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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命之道 - 鄺建雄牧師
12 月 5 日起　逢星期六　下午 1:00

信徒怎樣明白上帝的心意？在工作、家庭及人際關係，
如何為上帝而活？

種種問題，千頭萬緒，如何解決？新加坡堅信浸信教會
鄺健雄牧師，將深入淺出地解答基督徒在信仰與生活上面對
的問題，更於這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透過聖經的話語，尋
求生命的意義。

「天下華人同心築夢」大型慈善晚會
12 月 6 日　星期日　晚上 10:00

中國目前有約 70 萬孤兒和約 820 萬殘疾兒童，在困苦
中，他們能得到適切的治療和找到盼望嗎 ? 數十位來自中、
港、台、美、韓的名人明星，包括關心妍、林書豪、王祖藍、
李亞男、蔣麗萍等在「天下華人同心築夢」大型慈善晚會，
齊顯愛心，關懷中國孤殘兒童。

 12:00 子夜靈修
 1:00 林書豪旋瘋
 3: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八誡 : 我要真自由
 4:00 蕾聲響起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 歌羅西書總覽
 6:00 靈修早晨
 9: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 注目基督
 9:3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把握機會、見證信仰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經嚐喜樂 (2)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Music In Love
 2:30 屬靈教室 : 張天和牧師  

- 從約翰福音神蹟看基督
 3: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 歌羅西書概覽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把握機會、見證信仰
 6:00 靈修早晨
 9:00 容我道來
 9:30 主日講壇 : 阮雄長老 

- 尋找與收割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天經地義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30 蕾聲響起
 2:00 天經地義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為何不可能
 9:3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八誡 : 我要真自由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1:3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00 子夜靈修
 1:00 容我道來
 1:30 Music In Love
 2:00 蕾聲響起
 2: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 : 張天和牧師  

- 從約翰福音神蹟看基督
 4: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5: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八誡 : 我要真自由
 6:00 靈修早晨
 9: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

之旅 
 9:3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 歌羅西書概覽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為何不可能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

之旅 
 1:30 萬人見證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0:0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11: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2:00 子夜靈修
 1:00 萬人見證錄
 1: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2:00 主日講壇 : 范大陵長老 

- 五福臨門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蒙

召進入世界，作主的見證
 4: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八誡 : 我要真自由
 5: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 信心之旅中的不變原則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 關國瑞牧師 

- 神的「任憑」不可惹
 10: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時常稱頌禱告耶和華
 11: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九誡 :  誠信第一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靈命成長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天經地義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容我道來
 3: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4:00 創世日誌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5:00 靈情日記
 5:30 經嚐喜樂 (2)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屬靈教室 : 張天和牧師  

- 從約翰福音神蹟看基督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

之旅 
 10: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11:00 蕾聲響起
 11:30 為何不可能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30 Music In Love
 3:00 萬人見證錄
 3: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4:00 屬靈教室 : 張天和牧師  

- 從約翰福音神蹟看基督
 4: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地球觀察站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創世日誌
 7:00 蕾聲響起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8:30 靈情日記
 9:00 天經地義
 9:30 為何不可能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2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1:30 靈情日記
 2:00 為何不可能
 2: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4:30 Music In Love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6:30 屬靈教室 : 張天和牧師  

- 從約翰福音神蹟看基督
 7:0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7:30 Music Eternity 
 8:00 蕾聲響起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10:00 天經地義
 10: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愛在家中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容我道來
 1:00 蕾聲響起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Music In Love 
 3: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5:00 靈情日記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天經地義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在家中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9: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11: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張天和牧師  

- 從約翰福音神蹟看基督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30 為何不可能
 3: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3:30 創世日誌
 4:00 愛在家中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蕾聲響起
 5: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6:00 Music In Love 
 6:30 容我道來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0:00 林書豪旋瘋

 12: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學世界仔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4:00 Music In Love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天經地義
 6:30 蕾聲響起
 7:00 容我道來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0:00 「天下華人同心築夢」 

大型慈善晚會

DECEMBER 十二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天經地義
 1: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2:30 蕾聲響起
 3:00 主日講壇 : 關國瑞牧師 

- 神的「任憑」不可惹
 4:00 萬人見證錄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5: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時常稱頌禱告耶和華
 5:0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6:00 靈修早晨
 9:00 容我道來
 9:3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九誡 :  誠信第一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天下華人同心築夢」大型

慈善晚會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時常稱頌禱告耶和華
 4:00 蕾聲響起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九誡 :  誠信第一
 6:00 靈修早晨
 9: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9:3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學世界仔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愛在家中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Music In Love
 2: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3: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九誡 :  誠信第一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學世界仔
 6:00 靈修早晨
 9:00 容我道來
 9:30 主日講壇 : 關國瑞牧師 

