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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色彩
10 月 4日   星期六  晚上 9:30

兩位藝術工作者，帶有不同的天賦，但同時各有缺點，
但在人生軟弱的時候，正靠着創造天地的主宰，找到人生的
色彩。

香港聖樂團 : 貝多芬的平安與喜樂
10 月 5日  星期日  晚上 10:00

聆聽聖樂，是一個沉澱心靈，靜思與上帝關係的好媒
介，過往創世電視一直與香港聖樂團合作，播出他們主辦
的多個音樂會，10 月份更會播出香港首演的《貝多芬的平
安與喜樂》，當中的信息更可啟發我們深思城市的現狀，
怎樣為我城祈禱。

 12:00 子夜靈修 
 1: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信仰無添加 2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黃明慧 - 甜美人生 
 2: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3:00 主日講壇 : 張聯強牧師 -
  故事 ( 六 ) 
 4: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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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日誌 
 9:30 創世講壇 : 
  崔少薇傳道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

密碼之旅 ( 雙語廣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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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鐵証待判
 1: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00 40 天信心行動 (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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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5:00 創世講壇 : 
  崔少薇傳道
 6:00 靈修早晨
 9:00 如果還有明天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30 黃明慧 - 甜美人生
 2: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00 創世講壇 : 
  崔少薇傳道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 雷競業牧師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40 天信心行動 ( 國 )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4: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5:00 屬靈教室 : 詹嘉灝牧師 - 
  活出信仰
 5:30 黃明慧 - 甜美人生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0: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11:0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11:30 屬靈教室 : 詹嘉灝牧師 - 
  活出信仰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00 主日講壇 : 雷競業牧師 -
  大衛和神的約櫃
 3:00 主日講壇 : 宣道會北角堂
 4:00 主日講壇 : 沙田浸信會
 5: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師 - 希

伯來書系列 ( 十三 )  有權利
也有責任

 5:30 創世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你只活一次
 9:45 主日講壇
 10:3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拿但業 : 突破無限界 - 一個

迎向挑戰的生命
 11:15 主日講壇 : 蘇景光傳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40 天信心行動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3: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你只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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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拿但業 : 突破無限界 - 一個

迎向挑戰的生命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萬人見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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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慧 - 甜美人生 
 7: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奇發現之旅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8:30 靈情日記 
 9:00  40 天信心行動 ( 國 ) 
 9:3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0: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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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慧 - 甜美人生
 1: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30 靈情日記
 2: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4:00  40 天信心行動 ( 國 )
 4:30 新眼光英語學園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25 創世情報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10:00 40 天信心行動 ( 國 )
 10: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信仰無添加 2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靈情日記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2:30 40 天信心行動 ( 國 )
 3: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3: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4: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4:30 愛地球觀察站
 5:00  靈情日記
 5: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

密碼之旅
 7:00  萬人見證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2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 詹嘉灝牧師 - 
  活出信仰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30 創世日誌
 4:00  信仰無添加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5: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

密碼之旅
 5: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6: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6:30 如果還有明天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40 天信心行動
 8: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人生的色彩
 10:00 民數記 聖經專題講座

 12:15 創世講壇
 1: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2: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3:00  屬靈教室 : 詹嘉灝牧師 - 
  活出信仰
 3: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4: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人生的色彩
 6: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7: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創世日誌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9:30 愛地球觀察站
 10:00 香港聖樂團 : 貝多芬的平安

與喜樂
 11:30 萬人見證錄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 40 天信心行動 ( 國 )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3:30 屬靈教室 : 詹嘉灝牧師 -
  活出信仰
 4:00  信仰無添加 2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人生的色彩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建雄牧師
 6:30 愛地球觀察站
 7: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8:30 靈情日記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Music in Love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11:30 創世日誌

OCTOBER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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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子夜靈修
 1:00 香港聖樂團 : 貝多芬的平安

與喜樂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 : 詹嘉灝牧師 - 
  活出信仰
 4: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5: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拿但業 : 突破無限界 - 一個

迎向挑戰的生命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愛的傷害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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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信仰無添加 2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人生的色彩 
 2: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3: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
  拿但業 : 突破無限界 - 一個

