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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2017 福音盛會祈禱見證培靈會
 3:00 主日講壇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4:30 你是主角
 5:00 喜樂家庭 3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二 ) 

- 激戰
 10: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p.m.
 12: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30 愛煮廚房
 1:00 新年屬靈教室 : 吳宗文牧師 -聞雞起舞  
 1:30 海上的不老騎士
 2:00 靈情日記
 2:30 天經地義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2017 福音盛會祈禱見證培靈會
 5: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5: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6:00 主日講壇: 何志滌牧師 -人算什麼，祢竟眷顧他?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你是主角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0: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0:30 喜樂家庭 3
 11: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耶穌是誰
 11:30 職場人生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喜樂家庭 3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職場人生
 3: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4:00 天經地義
 4: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0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 -困惑者的呼求
 10:45 主日講壇 : 梁志強牧師 -一起邁向成熟
 11:2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從潔淨逼迫中前進的

教會

 p.m. 
 12: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2:00 靈情日記
 2: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30 愛地球觀察站
 3:45 信仰無添加 4
 4:00 喜樂家庭 3
 4:30 你是主角
 5: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新心音樂事工 將最好的獻與主
 10:00 海上的不老騎士
 10:30 天經地義
 11:00 創世日誌
 11:30 喜樂家庭 3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2:00 創世日誌
 2: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3: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4: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4: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9:00 愛地球觀察站
 9:15 信仰無添加 4
 9:30 主日講壇 :蕭壽華牧師 -教會紀律 挽回跌倒的

弟兄
 10: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00 喜樂家庭 3
 1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30 職場人生

p.m.
 12: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靈情日記
 2:30 海上的不老騎士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日誌
 4:30 你是主角
 5: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5:3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耶穌是誰
 6:00 萬人見證錄
 6:30 喜樂家庭 3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8:30 愛煮廚房
 9: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二 ) 

- 激戰
 10:00 萬人見證錄
 10:30 愛地球觀察站
 10:45 信仰無添加 4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天經地義
 11: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天經地義
 1: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2:00 你是主角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梁志強牧師 -一起邁向成熟
 4: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你是主角
 9:30 新心音樂事工 將最好的獻與主
 11:3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耶穌是誰

p.m. 
 12: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1:30 天經地義
 2:00 靈情日記
 2:30 海上的不老騎士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4:00 愛煮廚房
 4:30 職場人生
 5: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5: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8: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9:0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 -困惑者的呼求
 10:00 創世日誌
 10: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1:30 萬人見證錄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喜樂家庭 3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2: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3: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耶穌是誰
 3: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4: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你是主角
 5:30 靈修早晨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9: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0:0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耶穌是誰
 10: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p.m.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愛煮廚房
 1:30 天經地義
 2:00 靈情日記
 2:30 職場人生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3:30 你是主角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喜樂家庭 3
 5:30 海上的不老騎士
 6:00 創世日誌
 6:30 天經地義
 6: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2017 福音盛會祈禱見證培靈會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15 信仰無添加 4
 11:30 海上的不老騎士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新心音樂事工 將最好的獻與主
 3:00 主日講壇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4:30 你是主角
 5:00 喜樂家庭 3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 梁志強牧師 -一起邁向成熟
 10: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p.m. 
 12: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30 愛煮廚房
 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2:00 靈情日記
 2:30 天經地義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新心音樂事工 將最好的獻與主
 5: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5: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6: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從潔淨逼迫中前進的

教會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你是主角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0: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0:30 喜樂家庭 3
 11: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1:30 職場人生

MARCH 三月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耶穌是誰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教會紀律 挽回跌倒的

弟兄
 4:00 愛煮廚房
 4:30 喜樂家庭 3
 5:00 海上的不老騎士
 5:30 靈修早晨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職場人生
 9:3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創世日誌
 11:30 海上的不老騎士

p.m. 
 12: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30 天經地義
 2:00 靈情日記
 2: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二 ) 

- 激戰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15 信仰無添加 4
 4:30 新年屬靈教室 : 吳宗文牧師 -聞雞起舞  
 5: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5: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6:00 海上的不老騎士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日誌
 8:30 職場人生
 9: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10:30 愛煮廚房
 10: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0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11:30 海上的不老騎士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00 天經地義
 2: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主日講壇 : 楊柏滿牧師 -從潔淨逼迫中前進的

