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15 (㆔㈢㊂三)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修

1:00 ㆖㊤上午 PTU祈禱行動組

1:30 ㆖㊤上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2:00 ㆘㊦下午 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2:3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建雄牧師(國語)

3:00 ㆖㊤上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國語)
3:30 ㆖㊤上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4:00 ㆖㊤上午 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4:30 ㆖㊤上午 如果還有明天(國語)

5:00 ㆖㊤上午 PTU祈禱行動組

5:3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8:30 ㆖㊤上午 創世日誌

9:00 ㆖㊤上午 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9:30 ㆖㊤上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國語)
10:00 ㆖㊤上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10:30 ㆖㊤上午 PTU祈禱行動組

11:00 ㆖㊤上午萬人見證錄 (國語)

11:30 ㆖㊤上午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下午PM
12:00 ㆘㊦下午 兒童時段

12:30 ㆘㊦下午 創世日誌

1:00 ㆘㊦下午 屬靈教室: 程蒙恩長老 - 向著標竿直跑(國語)

1:30 ㆘㊦下午 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下午 靈情日記

2:25 ㆘㊦下午 讚美操(國語)

2:30 ㆘㊦下午 PTU祈禱行動組

3:0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國語)
3:30 ㆘㊦下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4:0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國語)

4:30 ㆘㊦下午 如果還有明天(國語)

5:00 ㆘㊦下午 兒童時段

5:30 ㆘㊦下午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研經科學全書(國語)

6:0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6:30 ㆘㊦下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7:00 ㆘㊦下午 靈情日記

7:25 ㆘㊦下午 讚美操(國語)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8:30 ㆘㊦下午 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9:00 ㆘㊦下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9:3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國語)
10:00 ㆘㊦下午 喜樂家庭  (國語)
10: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11:00 ㆘㊦下午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生之盼 (國語)

11:30 ㆘㊦下午天經地義  (國語)



2014/1/16 (㆕㈣㊃四)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靈修

1:00 ㆖㊤上午創世日誌

1:30 ㆖㊤上午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2:00 ㆖㊤上午天經地義  (國語)

2:30 ㆖㊤上午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生之盼 (國語)

3:00 ㆖㊤上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3:30 ㆖㊤上午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4:00 ㆖㊤上午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4:30 ㆖㊤上午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5:00 ㆖㊤上午創世日誌

5:3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8:30 ㆖㊤上午喜樂家庭 (國語)

9:00 ㆖㊤上午天經地義  (國語)

9:30 ㆖㊤上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10:00 ㆖㊤上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10:30 ㆖㊤上午 創世日誌

11:00 ㆖㊤上午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11:30 ㆖㊤上午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PM
12:00 ㆘㊦下午 兒童時段

12:3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國語)

1:00 ㆘㊦下午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研經科學全書(國語)

1:30 ㆘㊦下午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00 ㆘㊦下午靈情日記

2:25 ㆘㊦下午讚美操(國語)

2:30 ㆘㊦下午特備節目

4:30 ㆘㊦下午天經地義  (國語)

5:00 ㆘㊦下午兒童時段

5:30 ㆘㊦下午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國語)

6:00 ㆘㊦下午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6:30 ㆘㊦下午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7:00 ㆘㊦下午靈情日記

7:25 ㆘㊦下午讚美操(國語)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萬人見證錄 (國語)

8:30 ㆘㊦下午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9:00 ㆘㊦下午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9:3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10:00 ㆘㊦下午 創世主日學堂: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0:30 ㆘㊦下午 如果還有明天 (國語)

11:00 ㆘㊦下午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1:30 ㆘㊦下午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2014/1/17 (㈤㊄五)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靈修

1:00 ㆖㊤上午 特備節目

3:00 ㆖㊤上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3:30 ㆖㊤上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4:00 ㆖㊤上午 創世日誌

4:30 ㆖㊤上午 PTU祈禱行動組

5:00 ㆖㊤上午 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5:3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8:30 ㆖㊤上午 創世主日學堂: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9:00 ㆖㊤上午 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9:30 ㆖㊤上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10:00 ㆖㊤上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10:30 ㆖㊤上午 喜樂家庭  (國語)
11:00 ㆖㊤上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11:30 ㆖㊤上午 天經地義  (國語)

PM
12:00 ㆘㊦下午 兒童時段

12:30 ㆘㊦下午 創世主日學堂: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0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國語)

1:30 ㆘㊦下午 PTU祈禱行動組

2:00 ㆘㊦下午 靈情日記

2:25 ㆘㊦下午 讚美操(國語)

