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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子夜靈修
 1:00 如此婆媳的誕生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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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如此婆媳的誕生
 1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2:00 子夜靈修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2:00 容我道來
 2: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3:00 主日講壇
 4: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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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傳愛的故事
 2: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0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3: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5: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6:00 靈修早晨
 9:00 容我道來
 9: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0: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30 亞洲英雄

 12:00 子夜靈修
 1: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30 如此婆媳的誕生
 2:00 主日講壇
 3:00 主日講壇
 4:00 主日講壇
 5:00 主日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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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主日講壇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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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黑山
 3:00 主日講壇
 4: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4: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亞洲英雄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亞洲英雄
 3:00 愛煮廚房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心繫非洲
 4: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靈情日記
 8: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9:00 容我道來
 9: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11: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靈情日記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男人之苦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4: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4:30 如此婆媳的誕生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心繫非洲
 8:00 靈情日記
 8: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9:30 亞洲英雄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11:00 容我道來
 11: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2:00 如此婆媳的誕生
 2:30 愛煮廚房
 3: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3:30 創世日誌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男人之苦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6:00 你是主角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重訂婚盟 信守一生
 9: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0:00 重燃激情 職場宣教培靈會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In Touch with Dr. Charles 

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 生命的觸動

 1:00 主日講壇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4: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4: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5:30 容我道來
 6:00 亞洲英雄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重訂婚盟 信守一生
 9:30 愛煮廚房
 10:00 黑山

 12:00 如此婆媳的誕生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30 靈情日記
 2:00 亞洲英雄
 2: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愛煮廚房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你是主角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8:00 靈情日記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10:30 屬靈教室： 

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1:00 男人之苦
 11: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容我道來
 1:30 靈情日記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30 男人之苦
 3: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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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7:30 你是主角
 8:00 靈情日記
 8:3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9:00 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9:30 進擊の宣教士
 10: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0: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1:30 愛煮廚房

DECEMBER 十二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進擊の宣教士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00 主日講壇
 4:00 亞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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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進擊の宣教士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

之旅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4: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4: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進擊の宣教士
 1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2:00 子夜靈修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2:00 「上帝是如此真實」 

專題紀錄片
 2: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3:00 主日講壇
 4: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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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傳愛的故事
 2: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0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3: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5: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6:00 靈修早晨
 9:00 「上帝是如此真實」 

專題紀錄片
 9: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0: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30 亞洲英雄

 12:00 子夜靈修
 1: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30 進擊の宣教士
 2:00 主日講壇
 3:00 主日講壇
 4:00 主日講壇
 5:00 主日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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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主日講壇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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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愛地球觀察站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3: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男人之苦
 5:00 靈情日記
 5:3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一）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進擊の宣教士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愛煮廚房
 10: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亞洲英雄
 3:00 愛煮廚房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靈情日記
 8: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9:00 「上帝是如此真實」 

專題紀錄片
 9: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11: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靈情日記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男人之苦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4: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4:30 進擊の宣教士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靈情日記
 8: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9:30 亞洲英雄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11:00 「上帝是如此真實」 

專題紀錄片
 11: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2:00 進擊の宣教士
 2:30 愛煮廚房
 3: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3:30 創世日誌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男人之苦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6:00 你是主角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重訂婚盟 信守一生
 9: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0:00 黑山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In Touch with Dr. Charles 

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 生命的觸動

 1:00 主日講壇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4: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4: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5:30 「上帝是如此真實」 

專題紀錄片
 6:00 亞洲英雄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婆媳大戰停火攻略
 9:30 愛煮廚房
 10:00 尋覓窄門 奔騰高處

 12:00 進擊の宣教士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30 靈情日記
 2:00 亞洲英雄
 2: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愛煮廚房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你是主角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8:00 靈情日記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10:3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1:00 男人之苦
 11: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12 月 12 日　星期一　晚上 9 時

你有沒有學過約會？又是否懂得約會？
一連六集戀愛專題，由單身講到相戀，由專業輔導

員與你正視戀愛態度！

12 月 1 日（四） 12 月 2 日（五） 12 月 3 日（六） 12 月 4 日（日） 12 月 5 日（一） 12 月 6 日（二） 12 月 7 日（三） 12 月 8 日（四） 12 月 9 日（五） 12 月 10 日（六） 12 月 11 日（日） 12 月 12 日（一）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2 月 3 日　星期六　晚上 9 時 30 分

三藩市華人金巴崙長老會主任牧師劉澤華牧師，多年
來幫助過許多人改善男女關係和家庭關係。這次來到創世電
視，跟大家按着《聖經》真道，暢談性話題，幫助大家解開
對性的迷思，以及學習如何活出清清潔潔的兩性關係。

黑山
12 月 4 日　星期日　晚上 10 時

美國一個小城市──黑山，這裏生活着一群退休宣教士，
娓娓道來韓國 130 年的宣教歷史。他們昔日在韓國無私服侍
痳瘋病人，至今令人記憶猶新，宣教的腳蹤更一代傳一代，
帶領韓國人將福音傳到其他國土。