教會
 4:00 海上的不老騎士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5:00 萬人見證錄
 5:30 靈修早晨
 8: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9:3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30 創世日誌
 11: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30 萬人見證錄

p.m.
 12: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屬靈教室 :吳宣倫博士 -耶穌是誰
 1:30 喜樂家庭 3
 2:00 靈情日記
 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 -困惑者的呼求
 4:00 天經地義
 4:30 你是主角
 5: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5: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6:00 海上的不老騎士
 6: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喜樂家庭 3
 8:30 天經地義
 8: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9: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1:30 愛地球觀察站
 11:45 信仰無添加 4

3 月 1日（三） 3月 2日（四） 3 月 3日（五） 3 月 4日（六） 

3 月 5日（日） 3 月 6日（一） 3 月 7日（二） 3 月 8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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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3:0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 -困惑者的呼求
 4:00 愛煮廚房
 4:30 喜樂家庭 3
 5:0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5:30 靈修早晨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職場人生
 9:3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創世日誌
 11: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p.m. 
 12:00 新眼光英語學園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30 天經地義
 2:00 靈情日記
 2: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梁志強牧師 -一起邁向成熟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15 信仰無添加 4
 4: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6:0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日誌
 8:30 職場人生
 9: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10:30 愛煮廚房
 10: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0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1: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2:00 你是主角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蕭壽華牧師  - 體貼聖靈行事
 4: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你是主角
 9:30 新心音樂事工 奇異恩典見證佈道會
 11: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

語 )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4:00 愛煮廚房
 4:30 職場人生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8:30 進擊の宣教士
 9:00 主日講壇 :陳健威牧師 - 彼此建立 生

命影響生命 
 10:00 創世日誌
 10: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1:30 萬人見證錄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喜樂家庭 3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2: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3: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3: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4: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你是主角
 5:30 靈修早晨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9: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0: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0: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p.m.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愛煮廚房
 1:30 天經地義
 2:00 靈情日記
 2:30 職場人生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3:30 你是主角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喜樂家庭 3
 5: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6:00 創世日誌
 6:30 天經地義
 6: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新心音樂事工 將最好的獻與主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15 信仰無添加 4
 11: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3:00 主日講壇 :陳健威牧師 - 彼此建立生命

影響生命 
 4:00 愛煮廚房
 4:30 喜樂家庭 3
 5:00 進擊の宣教士
 5:30 靈修早晨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職場人生
 9:3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創世日誌
 11:30 進擊の宣教士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體貼聖靈

行事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15 信仰無添加 4
 4: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6:00 進擊の宣教士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日誌
 8:30 職場人生
 9: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10:30 愛煮廚房
 10: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0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1:30 進擊の宣教士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2:00 創世日誌
 2: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3: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4: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4: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9:00 愛地球觀察站
 9:15 信仰無添加 4
 9:3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 -困惑者的呼求
 10: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00 喜樂家庭 3
 1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30 職場人生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靈情日記
 2:3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日誌
 4:30 你是主角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6:00 萬人見證錄
 6:30 喜樂家庭 3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

招式
 8:30 愛煮廚房
 9:00 主日講壇 : 梁志強牧師 -一起邁向成熟
 10:00 萬人見證錄
 10:30 愛地球觀察站
 10:45 信仰無添加 4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天經地義
 11: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新心音樂事工 奇異恩典見證佈道會
 3:00 主日講壇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4:30 你是主角
 5:00 喜樂家庭 3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體貼聖靈

行事
 10: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愛煮廚房
 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30 進擊の宣教士
 2:00 靈情日記
 2: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新心音樂事工 奇異恩典見證佈道會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6:0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今天有神蹟嗎?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你是主角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0: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0:30 喜樂家庭 3
 11: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1:30 職場人生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喜樂家庭 3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職場人生
 3: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4:00 天經地義
 4: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主日講壇 (美國教會 )
 10:00 主日講壇 :陳健威牧師 - 彼此建立生命

影響生命 
 10:45 主日講壇: 蕭壽華牧師  - 體貼聖靈行事
 11:2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今天有神蹟嗎?

p.m. 
 12: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 生命真道
 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2:00 靈情日記
 2: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30 愛地球觀察站
 3:45 信仰無添加 4
 4:00 喜樂家庭 3
 4:30 你是主角
 5: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新心音樂事工 奇異恩典見證佈道會
 10:0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10:30 天經地義
 11:00 創世日誌
 11:30 喜樂家庭 3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2:00 創世日誌
 2: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3: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4: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4: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9:00 愛地球觀察站
 9:15 信仰無添加 4
 9:30 主日講壇 :陳健威牧師 - 彼此建立 生