2:30 ㆘㊦下午 喜樂家庭  (國語)
3:0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3:30 ㆘㊦下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4:00 ㆘㊦下午 創世日誌

4:30 ㆘㊦下午 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5:00 ㆘㊦下午 兒童時段

5:30 ㆘㊦下午 屬靈教室:蘇穎睿牧師-生之盼 (國語)

6:00 ㆘㊦下午 PTU祈禱行動組

6: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7:00 ㆘㊦下午 靈情日記

7:25 ㆘㊦下午 讚美操(國語)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創世主日學堂: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8:30 ㆘㊦下午 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9:00 ㆘㊦下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9:3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10:00 ㆘㊦下午 創世日誌

10: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11:00 ㆘㊦下午 屬靈教室: 程蒙恩長老 - 向著標竿直跑(國語)

11:3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國語)



2014/1/18 (㈥㊅六六)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靈修

1:00 ㆖㊤上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30 ㆖㊤上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2:00 ㆖㊤上午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研經科學全書(國語)

2:30 ㆖㊤上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建雄牧師(國語)

3:00 ㆖㊤上午 屬靈教室: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國語)

3:30 ㆖㊤上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4:00 ㆖㊤上午 屬靈教室:程蒙恩長老-向著標杆直跑(國語)

4:30 ㆖㊤上午 地球深度行 (VI)  香港創世記(國語)

5:00 ㆖㊤上午 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5:3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8:30 ㆖㊤上午 喜樂家庭(國語)

9:00 ㆖㊤上午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研經科學全書(國語)

9:30 ㆖㊤上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建雄牧師(國語)

10:00 ㆖㊤上午 屬靈教室: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國語)

10:30 ㆖㊤上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1:00 ㆖㊤上午 屬靈教室:程蒙恩長老-向著標杆直跑(國語)

11:30 ㆖㊤上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PM
12:00 ㆘㊦下午 PTU祈禱行動組

12:30 ㆘㊦下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00 ㆘㊦下午 為何不可能(III)顛倒眾生

1:30 ㆘㊦下午 創世日誌

2:00 ㆘㊦下午 ㆞地球深度度行行 (V)香港創世記 (國語)
2: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3:00 ㆘㊦下午 喜樂家庭(國語)

3:30 ㆘㊦下午 天經地義(國語)

4:00 ㆘㊦下午 如果還有明天(國語)

4:30 ㆘㊦下午 創世主日學堂: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5:00 ㆘㊦下午 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5: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6:00 ㆘㊦下午 創世日誌

6:30 ㆘㊦下午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國語)

7:00 ㆘㊦下午 信仰百科之聖經疑難解答

7:25 ㆘㊦下午 讚美操(國語)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特備節目

10:00 ㆘㊦下午 如果還有明天(國語)

10:30 ㆘㊦下午 喜樂家庭(國語)

11:00 ㆘㊦下午 彼岸(國語)

11:3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2014/1/19 (㈰㊐日) Chinese Title

AM
12:00 ㆖㊤上午 子㊰夜靈靈修

1:00 ㆖㊤上午 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上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5:30 ㆖㊤上午 靈靈修早晨
8:30 ㆖㊤上午 PTU祈禱行動組

9:00 ㆖㊤上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PM
1:00 ㆘㊦下午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研經科學全書(國語)

1:3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建雄牧師(國語)

2:00 ㆘㊦下午 屬靈教室: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國語)

2:30 ㆘㊦下午 屬靈教室: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3:00 ㆘㊦下午 屬靈教室: 程蒙恩長老-向著標杆直跑(國語)

3: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4:00 ㆘㊦下午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4:30 ㆘㊦下午 創世日誌

5:00 ㆘㊦下午 喜樂家庭  (國語)

5:30 ㆘㊦下午 地球深度行(VI) - 香港創世記  (國語)

6:00 ㆘㊦下午 彼岸(國語)
6:3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7:00 ㆘㊦下午 信仰百科之聖經疑難解答

7:25 ㆘㊦下午 讚美操(國語)

7:30 ㆘㊦下午 Music Eternity

8:00 ㆘㊦下午 天經地義(國語)

8: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9:00 ㆘㊦下午 創世電視十周年台慶

9:30 ㆘㊦下午 美國創世開台㈵㊕特輯  (國語)
10:00 ㆘㊦下午 創世主日學堂: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0:30 ㆘㊦下午 聖地流動教室-以色列破謎之旅 

11:00 ㆘㊦下午 世界生命之道: 鄺建雄牧師(國語)

11:30 ㆘㊦下午 萬人見證錄 (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