- 神的「任憑」不可惹
 10:30 靈情日記
 1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學世界仔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為何不可能
 9:3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時常稱頌禱告耶和華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1:3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00 子夜靈修
 1:0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1:30 Music In Love
 2: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2: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00 主日講壇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5: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時常稱頌禱告耶和華
 6:00 靈修早晨
 9: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9:3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第九誡 :  誠信第一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為何不可能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萬人見證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0:0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11: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 天經地義
 1:30 靈情日記
 2: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Music In Love
 3:3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蕾聲響起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7: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30 靈情日記
 9:0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9: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1:30 創世日誌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3: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4:00 創世日誌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在家中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0: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11: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11:30 為何不可能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30 Music In Love
 3:00 萬人見證錄
 3: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地球觀察站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創世日誌
 7: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8:30 靈情日記
 9: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9:30 為何不可能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2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1:30 靈情日記
 2:00 為何不可能
 2: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4:30 Music In Love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0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10: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愛在家中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1: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Music In Love 
 3: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5:00 靈情日記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在家中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9: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11: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30 為何不可能
 3: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3:30 創世日誌
 4:00 愛在家中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5: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6:00 Music In Love 
 6:3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0:00 「天下華人同心築夢」大型

慈善晚會
 

爛 gag 齒祖
12 月 14 日　星期一　晚上 9:00

「爛 gag 齒祖」盧 David 憑着個人的演藝天份加入娛
樂圈，為觀眾大放笑彈，工餘時間亦遊戲人間、快樂至上，
一切只由自己出發，最終與前妻分開收場。人生走過一半
遇上世侄棄醫獻身讀神學，令他追尋世間真正快活何在 ?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12 月 8 日起　逢星期二　晚上 11:00

20 世紀最偉大的考古學發現——死海古卷，引起不少
謎團︰究竟古卷由誰寫成？為什麼要藏在險要昆蘭古洞，
背後有什麼重要訊息？自 1994 年開始，影音使團 20 年間
10 次踏足以色列，從歷史遺痕中解開各種歷史與宗教的謎
團，是次節目匯聚 20 年間在以色列探索的重要發現，來自
世界各地、專門研究《聖經》和死海古卷的猶太教、基督教、
天主教專家，製作首個專研死海古卷的節目，拆解古卷背
後的各種謎團，從古文物認識《聖經》，從《聖經》發現
生命的真智慧！

12 月 1 日（二） 12 月 2 日（三） 12 月 3 日（四） 12 月 4 日（五） 12 月 5 日（六） 12 月 6 日（日） 12 月 7 日（一） 12 月 8 日（二） 12 月 9 日（三） 12 月 10 日（四） 12 月 11 日（五） 12 月 12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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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2 月 15 日起　逢星期二、五　晚上 10:30

誰是主角？誰救贖我？誰曾應許？誰為主去？陳一華
牧師從四個「誰」帶出耶穌的救贖途徑，如何降卑自己，
代刑受罰，而作為福音的使者，我們除了紀念基督，是否
還能見證耶穌，將福音傳到普天下去？若想在聖誕期間重
燃傳福音的鬥志，千萬不要錯過！

香港聖樂團聖誕音樂會
12 月 20 日　星期日　晚上 10:00

聖誕節又到了，大街小巷都充滿着濃厚的聖誕氣氛，到
處也有報佳音的活動。但若想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中思想耶穌
降生，聽聖樂也是其中一個方法。香港聖樂團把聖誕歌曲重
新演繹，穿插經典名曲，給你一個不一樣的聖誕。

 12:00 子夜靈修
 1:00 萬人見證錄
 1: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2:00 主日講壇 : 關國瑞牧師 

- 苦傷路上誰相伴  
 3:00 主日講壇 : 蔡元雲醫生 

- 天賜恩福
 4: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 歌羅西書概覽
 5: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4)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10:00 主日講壇
 11:00 主日講壇
 

 12:00 子夜靈修
 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2: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3: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6)
 4:00 萬人見證錄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天下華人同心築夢」大型

慈善晚會
 3:00 主日講壇
 4: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愛在家中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Music In Love
 2: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3:00 主日講壇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爛 gag 齒祖
 9:3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6)
 10:30 靈情日記
 1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為何不可能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1:3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00 子夜靈修
 1:00 爛 gag 齒祖
 1:30 Music In Love
 2: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2: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00 主日講壇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為何不可能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6)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屬靈教室 : 寇紹涵牧師 
- 阿摩司書

 4:00 Music In Love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6: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7:0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0:00 「天下華人同心築夢」大型

慈善晚會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30 靈情日記
 2: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Music In Love
 3:30 守候 20 年的愛情
 4:00 愛在家中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屬靈教室 : 高華坤牧師 