命影響生命 
 10: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00 喜樂家庭 3
 1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30 職場人生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靈情日記
 2:30 進擊の宣教士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日誌
 4:30 你是主角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6:00 萬人見證錄
 6:30 喜樂家庭 3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

招式
 8:30 愛煮廚房
 9: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 體貼聖靈

行事
 10:00 萬人見證錄
 10:30 愛地球觀察站
 10:45 信仰無添加 4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1: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喜樂家庭 3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2: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3: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3: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4: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你是主角
 5:30 靈修早晨
 8: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9: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0: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0: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p.m.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愛煮廚房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職場人生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3:30 你是主角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喜樂家庭 3
 5:30 進擊の宣教士
 6:00 創世日誌
 6: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6: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新心音樂事工 奇異恩典見證佈道會
 10:00 你是主角
 10: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15 信仰無添加 4
 11:30 進擊の宣教士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00 天經地義
 2: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主日講壇: 林誠信牧師-今天有神蹟嗎?
 4:0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5:00 萬人見證錄
 5:30 靈修早晨
 8: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9:3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10:30 創世日誌
 11: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30 萬人見證錄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30 喜樂家庭 3
 2:00 靈情日記
 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2:50 復活節前40天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陳健威牧師 - 彼此建立生命

影響生命 
 4:00 天經地義
 4:30 你是主角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6:00 放下心中的石頭  沈鵬見證
 6: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40天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喜樂家庭 3
 8: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8: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國語 )
 9: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1:30 愛地球觀察站
 11:45 信仰無添加4

3 月 9日（四） 3 月 10 日（五） 3 月 11 日（六） 3 月 12 日（日） 3 月 13 日（一） 

3 月 14 日（二） 3 月 15 日（三） 3 月 16 日（四） 3 月 17 日（五） 3 月 18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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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三月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喜樂家庭 3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職場人生
 3: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4: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4: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00 主日講壇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三 ): 

領袖唔易做
 11:00 主日講壇 :梁永善牧師 -王的盛宴

p.m. 
 12: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2:00 靈情日記
 2: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30 愛地球觀察站
 3:45 信仰無添加 4
 4:00 喜樂家庭 3
 4:30 你是主角
 5: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詩篇中之禱告 - 蘇穎睿牧師 
 10:00 進擊の宣教士
 10: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1:00 創世日誌
 11:30 喜樂家庭 3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3:00 主日講壇 :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三 ): 

領袖唔易做
 4:00 愛煮廚房
 4:30 喜樂家庭 3
 5:00 進擊の宣教士
 5:30 靈修早晨
 8: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9:00 職場人生
 9:3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創世日誌
 11:30 進擊の宣教士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梁永善牧師 -王的盛宴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15 信仰無添加 4
 4: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6:00 進擊の宣教士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日誌
 8:30 職場人生
 9: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10: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10:30 愛煮廚房
 10: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0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11:30 進擊の宣教士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2:00 你是主角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梁永善牧師 -王的盛宴
 4: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你是主角
 9:30 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詩篇中之禱告 - 蘇穎睿牧師 
 11: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進擊の宣教士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4:00 愛煮廚房
 4:30 職場人生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8:30 進擊の宣教士
 9:00 主日講壇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三 ): 

領袖唔易做
 10:00 創世日誌
 10: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1:30 萬人見證錄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喜樂家庭 3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2: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3: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3: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4: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你是主角
 5:30 靈修早晨
 8: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9: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9: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0: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0: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p.m.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愛煮廚房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職場人生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3:30 你是主角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4:30 萬人見證錄
 5:00 喜樂家庭 3
 5:30 進擊の宣教士
 6:00 創世日誌
 6: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6: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詩篇中之禱告 - 蘇穎睿牧師 
 10:00 你是主角
 10: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00 愛地球觀察站
 11:15 信仰無添加 4
 11:30 進擊の宣教士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詩篇中之禱告 - 蘇穎睿牧師 
 3:00 主日講壇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4:30 你是主角
 5:00 喜樂家庭 3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梁永善牧師 -王的盛宴
 10: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愛煮廚房
 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30 進擊の宣教士
 2:00 靈情日記
 2: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詩篇中之禱告 - 蘇穎睿牧師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6: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你是主角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0: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10:30 喜樂家庭 3
 11: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1:30 職場人生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喜樂家庭 3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職場人生
 3: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4: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4: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00 主日講壇 :蕭壽華牧師 -愛自己的家
 11:00 主日講壇 :余德淳博士 -愛是最好的預備

p.m. 
 12: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2:00 靈情日記
 2: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30 愛地球觀察站
 3:45 信仰無添加 4
 4:00 喜樂家庭 3
 4:30 你是主角
 5: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5:30 萬人見證錄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教會改革運動 500周年培靈研經大會 ( 一 )
 10:00 進擊の宣教士
 10: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1:00 創世日誌
 11:30 喜樂家庭 3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2: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4:00 進擊の宣教士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5:00 萬人見證錄
 5:30 靈修早晨
 8: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9:3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10:30 創世日誌
 11:0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11:30 萬人見證錄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30 喜樂家庭 3
 2:00 靈情日記
 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三 ): 

