦下午 創世日誌

9:30 ㆘㊦下午 讓世界感動

10:00 ㆘㊦下午 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0:3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11:00 ㆘㊦下午 屬靈教室:李耀明牧師-書卷研讀之士師記

11:3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2014/1/19(㈰㊐日)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修

1:00 ㆖㊤上午 愛地球觀察站

1:30 ㆖㊤上午 中國天使心-愛出未來

2:00 ㆖㊤上午 主日講壇

5:30 ㆖㊤上午 創世講壇

6:0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9:00 ㆖㊤上午 主日講壇

PM
12:30 ㆘㊦下午 創世講壇

1:00 ㆘㊦下午 屬靈教室: 李宗瑞牧師 - 行神蹟奇事的神

1:30 ㆘㊦下午 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2:00 ㆘㊦下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下午 屬靈教室：程蒙恩長老－向著標竿直跑

3:00 ㆘㊦下午 屬靈教室-喬依絲邁爾牧師-生命真道

3:30 ㆘㊦下午 屬靈教室:李耀明牧師-書卷研讀之士師記

4:00 ㆘㊦下午 聖經謎團大拆解

4:3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6:0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6:30 ㆘㊦下午 屬靈教室:翁靜淳牧師-聖戰風雲錄

7:0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信仰無添加3

8:15 ㆘㊦下午 創世情報站

8:30 ㆘㊦下午 創世日誌

9:00 ㆘㊦下午 亞洲英雄

9:30 ㆘㊦下午 愛地球觀察站

10:00 ㆘㊦下午 「祝福香港﹑平安中華」國際萬人讚美操

11:00 ㆘㊦下午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11:30 ㆘㊦下午 讓世界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