迎向挑戰的生命 
 4: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愛的傷害 
 6:00 靈修早晨 
 9:00 創世日誌 
 9:30 創世講壇 : 
  蘇景光傳道 
 10:30 靈情日記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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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鐵証待判
 1: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00 Music in Love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愛的傷害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5:00 創世講壇 : 
  蘇景光傳道
 6:00 靈修早晨
 9:00 如果還有明天
 9:3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你只活一次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30 人生的色彩
 2: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00 創世講壇 : 
  蘇景光傳道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5: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你只活一次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Music in Love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4: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5:00 紅月亮的啟示
 5:30 人生的色彩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0: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11:0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11:30 紅月亮的啟示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師 -
  希伯來書系列 ( 十四 ) 不能

輕慢的神
 3:00 主日講壇 : 吳宗文牧師 -
  成長的動力
 4: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
  復甦你的心
 5:00 主日講壇 : 張聯強牧師 -
  故事 ( 五 )
 5:30 創世講壇 : 王家銘傳道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9:45 主日講壇
 10:30 主日講壇
 11:15 主日講壇 : 葉觀蓮傳道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30 靈情日記
 2:00 Music in Love
 2:30 蕾聲響起 ( 國 )
 3: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4:00  創世日誌
 4:30 新眼光英語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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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人生的色彩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0: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0: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30 如果還有明天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萬人見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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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色彩 
 7: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奇發現之旅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0: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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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色彩
 1: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30 靈情日記
 2: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4:00  Music in Love
 4:30 童聲讚美教室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25 創世情報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信仰無添加 2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靈情日記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2:30 Music in Love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4: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4:30 愛地球觀察站
 5:00  靈情日記
 5: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蕾聲響起 ( 國 )
 7:00  萬人見證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2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10:00 創世日誌
 10:30 紅月亮的啟示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30 創世日誌
 4:00  信仰無添加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5:00  蕾聲響起 ( 國 )
 5: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6:00  童聲讚美教室
 6:30 如果還有明天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Music in Love
 8: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10:00 香港聖樂團 : 貝多芬的平安

與喜樂

 12:15 創世講壇
 1: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2: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3:00  紅月亮的啟示
 3: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4:00  童聲讚美教室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6: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7: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創世日誌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9:30 愛地球觀察站
 10:00 慎防撒但的餌
 11:00 Music in Love
 11:30 萬人見證錄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10 月 11 日   星期六  晚上 9:30

到外地宣教本身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是帶職
宣教，一邊宣教一邊工作，就難上加難，但李偉良 (石仔 )，
2010 年尾到泰南帶職宣教直到今天，他和太太放棄兩個人
每月合共過十萬的薪酬，並要帶同年幼的子女到陌生的地
方，是什麼可以令他為主如此瘋狂？

蕾聲響起（國語）
10 月 6日起  逢星期一  晚上 11:00

有 20 多年牧養和輔導經驗的劉梅蕾師母，著有多本
關於提升生命素質、改善家庭關係的書籍，更透過電台節
目祝福舊金山灣區的華人朋友。這次她請來多位嘉賓，從
Body 身體、Labor 工作、Emotion 情緒、Social 人際關係，
和 Sprit 靈性，這五大人生關鍵領域，細說女性的故事和智
慧。當《蕾聲響起》，讓祝福綻放。

10 月 7日（二） 10月 8日（三） 10月 9日（四） 10月 10日（五） 10月 11日（六） 10月 12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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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撒但的餌
10 月 12、19日  逢星期日  晚上 10:00

在萬聖節氣氛充斥全城的十月份，吳宣倫博士透過特
輯《慎防撒但的餌》，不單帶出萬聖節的源由，還搜羅《聖
經》中各處有關魔鬼的章節，揭示魔鬼的來歷和其詭計，
讓觀眾慎思明辨，切忌墮入萬聖節的圈套。