尋覓窄門　奔騰高處
12 月 11 日　星期日　晚上 10 時

《聖經》《路加福音》勉勵人要努力進窄門。窄門的
意思是什麼？信徒怎樣可以努力為主奔走前面的路？又如
何在反基督的環境中作好見證？關注社會時事的林修榮將
會告訴你怎樣在當今世代為主飛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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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主角 : 沒有句號的旅程
12 月 20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 30 分

68 歲的梅阿年 Rayston，如果以四季形容他的現況，
生命已步入晚冬，醫生斷定他癌症末期的 18 個月期限已 
過，他也已經停服抗癌藥物，雖然氣息隨時有機會終止，
但生命卻比以前活得精彩。

 12:00 子夜靈修
 1:00 尋覓窄門 奔騰高處
 3:00 主日講壇
 4: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4: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亞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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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進擊の宣教士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主日講壇
 4:00 亞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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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進擊の宣教士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4:0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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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進擊の宣教士
 1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2:00 子夜靈修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1: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2: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3:00 主日講壇
 4: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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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傳愛的故事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3: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5: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6:00 靈修早晨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0: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30 亞洲英雄

 12:00 子夜靈修
 1: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30 進擊の宣教士
 2:00 主日講壇
 3:00 主日講壇
 4:00 主日講壇
 5:00 主日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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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上帝是如此真實」 

專題紀錄片
 1:30 靈情日記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30 男人之苦
 3: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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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7:30 你是主角
 8:00 靈情日記
 8:3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9:00 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9:30 進擊の宣教士
 10: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0: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1:30 愛煮廚房

 12:00 愛地球觀察站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3: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男人之苦
 5:00 靈情日記
 5:30 「少年彌賽亞」 

電影討論場（二）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進擊の宣教士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愛煮廚房
 10: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亞洲英雄
 3:00 愛煮廚房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靈情日記
 8: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靈情日記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男人之苦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進擊の宣教士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靈情日記
 8: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9:30 亞洲英雄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2:00 進擊の宣教士
 2:30 愛煮廚房
 3: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3:30 創世日誌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男人之苦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6:00 你是主角
 6:30 Music Eternity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婆媳大戰停火攻略
 9: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0:00 尋覓窄門 奔騰高處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In Touch with Dr. Charles 

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 生命的觸動

 1:00 主日講壇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4: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 教會的奧秘
 4: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5: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6:00 亞洲英雄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創世影院： 

愛裡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 
 9:30 愛煮廚房
 10:00 尋覓窄門 奔騰高處

DECEMBER 十二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主日講壇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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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尋覓窄門 奔騰高處
 3:00 主日講壇
 4: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

之旅 
 4: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亞洲英雄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蒙古遊牧之旅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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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蒙古遊牧之旅
 1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2:00 子夜靈修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1:30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與基督徒生命
 2: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3:00 主日講壇
 4: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進擊の宣教士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30 靈情日記
 2:00 亞洲英雄
 2: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愛煮廚房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你是主角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7: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8:00 靈情日記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1:00 男人之苦
 11: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30 靈情日記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30 男人之苦
 3:0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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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7:30 你是主角
 8:00 靈情日記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與基督徒生命
 9:30 蒙古遊牧之旅
 10: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0: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1:30 愛煮廚房

 12:00 愛地球觀察站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3: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4:30 男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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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與基督徒生命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蒙古遊牧之旅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愛煮廚房
 10: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亞洲英雄
 3:00 愛煮廚房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與基督徒生命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靈情日記
 8: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9:00 蒙古遊牧之旅
 9:30 聖誕百科全書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與基督徒生命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靈情日記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男人之苦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蒙古遊牧之旅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6: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靈情日記
 8: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聖誕百科全書
 9:30 亞洲英雄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2:00 蒙古遊牧之旅
 2:30 愛煮廚房
 3:00 聖誕百科全書
 3:30 創世日誌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男人之苦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6:00 你是主角
 6:30 Music Eternity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創世影院： 

愛裡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 
 9: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0:00 尋覓窄門 奔騰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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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子夜靈修
 1: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聖誕百科全書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3:3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5:30 屬靈教室：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與基督徒生命
 6:00 靈修早晨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0:00 屬靈教室：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1:30 亞洲英雄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蒙古遊牧之旅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主日講壇
 4:00 亞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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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2 月 12 日　星期一　晚上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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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影院 : 愛裡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
12 月 18 日　星期日　晚上 8 時

Joe 的雙親是嚴父慈母，父親對兒子一向冷漠對待，
二人關係自小疏離。父親不斷的責備和貶抑，讓兒子的
自我形象和性別的定位帶來負面的影響。Joe 獲悉妻子
茵有孕，但因心靈的種種陰影而抗拒。在低沉和混亂的
思緒下，Joe 竟勾起了年青時對同性的傾慕，更意想不
到迷上了一位髮型師 Jack。當茵驚悉二人的同性情緣後，
悲憤莫名，甚至決定要放棄肚中的胎兒⋯⋯