領袖唔易做
 4: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4:30 你是主角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6:00 進擊の宣教士
 6:30 地球深度行 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喜樂家庭 3
 8: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8: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9: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1:30 愛地球觀察站
 11:45 信仰無添加 4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2:00 創世日誌
 2:30 劉彤牧師 -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 國語 )
 3: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4: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4: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9:00 愛地球觀察站
 9:15 信仰無添加 4
 9:30 主日講壇 :蘇家輝牧師 -最美好的仗系列 (三 ): 

領袖唔易做
 10: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00 喜樂家庭 3
 1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30 職場人生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招式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靈情日記
 2:30 進擊の宣教士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日誌
 4:30 你是主角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6:00 萬人見證錄
 6:30 喜樂家庭 3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招式
 8:30 愛煮廚房
 9:00 主日講壇 :梁永善牧師 -王的盛宴
 10:00 萬人見證錄
 10:30 愛地球觀察站
 10:45 信仰無添加 4
 1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1: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3 月 19 日（日） 3 月 20 日（一） 3 月 21 日（二） 3 月 22 日（三） 

3 月 23 日（四） 3 月 24 日（五） 3 月 25 日（六） 3 月 26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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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主角：羅美珍見證
3 月 14 日  星期二  晚上 10:30
重播： 3 月 15 日 星期三 晚上 8:00 及
 3 月 19 日 星期日 下午 4:30
與曾是殺人犯的丈夫結婚，她會怎樣向孩子細說父親的故
事？維繫一個非一般家庭的同時，更照顧不少複雜家庭的
孩童，她是非凡媽媽 ─ 羅美珍。

你是主角：聽不見的逆轉勝
3 月 28 日  星期二  晚上 10:30
重播： 3 月 29 日 星期三 晚上 8:00 及
 4 月 2日 星期日 下午 4:30
天生聽障的盧啟進，看似比人遜色，但 2014 年他卻勇奪亞
太羽毛球錦標賽亞洲區第五名。他認為只要球還未觸地，就
有打回去的機會，打回去則能將被動化為主動，人生也都是
這樣。

靈情日記：耶利米書 - 翁靜淳牧師
3 月 4日起  逢星期一至日  凌晨 12:30
重播：上午 7:00、下午 2:00、晚上 7:00
這卷書主要記述先知耶利米的預言和生平事蹟，說到耶利米
因蒙召作先知而受各種痛苦的煎熬，他還宣告百姓的罪，盼
望他們向上帝悔改，得到上帝的愛而被饒恕之後，歸回故土
重建家園。翁靜淳牧師將帶大家用《耶利米書》靈修讀經，
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的教導。

沈鵬見證 放下心中的石頭
3 月 7日  星期二  晚上 8:30
重播：3月 11日  星期六  下午 5:30 及
 3 月 13 日 星期一  下午 6:00
你是否處於生命中的迷宮，內心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痛悔，卻
不懂怎樣逃脫？一個殺人、放火、打劫，並試過殺害年幼女
孩的終身犯，告訴你如何跳出自死胡同，闖出新天地。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培靈研經
大會
3 月 26 日起  逢星期日  晚上 8:00
重播：星期二 上午 9:30 及
 星期三 下午 3:00
500 年前的宗教改革和我們有什麼關係？藉哈巴谷書反思今
天在香港社會的處境，怎樣將改革精神繼續實踐出來，努力
持守真道。

你是主角 : 我的時尚生存之道
三藩市灣區 KTSF 26 台 
3 月 6日 星期一 上午 11:30
夏威夷 Olelo 55 台
3 月 11 日 星期六 上午 6:30
時裝設計師施熙瑜，曾經為丹麥王妃設計晚裝，但成功背
後，原來她亦曾被標籤為失敗者。