重燃新生命
10 月 18 日  星期六  晚上 9:30

因着販毒、重病，他們都認為自己走上人生的絕路，但
當他們願意回轉過來，在正確路上行前一步，原來他們可以
去到更新、更高的境界。

 12:00 子夜靈修
 1:00 Music in Love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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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慎防撒旦的餌
 3:00 主日講壇
 4:00 紅月亮的啟示
 4: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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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信仰無添加 2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2: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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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日誌 
 9:30 創世講壇 : 葉觀蓮傳道 
 10:30 靈情日記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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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鐵証待判
 1: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00 Music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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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5:00 創世講壇 : 葉觀蓮傳道 
 6:00 靈修早晨
 9:00 如果還有明天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30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2: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00 創世講壇 : 葉觀蓮傳道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Music in Love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4: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5:0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5:30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0: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11:0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11:3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紅月亮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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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建雄牧師
 6:30 愛地球觀察站
 7: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8:30 靈情日記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Music in Love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11:30 創世日誌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童聲讚美教室
 1:30 靈情日記
 2:00 Music in Love
 2:30 蕾聲響起 ( 國 )
 3: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4:00  創世日誌
 4:30 童聲讚美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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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0: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0: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30 如果還有明天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萬人見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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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7: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奇發現之旅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0: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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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瘋狂的宣教士
 1:00 童聲讚美教室
 1:30 靈情日記
 2: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4:00  Music in Love
 4:30 童聲讚美教室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25 創世情報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信仰無添加 2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靈情日記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2:30 Music in Love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4: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4:30 愛地球觀察站
 5:00  靈情日記
 5: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蕾聲響起 ( 國 )
 7:00  萬人見證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2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30 創世日誌
 4:00  信仰無添加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5:00  蕾聲響起 ( 國 )
 5: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6:00  童聲讚美教室
 6:30 如果還有明天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Music in Love
 8: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重燃新生命
 10:00 慎防撒但的餌
 1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OCTOBER 十月
10 月 13 日（一） 10月 14日（二） 10月 15日（三） 10月 16日（四） 10月 17日（五） 10月 18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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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00 主日講壇 : 陳健威牧師 -
  門徒的代價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存戰兢而快樂，常常敬拜主
 4: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
  你只活一次
 5: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愛的傷害
 5:30 創世講壇 : 吳順然牧師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9:45 主日講壇
 10:3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11:15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智郤敵計

 12:00 子夜靈修
 1:00 Music in Love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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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 陸幸泉牧師
 1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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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信仰無添加 2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重燃新生命 
 2: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3:00 靈情日記 : 陸幸泉牧師
 4: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智郤敵計 
 6:00 靈修早晨 
 9:00 創世日誌 
 9:30 創世講壇 : 李錦彬牧師
 10:30 靈情日記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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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鐵証待判
 1: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00 Music in Love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智郤敵計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5:00 創世講壇 : 李錦彬牧師
 6:00 靈修早晨
 9:00 如果還有明天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15 創世講壇 : 李錦彬牧師
 1: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2: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3:0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3: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4:00  童聲讚美教室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重燃新生命
 6: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7: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創世日誌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9:30 愛地球觀察站
 10:00 慎防撒但的餌
 11:00 Music in Love
 11:30 萬人見證錄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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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燃新生命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建雄牧師
 6:30 愛地球觀察站
 7: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8:30 靈情日記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Music in Love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11:30 創世日誌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童聲讚美教室
 1:30 靈情日記
 2:00 Music in Love
 2:30 蕾聲響起 ( 國 )
 3: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4:00  創世日誌
 4:30 童聲讚美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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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重燃新生命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0: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0: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30 如果還有明天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萬人見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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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燃新生命 
 7: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奇發現之旅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0: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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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燃新生命
 1:00 童聲讚美教室
 1:30 靈情日記
 2: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生空中

講台
 4:00  Music in Love
 4:30 童聲讚美教室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25 創世情報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信仰無添加 2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靈情日記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 雙語廣播 )
 2:30 Music in Love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4: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4:30 愛地球觀察站
 5:00  靈情日記
 5: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蕾聲響起 ( 國 )
 7:00  萬人見證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2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9: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10:00 創世日誌
 10:3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誰是真神
10 月 25 日  星期六  晚上 9:30

萬聖節快將來到，有不少人都會在當天出去扮鬼扮馬，當
中可能有基督徒會抱着玩樂心態。另外亦會覺得西方鬼節與中國
鬼節不同，沒有所謂！但有一位姊妹說：「鬼，其實沒有地域的
限制，無論是哪個地方的鬼節都不應該參與。」