一生最美的祝福 - 馬浚偉
12 月 25 日　星期五　晚上 10 點

由愛基金主辦、創世電視協辦的一生最美的祝福音
樂巡迴佈道會，聯合不同教會的力量，加上演藝人的見
證，將福音帶給香港市民。馬浚偉鼓勵患病多年的母親
做手術，但她不幸去世。那份深沉的內疚令馬浚偉掉進
心靈黑洞，但神以出人意外的方式治癒他，領他走出絕
望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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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晚上 9 時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我們理解當中
的含意嗎？我們對耶穌的認識有多少？祂真的是祂所講嗎？
在上帝永恆的計劃中，耶穌擔當什麼崗位？吳宣倫博士將會
一一解答。

DECEMBER 十二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聖誕百科全書
 1:30 蒙古遊牧之旅
 2:00 主日講壇
 3:00 主日講壇
 4:00 主日講壇
 5:00 主日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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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3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00 聖誕百科全書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主日講壇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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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聖誕百科全書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一生最美的祝福  

- 馬浚偉
 3:00 主日講壇
 4: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4:3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

空中講台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亞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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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蒙古遊牧之旅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主日講壇
 4:00 亞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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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

牧師 - 研經有招式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蒙古遊牧之旅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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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蒙古遊牧之旅
 11:3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2:00 子夜靈修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1:3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2: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3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3:00 主日講壇
 4: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

牧師 - 喜樂自有方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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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3:30 屬靈教室： 

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
與難捨的愛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
師 - 活在這世代

 5:0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5:3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6:00 靈修早晨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

師 - 聖誕與你
 10:00 屬靈教室： 

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
與難捨的愛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
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亞洲英雄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In Touch with  

Dr. Charles Stanley  
查爾斯 史丹利博士  
- 生命的觸動

 1:00 主日講壇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2:3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聖誕百科全書
 4:00 屬靈教室： 

陳漢祖博士 - 背十字架
與基督徒生命

 4:3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5: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6:00 亞洲英雄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香港聖樂團 - 聖誕禮讚
 10:00 一生最美的祝福  

- 馬浚偉

 12:00 蒙古遊牧之旅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1:30 靈情日記
 2:00 亞洲英雄
 2:3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愛煮廚房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你是主角
 6:0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

牧師 - 研經有招式
 7: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8:00 靈情日記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

牧師 - 喜樂自有方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陳一華牧

師 - 聖誕與你
 11:00 男人之苦
 11: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
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30 靈情日記
 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30 男人之苦
 3:0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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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5:45 創世情報站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7:30 你是主角
 8:00 靈情日記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9:30 蒙古遊牧之旅
 10: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

牧師 - 研經有招式
 10:30 屬靈教室： 

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
與難捨的愛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11:30 愛煮廚房

 12:00 愛地球觀察站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

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3:30 屬靈教室： 

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
與難捨的愛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
牧師 - 研經有招式

 4:30 男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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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蒙古遊牧之旅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愛煮廚房
 10:00 聖誕百科全書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11:00 創世日誌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亞洲英雄
 3:00 愛煮廚房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4:3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陳一

華牧師 - 喜樂自有方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屬靈教室： 

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與難捨的愛

 7:30 創世主日學堂：葉劍
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8:00 靈情日記
 8: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

師 - 活在這世代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1:30 靈情日記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男人之苦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

師 - 活在這世代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蒙古遊牧之旅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 

李盛林院長 - 忍耐的愛
與難捨的愛

 6:0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6:30 Music Eternity 
 7: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7:30 無懼試探 - 性迷思
 8:00 靈情日記
 8:3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9:30 亞洲英雄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 

陳一華牧師 - 聖誕與你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陳一華
牧師 - 喜樂自有方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2:00 蒙古遊牧之旅
 2:30 愛煮廚房
 3: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3:30 創世日誌
 4: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男人之苦
 5:00 靈情日記
 5: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6:00 你是主角
 6:30 Music Eternity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

牧師 - 研經有招式
 8:00 香港聖樂團 - 聖誕禮讚
 10:00 一生最美的祝福  

- 馬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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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主日學堂：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12 月 26 日　星期一　下午 1 時

每次聽到牧者在講道時能夠帶出《聖經》中的亮光，
啟發人思考時，不少信徒都會感到羨慕，希望自己也能夠
從查經中得到第一手的啟發。曾經在神學院任教研經法的
葉劍華牧師，以簡單易明的方法，教授 6 種研經法︰靈修
讀經法、歸納式研經法、人物研經法、字義研經法、分析
研經法、結構式研經法。配合不同經文類型、題材，使用
相關的研經法，令你查考《聖經》時能夠加深思考，從經
文的微細處思考其深層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