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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子夜靈修
 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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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2:30 聖地流動教室  

- 以色列破謎之旅
 3:00 主日講壇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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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香港聖樂團 - 天籟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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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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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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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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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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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1: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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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11: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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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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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4: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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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8:00 一生最美的祝福 - 馬浚偉
 10:00 香港聖樂團 - 天籟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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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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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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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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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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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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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愛煮廚房
 10: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 婚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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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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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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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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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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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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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9:30 屬靈教室： 

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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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UARY 一月
1 月 1 日（日） 1 月 2 日（一） 1 月 3 日（二） 1 月 4 日（三） 1 月 5 日（四） 1 月 6 日（五）

香港聖樂團 天籟之音
1 月 1 日　星期日　 晚上 10 時

香港聖樂團演繹英國作曲家布列頓《天國的良伴》、
孟德爾頌《以利亞》選段等等名作，演繹充滿震撼及魅力，
讓觀眾感受出經典創作的永垂不朽，同時默想上帝的榮美。

你是主角：生命奇蹟無添加
1 月 3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 30 分

陳漢祖博士是一名獨生子，童年時缺乏爸媽的照顧，更
被奶媽虐待，令他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因此無心向學。但
今天他為什麼可以擁有多個博士學位，更由內向孤僻變得平
易近人，懂得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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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子夜靈修
 1: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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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1:3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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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2: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3:00 主日講壇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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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一生最美的祝福音樂佈道會
 3:00 主日講壇
 4: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4: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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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侍主 50 年
 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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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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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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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1: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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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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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11:30 屬靈教室：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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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愛煮廚房
 3: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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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00 信仰無添加 4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0:00 香港聖樂團 - 天籟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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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信仰無添加 4
3:15 創世情報站
 3: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4: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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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創世日誌
 8: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愛煮廚房
 10:00 一生最美的祝福音樂佈道會

 12: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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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2:30 屬靈教室：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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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11:00 男人之苦
 11: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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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3:45 創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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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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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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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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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5:45 創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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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屬靈教室： 

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10: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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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3:00 信仰無添加 4
 3:15 創世情報站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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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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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最美的祝福音樂佈道會
1 月 8 日　星期日　晚上 10 時

不少基督徒希望家人信主，但等待了一段時間還是沒
有回應，香港演藝人孫耀威也同樣帶着這一份盼望，而經
過多年的經歷，他徹底領悟到「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的真諦。

1 月 7 日（六） 1 月 8 日（日） 1 月 9 日（一） 1 月 10 日（二） 1 月 11 日（三） 1 月 12 日（四）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 月 3 日　星期二　晚上 9 時 30 分

關西一直是日本歷史的中心，日本大半歷史都是以關西為
舞台聚焦和發展，過去二百幾年，雖然多次面對天災人禍，但
日本人民只會齊心努力創造奇蹟。鎖國時期已經有不少傳教士
扎根日本，他們致力將基督信仰融入社會，讓各階層體會信望
愛的真善美。林以諾牧師、利嘉兒小姐、裕美小姐，將會帶你
深度遊走日本關西，體會他們沉實和安然的生活態度。



a.m.

p.m.

a.m.

p.m.

a.m.

p.m.

a.m.

p.m.

a.m.

p.m.

a.m.

p.m.

電
視
節
目
精
選

雲端鑼響
1 月 16 日　星期一　晚上 11 時

世代居住在雲南怒江大峽谷的傈僳族，曾經以刀耕
火種為生，直到一位英國宣教士孤身去那裏創立了文字
才改變了這裏的文化風貌。如今有多達 70% 的族人是基
督徒，每週五次敲響的銅鑼聲是福音聚會的召喚，也是
生命故事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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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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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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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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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1:3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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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2: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3:00 主日講壇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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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1:30 創世日誌
 3:00 主日講壇
 4: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4: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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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侍主 50 年
 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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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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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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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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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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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8:00 靈情日記
 8:30 信仰無添加 4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9:30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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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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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屬靈教室：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3: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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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00 信仰無添加 4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0:00 一生最美的祝福音樂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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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信仰無添加 4
 3:15 創世情報站
 3: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4:00 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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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創世日誌
 8: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香港屯門區音樂佈道會 

 12: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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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2: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屬靈教室：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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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11:00 雲端鑼響
 1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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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鑼響
 3: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信仰無添加 4
 3:45 創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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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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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1:30 屬靈教室： 

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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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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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鑼響
 5:00 靈情日記
 5:30 信仰無添加 4
 5:45 創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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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屬靈教室：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10: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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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UARY 一月
1 月 13 日（五） 1 月 14 日（六） 1 月 15 日（日） 1 月 16 日（一） 1 月 17 日（二） 1 月 18 日（三）

香港屯門區音樂佈道會
1 月 15 日　星期日　晚上 9 時

佈道會集合多位演藝人如陳友、鄭敬基、林小珍，
還有詩歌敬拜、魔術表演，加上林以諾牧師生動幽默的
分享，老幼咸宜，適合各位觀眾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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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子夜靈修
 1: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1: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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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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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11: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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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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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1:3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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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2: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3:00 主日講壇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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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世界生命之道：鄺健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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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3:00 信仰無添加 4
 3:15 創世情報站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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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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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30 靈情日記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雲端鑼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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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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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8:00 靈情日記
 8:30 信仰無添加 4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9:30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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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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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屬靈教室：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3: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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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鑼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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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00 信仰無添加 4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香港屯門區音樂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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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信仰無添加 4
 3:15 創世情報站
 3: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4:00 屬靈教室：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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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創世日誌
 8: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香港浸信會聯會陽光詩班