她就是「交鬼專家」鄧豔梅，養鬼仔﹑學氣功﹑通靈﹑作
法﹑落降頭，她都經驗豐富，以為靠靈界能挽救婚姻，卻招致身
心靈被邪靈攻陷，但一天因着一把聲音引導她洞悉靈界真相，並
修補兩夫妻破裂的關係，是什麼令她的生命有如此重大改變？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10 月 23、30日  星期四  晚上 10:30

《聖經》中記載有三大節期︰逾越節、五旬節和住棚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張振華牧師將會在一連兩集的《刻

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講解住棚節與今日信徒的關係，
怎樣從住棚節的經文記載克己自省！

10 月 19 日（日） 10月 20日（一） 10月 21日（二） 10月 22日（三） 10月 23日（四） 10月 24 日（五）

 12:00 子夜靈修
 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30 重燃新生命
 2: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00 創世講壇 : 李錦彬牧師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慎防撒旦的餌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4:30 屬靈教室 : 智慧還是愚拙 : 

所羅門 - 陳韋安博士
 5:00 主日講壇 : 陸幸泉牧師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
  智郤敵計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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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主日學堂 : 程蒙恩長老 — 舊約
聖經人物大全 — 君王篇（國語） 
10 月 30 日   逢星期四   晚上 9:30

繼《舊約聖經人物大全 –創世記篇》後，程蒙恩長老
搜羅了《聖經》中歷代君王的行事為人，作為我們的借鑑。
他們有些內心軟弱、口不對心，也有自信不足、自作聰明
的人。但不論他是何方神聖，只要與神同行都有特別經歷，
成為我們做後輩的提醒。

與萬聖節的危險約會 — 拆解萬聖節
搞鬼文化
10 月 31 日  星期五  晚上 10:30

近年的萬聖節營造恐怖氣氛，並且提倡玩鬼的玩意，
令人憂慮。節目《與萬聖節的危險約會》邀請了心理學家
和教師，指出扮鬼活動所帶來的問題；還有演藝人梁少芯
和梁藝齡分享她們怎樣擺脫民間偶像纏繞的經歷。

OCTOBER 十月
 12:00 子夜靈修
 1:00 Music in Love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創世日誌
 3: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

生空中講台
 4: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

住棚節
 5:0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

師 - 由萬聖到萬勝
 5:30 重燃新生命
 6:00 靈修早晨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0: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0: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

生空中講台
 11:0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11:3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

師 - 由萬聖到萬勝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2:00 主日講壇 : 

郭文池牧師 - 當信仰
不再是我個人經歷時

 3: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
復甦你的心

 4:00 主日講壇 : 
  張聯強牧師-故事(五)
 5:00 主日講壇 : 
  何志滌牧師 - 希伯來

書系列 ( 十五 ) 神所
愛的必管教

 5:30 創世講壇 : 
  崔少薇 傳道
 6:00 靈修早晨
 9:00 主日講壇
 9:45 主日講壇
 10:30 主日講壇 :  
  張聯強牧師-故事(六)
 11:15 主日講壇

 12:00 子夜靈修
 1:00 Music in Love
 1: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2: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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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00 子夜靈修
 1:00 影音使團 25 周年特輯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4: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  
  張聯強牧師-故事(六 )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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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信仰無添加 2 
 1:45 創世情報站 
 2:00 誰是真神 
 2: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3:00 主日講壇 
 4: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4: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5:00 主日講壇 :  

張聯強牧師-故事(六)
 6:00 靈修早晨 
 9:00 創世日誌 
 9:30 創世講壇 : 
  李應新牧師 
 10:30 靈情日記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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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鐵証待判
 1: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00 Music in Love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張聯強牧師-故事(六 )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5:00 創世講壇 : 李應新牧師
 6:00 靈修早晨
 9:00 如果還有明天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 雙語廣播 )
 11: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2:00 子夜靈修
 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30 誰是真神
 2: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2: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3:00 創世講壇 : 李應新牧師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5: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9: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9:30 主日講壇
 10:30 靈情日記
 11: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12:15 創世講壇 : 
  李應新牧師
 1:0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30 屬靈教室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2:0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
生空中講台

