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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傳愛的故事
11 月 3 日　星期四　晚上 9 時 30 分

《生命傳愛的故事》一連七集，由七位不同背景、不同
行業的人物代表作分享，包括醫「心」醫生、帶病行醫的醫
生、90 後抗癌美「笑」女、資深教育工作者、遺體防腐師、
支援及送別病人的醫院牧者、以使命和愛心建立孩子未來的
保險顧問，透過他們活出火炬般生命的故事，傳遞愛的亮
光。

疫境情真
11 月 6 日　星期日　晚上 8 時

Edwin 和 Barbara 結婚 27 年，太太曾懷疑患上非典型
肺炎，丈夫更經歷了兩次面癱。在徘徊生死邊緣的恐慌下，
他們彼此不離不棄，甘苦與共。人人渴求一段細水長流的
愛情，但為什麼總難如願？

 12:00 子夜靈修
 1: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3:00 主日講壇
 4:0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

之旅 
 4:30 余仕揚牧師 - 萬聖節搞嘜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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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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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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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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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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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30 余仕揚牧師 - 萬聖節搞嘜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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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2:00 如果還有明天 5
 2: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3:00 主日講壇
 4:00 尋找獵頭族
 4:3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 唯我歌聲 

( 陳芳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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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篇
 3:0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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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6:00 靈修早晨
 9:00 如果還有明天 5
 9: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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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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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如果還有明天 5
 1:30 靈情日記
 2: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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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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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唯我歌聲 

( 陳芳齡 )
 8:00 靈情日記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9: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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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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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余仕揚牧師 - 萬聖節搞嘜鬼
 2:30 信仰無添加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 唯我歌聲 

( 陳芳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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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尋找獵頭族
 9:30 愛煮廚房
 10:00 與萬聖節的危險約會 

- 拆解萬聖節搞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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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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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4:00 誰是真神
 4:30 屬靈教室 : 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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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5
 9: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00 你是主角 - 唯我歌聲 

( 陳芳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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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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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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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真神
 8:00 靈情日記
 8:3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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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5
 11: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30 愛煮廚房
 3: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3:30 創世日誌
 4:0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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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唯我歌聲 ( 陳芳齡 )
 6:30 Music Eternity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慎防撒但的餌
 9:00 尋找獵頭族
 9:30 慘情天后 ( 關心妍見證 )
 10: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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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5:30 如果還有明天 5
 6:00 亞洲英雄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 唯我歌聲 

( 陳芳齡 )
 7:30 慘情之后 ( 關心妍見證 )
 8:00 疫境情真
 9:00 創世日誌
 9:30 愛煮廚房
 10: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NOVEMBER 十一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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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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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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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情之后 ( 關心妍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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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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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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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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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篇
 1:3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2:00 如果還有明天 5
 2: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3:00 主日講壇
 4:00 尋找獵頭族
 4:3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 尋找消失的愛

(Joe & Ca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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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篇
 3:0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

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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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6:00 靈修早晨
 9:00 如果還有明天 5
 9: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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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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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獵頭族
 3:30 愛煮廚房
 4:0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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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唯我歌聲 

( 陳芳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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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尋找獵頭族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11:00 男人之苦
 11:30 慘情之后 ( 關心妍見證 )

 12:0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如果還有明天 5
 1:30 靈情日記
 2: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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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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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消失的愛

(Joe & Cammy)
 8:00 靈情日記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9: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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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30 信仰無添加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 尋找消失的愛

(Joe & Ca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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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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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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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4:00 慘情天后 ( 關心妍見證 )
 4:30 屬靈教室 : 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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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5
 9:3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0:00 你是主角 - 尋找消失的愛

(Joe & Ca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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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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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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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情天后 ( 關心妍見證 )
 8:00 靈情日記
 8:3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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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明天 5
 11: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12:00 創世主日學堂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30 愛煮廚房
 3: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3:30 創世日誌
 4:0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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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消失的愛