- 福音信仰六課
 7: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30 靈情日記
 9:00 爛 gag 齒祖
 9: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1:30 創世日誌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爛 gag 齒祖
 3: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4:00 創世日誌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在家中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0: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1: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11:30 為何不可能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30 Music In Love
 3:00 萬人見證錄
 3: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地球觀察站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創世日誌
 7: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8:30 靈情日記
 9: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9:30 為何不可能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2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創世日誌
 1:00 爛 gag 齒祖
 1:30 靈情日記
 2:00 為何不可能
 2: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4:30 Music In Love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10: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愛在家中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爛 gag 齒祖
 1: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Music In Love 
 3: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5:00 靈情日記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在家中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9: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0:00 創世日誌
 10: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1:00 爛 gag 齒祖
 11: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DECEMBER 十二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萬人見證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5:30 Music In Love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0: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11: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2:00 子夜靈修
 1:00 萬人見證錄
 1: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2:00 主日講壇 : 劉大興長老 

- 侍奉神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蒙召在家庭內遵行並教導
主的道

 4: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把握機會、見證信仰

 5: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學世界仔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10: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求

拯救脫離惡人
 11: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教

會必然增長

 12:00 子夜靈修
 1:00 香港聖樂團聖誕音樂會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求拯救脫離惡人
 4:0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教會必然增長
 6:00 靈修早晨
 9: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9:3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愛在家中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Music In Love
 2: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3: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教會必然增長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6:00 靈修早晨
 9:00 關德輝．遇見愛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30 為何不可能
 3: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3:30 創世日誌
 4:00 愛在家中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5: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00 Music In Love 
 6:30 爛 gag 齒祖
 7:00 愛地球觀察站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0:00 「天下華人同心築夢」大型

慈善晚會

 12: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為何不可能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3: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4:00 Music In Love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6: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7:00 爛 gag 齒祖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0:00 香港聖樂團聖誕音樂會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30 靈情日記
 2: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Music In Love
 3:30 爛 gag 齒祖
 4:00 愛在家中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7: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30 靈情日記
 9:00 關德輝．遇見愛
 9: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1:30 創世日誌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關德輝．遇見愛
 3: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4:00 創世日誌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在家中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

之旅 
 10: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1:00 聖誕百科全書
 11:30 為何不可能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張路加牧師宣教培靈系列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30 Music In Love
 3:00 萬人見證錄
 3: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地球觀察站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創世日誌
 7:00 聖誕百科全書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8:30 靈情日記
 9: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9:30 為何不可能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2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創世日誌
 1:00 關德輝．遇見愛
 1:30 靈情日記
 2:00 為何不可能
 2:30 後現代文化與後後現代 

信仰講座
 4:30 Music In Love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7:30 Music Eternity 
 8:00 聖誕百科全書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10: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

場智慧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愛在家中
 11:45 創世情報站

後現代文化與後後現代信仰講座
12 月 24 日　星期四　下午 2:30

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創辦人梁燕城博士主講的「後現代文
化與後後現代信仰」講座，探討後現代文化如何形成，從後工
業社會、資訊社會，到當代酒神形態的自我中心主義與狂歡文
化，同時探討後現代新宇宙觀與上帝的關係，及從情際關係重
建的後後現代神學。

聖誕百科全書
12 月 22 日　星期二　晚上 11:00

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但慶祝什麼你知道嗎？耶穌
誕生是不是 12 月 25 日？ 12 月 25 日曾經與異教太陽神宗教
有關，你又知道嗎？《聖經》記載的黃金、乳香、沒藥又有什
麼意義？《聖誕百科全書》由何志滌牧師、吳宗文牧師解開各
種疑問。

12 月 13 日（日） 12 月 14 日（一） 12 月 15 日（二） 12 月 16 日（三） 12 月 17 日（四） 12 月 18 日（五） 12 月 19 日（六） 12 月 20 日（日） 12 月 21 日（一） 12 月 22 日（二） 12 月 23 日（三） 12 月 24 日（四）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30 聖誕百科全書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為何不可能
 9:3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求拯救脫離惡人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1:3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00 子夜靈修
 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2:30 揭開死海古卷之謎
 3:00 主日講壇
 4:00 萬人見證錄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5: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求拯救脫離惡人
 6:00 靈修早晨
 9:00 爛 gag 齒祖
 9:3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教會必然增長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

士師記看信徒成長的挑戰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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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傳
12 月 27 日　星期日　晚上 10:00

經典電影《耶穌傳》是根據《聖經》《路加福音》而拍
攝，帶你回到耶穌的時代，在歷史的街道上，細看耶穌的降
生、傳道、行神蹟、釘死以至復活的事蹟，深入淺出地了解
耶穌基督的生平，《耶穌傳》已經被翻譯成超過 1,000 個語
言版本，透過影片的傳播，改變了無數人的生命。