 2: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3:0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3:3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4:00  童聲讚美教室
 4: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00  誰是真神
 6: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7: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2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創世日誌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9:30 愛地球觀察站
 10:00 影音使團 25 周年特輯
 11:00 Music in Love
 11:30 萬人見證錄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童聲讚美教室
 1:30 靈情日記
 2:00 Music in Love
 2:30 蕾聲響起 ( 國 )
 3: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4:00  創世日誌
 4:30 童聲讚美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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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見證錄
 7:00  PTU 祈禱行動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愛地球觀察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誰是真神
 9: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

待判 ( 雙語廣播 )
 10: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0: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11: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30 如果還有明天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1:00 PTU 祈禱行動組 
 1:30 靈情日記 
 2:0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4:00  PTU 祈禱行動組 
 4:30 萬人見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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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真神 
 7: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奇發現之旅 
 7:30 Music Eternity  
 8: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8:30 靈情日記 
 9:00  Music in Love 
 9:3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10: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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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真神
 1:00 童聲讚美教室
 1:30 靈情日記
 2:00 如果還有明天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3: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

空中講台
 4:00  Music in Love
 4:30 童聲讚美教室
 5:00  靈情日記
 5:30 創世日誌
 6: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6:30 PTU 祈禱行動組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25 創世情報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8:30 靈情日記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創世主日學堂 :程蒙恩

長老 -舊約聖經人物大
全 - 君王篇 ( 國 )

 10:00 Music in Love
 10: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信仰無添加 2
 11:45 創世情報站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00 愛地球觀察站
 1:30 靈情日記
 2:00 創世主日學堂 : 程蒙恩

長老 -舊約聖經人物大
全 - 君王篇 ( 國 )

 2:30 Music in Love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刻苦嚐甘 -
  聖經中的住棚節
 4:0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4:30 愛地球觀察站
 5:00  靈情日記
 5: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6:30 蕾聲響起 ( 國 )
 7:00  萬人見證錄
 7:30 Music Eternity 
 8:00  信仰無添加 2
 8:15 創世情報站
 8:30 靈情日記
 9:00  創世主日學堂 : 程蒙恩

長老 -舊約聖經人物大
全 - 君王篇 ( 國 )

 9:30 喜樂家庭 2 
  ( 雙語廣播 )
 10:00 創世日誌
 10:30 與萬聖節的危險約會 - 

拆解萬聖節搞鬼文化
 11: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11: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0 月 25 日（六） 10月 26日（日） 10月 27日（一） 10月 28日（二） 10月 29日（三） 10月 30日（四） 10月 31日（五）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PTU 祈禱行動組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2:30 如果還有明天
 3: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3:30 創世日誌
 4:00  信仰無添加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聖地流動教室 
  土耳其發現之旅
 5:00  蕾聲響起 ( 國 )
 5:3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信心之旅
 6:00  童聲讚美教室
 6:30 如果還有明天
 7:00  愛地球觀察站
 7:30 Music Eternity
 8:00  Music in Love
 8:30 劉彤牧師 - 跨越的人

生空中講台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誰是真神
 10:00 慎防撒但的餌
 11:00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 

婚姻篇

 12:00 Music Eternity 
 12:3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1:00 Music in Love
 1:30 靈情日記
 2:00 屬靈教室 : 蘇穎睿牧師 

- 生之盼 ( 雙語廣播 )
 2:3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3:00  童聲讚美教室
 3:30 屬靈教室 : 

郭朝南牧師 -
由萬聖到萬勝

 4:00  信仰無添加 2
 4:15 創世情報站
 4:30 創世日誌
 5:00  靈情日記
 5:30 誰是真神
 6: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建雄牧師
 6:30 愛地球觀察站
 7:00  地球深度行 (IV) 
  鐵証待判
 7:30 Music Eternity 
 8:00  PTU 祈禱行動組
 8:30 靈情日記
 9:00  瀕死經歷 - 
  天堂與地獄
 9:30 Music in Love
 10:00 愛地球觀察站
 10:30 屬靈教室 : 李盛林牧師 

- 跟隨上帝的人
 11:00 蕾聲響起 ( 國 )
 11:30 創世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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