(Joe & Cammy)
 6:30 Music Eternity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疫境情真
 9:00 尋找獵頭族
 9: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無名傳道者
 10: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天作之盒
11 月 13 日　星期日　晚上 8 時

曾是駐院醫生的 Albert（謝君豪飾），經常將歡樂帶
給身邊的同僚及病人；儘管自己亦患上血癌⋯⋯

整天埋頭苦幹，夢想考進澳洲醫學院胸肺科的 Joanna
（ 蔡 少 芬 飾 ）， 一 直 將 成 敗 得 失 看 得 甚 重， 直 至 遇 到
Albert，她的生命才開始改變，懂得以愛醫治受傷的心靈；
儘管 Albert 患上不治之症，儘管自己因救人而染上疫症⋯⋯

你是主角
─尋找消失的愛（Joe & Cammy）
11 月 8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 30 分

Joe 和 Cammy 離婚後，兩人關係飽受傷害，從遙遠
拉近距離，由苦澀變回甜蜜，若非童話故事，又可以怎 
樣做到？

11 月 1 日（二） 11 月 2 日（三） 11 月 3 日（四） 11 月 4 日（五） 11 月 5 日（六） 11 月 6 日（日） 11 月 7 日（一） 11 月 8 日（二） 11 月 9 日（三） 11 月 10 日（四） 11 月 11 日（五） 11 月 12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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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主角─原來愛一直在（許柔謙）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 30 分

一次醉酒後被人傷害，母親知道後不僅沒有安慰反而
責駡，得不到關愛的柔謙更加叛逆，後來更因感情問題而
犯罪。獄中的她經常惹事生非，態度囂張，令人懼怕，但
今天的她卻 180 度改變，只因⋯⋯

一生最美的祝福─鄭敬基
11 月 20 日　星期日　晚上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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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順服、一份忠心，亦感動了藝人鄭敬基
在完成心臟手術後，只作短暫休息便來分享他的生命見證。

 12:00 子夜靈修
 1: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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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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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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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1:30 屬靈教室：劉銳光牧師 

- 羅馬書
 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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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道人系列 

- 無名傳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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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30 聖地流動教室  

以色列破謎之旅 
 2:00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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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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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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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篇
 1:3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2:00 容我道來
 2: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3:00 主日講壇
 4:00 尋找獵頭族
 4:3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 原來愛一直在 

( 許柔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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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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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5:30 如果還有明天 5
 6:00 亞洲英雄
 6:30 Music Eternity 
 7:00 你是主角 - 尋找消失的愛

(Joe & Cammy)
 7: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無名傳道者
 8:00 天作之盒
 9:30 愛煮廚房
 10: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1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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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獵頭族
 3:30 愛煮廚房
 4:0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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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消失的愛

(Joe & Ca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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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尋找獵頭族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11:00 男人之苦
 11: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無名傳道者

 12:0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如果還有明天 5
 1:30 靈情日記
 2: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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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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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來愛一直在 

( 許柔謙 )
 8:00 靈情日記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9: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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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30 信仰無添加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 原來愛一直在 

( 許柔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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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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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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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4:0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無名傳道者
 4:30 屬靈教室 : 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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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來愛一直在 

( 許柔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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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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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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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道人系列 

- 無名傳道者
 8:00 靈情日記
 8:3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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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NOVEMBER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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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篇
 3:0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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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6:00 靈修早晨
 9:00 容我道來
 9: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耶穌 : 賜人幸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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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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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

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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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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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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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小弟杭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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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主日學堂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

碼之旅
 2:30 愛煮廚房
 3:00 生命傳愛的故事
 3:30 創世日誌
 4:0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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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來愛一直在 

( 許柔謙 )
 6:30 Music Eternity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天作之盒
 9: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小弟杭克安
 10:3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11:45 創世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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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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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來愛一直在 

( 許柔謙 )
 7: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小弟杭克安
 8:00 一生最美的祝福 - 鄭敬基
 10: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1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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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獵頭族
 3:30 愛煮廚房
 4:00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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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來愛一直在 