 個出人意外的故事情節
種淋漓盡致的真心演繹100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愛煮廚房
 1: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2: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3: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4:00 進擊の宣教士
 4: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5:00 萬人見證錄
 5:30 靈修早晨
 8: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9:3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10:30 創世日誌
 11: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30 萬人見證錄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愛地球觀察站
 12:45 信仰無添加 4
 1: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30 喜樂家庭 3
 2:00 靈情日記
 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蕭壽華牧師 -愛自己的家
 4: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4:30 你是主角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6:00 進擊の宣教士
 6: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喜樂家庭 3
 8: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8: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9: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1:30 愛地球觀察站
 11:45 信仰無添加 4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2:00 你是主角
 2: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3:00 主日講壇 : 余德淳博士 -愛是最好的

預備
 4: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00 愛地球觀察站
 5:15 信仰無添加 4
 5:30 靈修早晨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你是主角
 9:30 教會改革運動500周年培靈研經大會 

( 一 )
 11: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進擊の宣教士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4:00 愛煮廚房
 4:30 職場人生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6: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8:30 尋找獵頭族
 9:00 主日講壇 :蕭壽華牧師 -愛自己的家
 10:00 創世日誌
 10: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1:30 萬人見證錄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培靈研經大

會 ( 一 )
 3:00 主日講壇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4:30 你是主角
 5:00 喜樂家庭 3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日誌
 9:00 萬人見證錄
 9:30 主日講壇 :余德淳博士 -愛是最好的

預備
 10: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1: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愛煮廚房
 1:0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1:30 尋找獵頭族
 2:00 靈情日記
 2: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教會改革運動 500周年培靈研經大

會 ( 一 )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6:00 主日講壇 : 詹嘉灝牧師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你是主角
 8:30 萬人見證錄
 9: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10: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10:30 喜樂家庭 3
 11:0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11:30 職場人生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2:00 創世日誌
 2:3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3: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4:0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4:3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5:30 靈修早晨
 8: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9:00 愛地球觀察站
 9:15 信仰無添加 4
 9:30 主日講壇 :蕭壽華牧師 -愛自己的家
 10: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11:00 喜樂家庭 3
 1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30 職場人生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1:0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1:30 愛地球觀察站
 1:45 信仰無添加 4
 2:00 靈情日記
 2:30 尋找獵頭族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4:00 創世日誌
 4:30 你是主角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6:00 萬人見證錄
 6:30 喜樂家庭 3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 研經有

招式
 8:30 愛煮廚房
 9:00 主日講壇 :余德淳博士 -愛是最好的

預備
 10:00 萬人見證錄
 10:30 愛地球觀察站
 10:50 愛在家中
 11:00 復活節屬靈教室 : 吳宣倫博士
 1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11: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a.m. 
 12:00 子夜靈修
 1:00 黃國倫的異想世界
 2:00 萬人見證錄
 2:30 屬靈教室 : 程蒙恩長老 -注目基督
 3:00 主日講壇 : 蕭壽華牧師 -愛自己的家
 4:00 愛煮廚房
 4:30 喜樂家庭 3
 5:00 尋找獵頭族
 5:30 靈修早晨
 8: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9:00 職場人生
 9:30 主日講壇 ( 美國教會 )
 10:30 你是主角
 11:00 創世日誌
 11:30 尋找獵頭族

p.m. 
 12: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12:30 喜樂家庭 3
 1:00 喬依絲邁爾牧師 -生命真道
 1:2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30 以諾遊蹤：關西．歲月的洗禮
 2:00 靈情日記
 2:30 聖經流動教室 : 土耳其發現之旅
 2: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3:00 主日講壇 :余德淳博士 -愛是最好的

預備
 4:00 愛地球觀察站
 4:15 信仰無添加 4
 4:30 屬靈教室 : 莫江庭牧師 - 活在這世代
 5:00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5:30 世界生命之道 : 鄺健雄牧師 ( 國語 )
 6:00 尋找獵頭族
 6:30 萬人見證錄
 7:00 靈情日記
 7:30 讚美之泉時段
 7:50 復活節前 40天 - 預苦期生命更新
 8:00 創世日誌
 8:30 職場人生
 9:00 主日講壇 ﹕詹嘉灝牧師
 10:00 創世主日學堂 : 葉劍華牧師 -研經有

招式
 10:30 愛煮廚房
 10:55 美國創世情報站 ( 國語 )
 11:00 劉彤牧師-跨越的人生空中講台 (國語)
 11:30 尋找獵頭族

3 月 27 日（一） 3 月 28 日（二） 3 月 29 日（三） 3月 30日 （四） 3月 31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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