屬靈教室 : 呂沛淵牧師 - 創世記
12 月 31 日起   逢星期四    晚上 10:30

呂沛淵牧師是美國西敏神學院神學博士。曾任洛杉磯台
福神學院系統神學及教會歷史專任教授。現任美國加州矽谷
一華人教會牧師與神學院教授。邁向新一年，呂牧師以《創
世記》，探討上帝創造世界與你今天的關係，為一年之始作
好準備。

DECEMBER 十二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關德輝．遇見愛
 1:30 Music In Love
 2:00 聖誕百科全書
 2: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

師 - 重建家園
 3:00 主日講壇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

牧師 - 聖誕與你
 5: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

師 - 求拯救脫離惡人
 6:00 靈修早晨
 9: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9:3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

師 - 教會必然增長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為何不可能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萬人見證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

師 - 重建家園
 3: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

牧師 - 聖誕與你
 5:30 Music In Love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

師 - 重建家園
 10: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

牧師 - 聖誕與你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

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11: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2:00 子夜靈修
 1:00 萬人見證錄
 1: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2:00 主日講壇 : 趙武夷長老 

- 屬靈生命的置換反應
 3:00 主日講壇 : 

陳健威牧師 - 禁食
 4:00 主日講壇 : 雷競業博

士 - 齊來讚美神
 5: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

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5)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10:00 主日講壇
 11:00 主日講壇

 12:00 子夜靈修
 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2:30 聖誕百科全書
 3:00 主日講壇
 4:00 萬人見證錄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關德輝．遇見愛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耶穌傳 
 3:00 主日講壇
 4:00 聖誕百科全書
 4: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9:3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

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6)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

師 - 重建家園
 1:30 愛在家中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Music In Love
 2: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3:00 主日講壇
 4: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

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6)
 6:00 靈修早晨
 9:00 林靜苗． 我很美麗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
架與基督徒生命

 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
文西密碼之旅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

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6)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

師 - 重建家園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為何不可能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
架與基督徒生命

 11:3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關德輝．遇見愛
 1:00 聖誕百科全書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
破謎之旅 

 3:00 Music In Love 
 3: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5:00 靈情日記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

空中講台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在家中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9: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0:00 創世日誌
 10: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

牧師 - 聖誕與你
 11:00 關德輝．遇見愛
 11: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

師 - 重建家園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30 為何不可能
 3:0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3:30 創世日誌
 4:00 愛在家中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聖誕百科全書
 5: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30 後現代文化與後後現

代信仰講座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 

培靈系列
 10:00 香港聖樂團聖誕 

音樂會

 12: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
師 - 使徒信經系列 (16)

 1: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1:30 為何不可能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

牧師 - 聖誕與你
 3: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4:00 Music In Love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6:30 聖誕百科全書
 7:00 關德輝．遇見愛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張路加牧師宣教 

培靈系列
 10:00 耶穌傳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30 靈情日記
 2: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2:3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3:00 Music In Love
 3:30 關德輝．遇見愛
 4:00 愛在家中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聖誕百科全書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聖誕屬靈教室 : 陳一華

牧師 - 聖誕與你
 7:00 屬靈教室 : 吳方芳牧師  

- 教出孩子的 EQ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30 靈情日記
 9:00 林靜苗． 我很美麗
 9: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1:30 創世日誌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

破謎之旅 
 3:00 林靜苗． 我很美麗
 3:3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

師 - 重建家園
 4:00 創世日誌
 4: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

空中講台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在家中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屬靈教室 :  

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
與基督徒生命

 10: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
破謎之旅 

 10: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 向著標竿直跑

 11: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
文西密碼之旅

 11:30 為何不可能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張路加牧師宣教 

培靈系列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吳炳偉牧師 

- 職場智慧
 2:30 Music In Love
 3:00 萬人見證錄
 3: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 向著標竿直跑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5:00 靈情日記
 5:30 愛地球觀察站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創世日誌
 7: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

西密碼之旅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屬靈教室 :  

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
與基督徒生命

 8:30 靈情日記
 9: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9:30 為何不可能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

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2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創世日誌
 1:00 林靜苗．我很美麗
 1:30 靈情日記
 2:00 為何不可能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

生死 
 3:00 屬靈教室 :  

陳錦友牧師 - 重建家園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4:30 Music In Love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 向著標竿直跑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

文西密碼之旅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陳一華牧師 

- 從士師記看信徒成長
的挑戰 ( 雙語廣播 )

 10: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0:30 屬靈教室 : 

呂沛淵牧師 - 創世記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愛在家中
 11:45 創世情報站

12 月 25 日（五） 12 月 26 日（六） 12 月 27 日（日） 12 月 28 日（一） 12 月 29 日（二） 12 月 30 日（三） 12 月 31 日（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