( 許柔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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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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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1:00 男人之苦
 11: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小弟杭克安

 12:0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容我道來
 1:30 靈情日記
 2: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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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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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的沙漏 

( 陳詩毅 )
 8:00 靈情日記
 8:30 愛地球觀察站
 9: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9: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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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2:30 信仰無添加
 2:45 創世情報站
 3:00 你是主角 - 生命的沙漏 

( 陳詩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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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7: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8:00 靈情日記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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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篇
 1:30 靈情日記
 2:00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 萬民頌主 
 4:0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小弟杭克安
 4:30 屬靈教室 : 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創世主日學堂：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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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的沙漏 

( 陳詩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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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道人系列─心繫非洲
11 月 26 日　星期六　晚上 9 時 30 分

據統計有近四十五萬的宣教士活躍在世界各地每一個角
落，他們奉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與主同工。不過，今天華人
基督徒已超過一億人，但走出去的宣教士還不足世界宣教大軍
的百分之一，深盼這位南非華人宣教士的故事，能讓我們省
察、立志，為主背起十字架。

你是主角─生命的沙漏 （陳詩毅）
11 月 22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 30 分

患上血癌的陳詩毅，痛苦的化療不僅令她容貌改變，身
體上的煎熬更讓她一度想放棄生命。但當生命的沙漏一點一滴
的流逝，她知道活着還有一份重要的使命。

11 月 13 日（日） 11 月 14 日（一） 11 月 15 日（二） 11 月 16 日（三） 11 月 17 日（四） 11 月 18 日（五） 11 月 19 日（六） 11 月 20 日（日） 11 月 21 日（一） 11 月 22 日（二） 11 月 23 日（三） 11 月 24 日（四）

 12:00 子夜靈修
 1: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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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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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30 屬靈教室：郭朝南牧師 

- 愛的功課

 12:00 子夜靈修
 1:00 尋找獵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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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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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訂婚盟 信守一生
11 月 27 日　星期日　晚上 8 時

由國際婚姻家庭協會主辦，於新西蘭舉辦的第二屆國
際婚姻家庭節，除著名二胡演奏家馬曉輝、著名男高音龍
濤、搖滾歌手徐池傾力演出，還有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趙曉
博士的演講，加上參與夫婦們的感人分享，令你再次回味
婚姻和愛情的甜美。

如此婆媳的誕生
11 月 29 日　星期二　晚上 9 時 30 分

一部改編自聖經《路得記》的大型音樂劇，中華文化
結合猶太智慧迸發出什麼火花？創世電視抽絲剝繭記錄這
部音樂劇台前幕後有血有淚的故事，一同經歷信心、奉獻、
忠誠、愛的旅程。

NOVEMBER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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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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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你是主角 - 生命的沙漏 

( 陳詩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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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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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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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

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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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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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燃激情 職場宣教培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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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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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婆媳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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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心繫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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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主日學堂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聖人物大全 - 君王篇

 12:30 Music Eternity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

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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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的沙漏 ( 陳詩毅 )
 6:30 Music Eternity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PTU 祈禱行動組 2
 8: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8:30 容我道來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心繫非洲
 10:00 一生最美的祝福 - 鄭敬基

 12: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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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的沙漏 

( 陳詩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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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謝又生牧師 

- 和好與信靠
 11:00 男人之苦
 11: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心繫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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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不是天才

(Nat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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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的奧秘
 9:30 如此婆媳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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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不是天才

(Nat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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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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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婆媳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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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五） 11 月 26 日（六） 11 月 27 日（日） 11 月 28 日（一） 11 月 29 日（二） 11 月 30 日（三）

 12:00 屬靈教室：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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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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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小弟杭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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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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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越山牧師  

- 聖經中的祈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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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的沙漏 

( 陳詩毅 )
 7:30 中國傳道人系列 - 心繫非洲
 8:00 重訂婚盟 信守一生
 10:00 重燃激情 職場宣教培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