十五周年感恩音樂會
 1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1: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2: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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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2: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屬靈教室：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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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侍主 50 年
 11:00 蕾聲響起
 1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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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聲響起
 3: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信仰無添加 4
 3:45 創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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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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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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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1:30 屬靈教室：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1 月 19 日（四） 1 月 20 日（五） 1 月 21 日（六） 1 月 22 日（日） 1 月 23 日（一） 1 月 24 日（二）

 12:00 子夜靈修
 1:00 香港浸信會聯會陽光詩班

十五周年感恩音樂會
 3:00 主日講壇
 4: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4: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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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3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鄰 

- 給孩子一個夢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求愛篇
 3:0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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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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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1 月 23 日　星期一　晚上 9 時

父母不了解我，不懂得怎樣與他們相處？子女嫌我
煩，我應怎麼辦？

喜樂婆婆小金子邀請基督徒藝人分享上一代及下一
代的家庭生活，藉着當中相處的苦與樂，帶出基督徒教
育孩子的相處之道，以及作為子女的該如何與父母相處。
透過小金子豐富的人生閱歷，以過來人的經驗剖析一般
家庭經常遇到的難題，並從《聖經》角度找到人生不同
的智慧，讓你在不同崗位中成長。

追溯《聖經》的智慧
1 月 26 日　星期四　晚上 10 時 30 分

《聖經》的寶訓乃是人類行為最崇高偉大的規範，能
夠活用《聖經》，將為你的人生之路點亮一盞明燈！

蔡錦圖博士、洪放博士及梁林天慧博士將會講解《聖
經》的歷史在如何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的教導，建立豐
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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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福臨門之神來運到
1 月 28 日　星期六　晚上 8 時

活在地上的人們，心中總有無數願望，我們向神祈求財
富、健康、事業，一旦事與願違，便轉頭埋怨神不聽禱告。
可曾想過，神一直傾聽着我們的所言所思，更別有一番奇妙
的安排？八福麵館一向以正宗可口的雲吞麵馳名四方，運桔
三兄弟在老闆娘聘用下在麵館工作，當中趣事連連，令人忍
俊不禁。這天更吸引了一位重量級顧客——神！原來神在春
節前夕，特地以神秘人的身份光臨麵館，本想在一飽口福的
同時，感受一下農曆新年的氣氛，沒想竟聽到眾人紛紛哀嘆
年關難過，各人都在面對各樣生命中的難處⋯⋯

你是主角 : 隱形教師
1 月 31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 30 分

你 試 過 被 人 陷 害 嗎？ 怎 樣 的 情 況 下 你 絕 不 饒 
恕對方？

顏源峰的哥哥欠下過百萬債項，向三十多間借貸公
司暴露源峰的個人資料，令他、太太和兩個孩子陷入危
難中，源峰曾想過殺死他，但一份無私的饒恕，令他徹
底改變念頭。

JANUARY 一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侍主 50 年
 1: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 

范晉豪牧師 -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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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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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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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1: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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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主 50 年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喜樂家庭 2 - 父母篇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

的洗禮
 11:30 屬靈教室：莫江庭牧

師 - 活在這世代

 12:00 子夜靈修
 1:00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1:3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2: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2:3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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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30 八福臨門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喜樂家庭 2 - 父母篇
 3:0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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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聖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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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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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聖經》的智慧
 11:30 八福臨門 7

 12:00 子夜靈修
 1:00 八福臨門
 1:3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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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聖經》的智慧
 2:00 八福臨門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3:00 主日講壇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

牧師 - 研經有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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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4
 11:15 創世情報站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在衪面前  

直到那日講座
 3:00 主日講壇
 4:00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4:30 追溯《聖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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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福臨門 7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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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江庭牧

師 - 活在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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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聲響起
 5:00 靈情日記
 5:30 信仰無添加 4
 5:45 創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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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屬靈教室： 

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10:00 中國天使心 - 天涯若毗

鄰 - 給孩子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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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家庭 2 - 父母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屬靈教室：范晉豪牧

師 - 愛的真諦
 3:00 信仰無添加 4
 3:15 創世情報站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4:0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

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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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9: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9:30 八福臨門
 10:00 你是主角
 10:30 追溯《聖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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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30 靈情日記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蕾聲響起
 3:00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3:30 追溯《聖經》的智慧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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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8:00 靈情日記
 8:30 信仰無添加 4
 8:45 創世情報站
 9:00 八福臨門
 9:30 八福臨門 7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11:0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1:30 侍主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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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屬靈教室： 

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3:00 八福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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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聲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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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福臨門之神來運到
 9:00 信仰無添加 4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香港浸信會聯會陽光

詩班十五周年感恩音
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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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聖經》的智慧
 3:00 信仰無添加 4
 3:15 創世情報站
 3:30 八福臨門
 4: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 耶穌是誰
 4:30 世界生命之道： 

鄺健雄牧師
 5:30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6:00 八福臨門 7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7:30 創世日誌
 8: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9:00 5 分鐘聖經學英語
 9:15 創世情報站
 9:30 屬靈教室： 

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10:00 在衪面前  

直到那日講座

 12:00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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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福臨門 7
 2:30 八福臨門之神來運到
 3:30 屬靈教室：黎廣傳牧

師 - 真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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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家庭 2- 父母篇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侍主 50 年
 11:00 蕾聲響起
 11:3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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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3:00 屬靈教室： 

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3:30 信仰無添加 4
 3:45 創世情報站
 4:00 八福臨門之神來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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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家庭 2 - 父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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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遊蹤 

- 關西．歲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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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3  
誰主生死

 11:30 屬靈教室： 
黎廣傳牧師 - 真理探索

1 月 25 日（三） 1 月 26 日（四） 1 月 27 日（五） 1 月 28 日（六） 1 月 29 日（日） 1 月 30 日（一） 1 月 31 日（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