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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夢  踐于行

志于道  據于經

依于信  宣于藝

We begin with a dream,
 and driven forward by

 a passion to make it happens

影 音 使 團

願景 VISION
把上帝的豐富與精彩盡呈於世，讓萬族認識神並歸向祂。

使命 MISSION
我們是一個普世性的基督教媒體宣教組織，謹遵上帝吩咐，效法主耶穌
運用故事的演繹方式，輔以現代媒介與傳播技巧，帶領大眾探索宇宙人
生，尋找上帝創造之雄奇，藉此向萬國萬民推廣福音並正確教導聖經真
理，使人來到上帝跟前，經歷得稱義、得成聖，得自由的神蹟，活出以
敬拜讚美為核心的豐盛人生；並培育及推動基督徒成長，委身上帝的大
使命，成為具影響力的宣教士，為下一代傳講更多的天國故事，直到主
再臨之時。

營運理念 OPERATING PHILOSOPHY
一.	 	以上帝的道為志向
二.	 	以聖經為做人處事的根據
三.	 	以信心為日常生活的憑藉
四.	 	以六藝*為媒體宣教工具	
						（*電影．電視．音樂．書刊．信仰輔導熱線．網站資訊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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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00 觀眾
邁向10週年的創世電視，是香港一個24小時基督教電視台。在有線電視15

台、now寬頻電視545台、香港寬頻電視719台每日聯播。單香港地區已接觸至少

175萬戶家庭。2011年6月，創世電視正式透過人造衛星，將節目傳送到台灣、越

南，以及中國近100個主要城市，覆蓋面接近8千萬人，也是創世電視向國內同胞

宣教而踏上的第一步。

7,000 人接受救恩
2011年影音使團舉辦《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密集式巡迴地標大型佈道會。

首站於澳洲悉尼歌劇院，震撼拉開全球佈道運動的帷幕。報刊評論是次聚會是	

「史無前例以電影及聚會，打入澳洲主流社群。」隨後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台灣國際會議中心、美國、加拿大、中國內地及印尼等地繼續巡迴佈道運動，場

場爆滿，全球超過11萬觀眾。電影得到「奉獻力量」基金支持，讓全港學生透過

「學生贈票計劃」免費觀賞，共計72場包場，9,066位學生觀眾，其中955名中小

學生接受救恩。

 122,445 宗個案
自2003年成立至2012年，人生熱線累積處理122,445宗個案，其中1,896人慕

道、決志及轉介教會。第7屆義務輔導員訓練課程，共有28名學員成為熱線的義工

輔導員。2011年311日本地震後進行有關調查，顯示社會上超過7成人感到不安，

人生熱線及時舉行新聞發佈會回應社會人心需要。2012年，天災、戰事、意外不

幸地相繼發生，人生熱線連同創世電視和網絡平台，結連一個關心禱告支援網，發

放更多積極的正能量，幫助未信朋友找到真正的平安。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耶穌基督（約15:8）



10,000 張
DVD上架7-11便利店

《2013明日之後》DVD搶先於所謂「末日」前，透過全港800間7-11便利店上

架銷售，印製10,000張DVD進入大眾市場。節目同時於創世電視播放，連同人生

熱線提供輔導服務。2012年充斥着「世界末日說」與「人類滅亡說」，影音使團

兼並了電視廣播、輔導熱線、全天候的零售服務點，藉以加強傳福音的協同效應，

接觸更多未信者。

26,803 總瀏覽人次
全球華人讀經運動 ——《靈情日記》

創世電視與全球華人，一起閱讀天父情書《聖經》，倚靠神的話語抵抗逆境，

發現人生的目標和意義。創世電視邁向10週年重點節目《靈情日記》在2012年10

月正式開播，共17位牧者錄製了260集的節目，帶領觀眾一年讀完新約聖經。

這是創世電視首次嘗試集結不同媒體的優點，推動一個全球華人都可以參與的

讀經運動。

《靈情日記》特設專屬網站sweeter.creation-tv.com供網絡用戶可於網上免

費同步收看，更增設Facebook專頁。同步推出了全球首個「視像聖經」App，正

式登陸iPhone/iPad	Apple	iTunes	Store及Android	Google	Play	market。自推出

至2012年底的3個月內，網上登記會員近1,200人，發佈了首57集影片的總瀏覽人

次為26,803。下載App之手機用戶合共超過3,000人，遍佈全球21個不同的國家及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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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個小時福音節目
2012年，影音使團首度獨家研發高科技新媒體產品—「福音影盒Miracle		

Box」，是首個可以隨身攜帶的流動福音影視資料庫。內中包含了約500個小時的

福音節目，是基督教傳道的新突破。自推出之日反應熱烈，吸引各地基督徒認獻。

10,000,000 人次瀏覽的
網絡基督教影音平台

TheArk.cc於2008年5月建立，是首個「華人基督徒互動影音平台」。迄今近

1千萬瀏覽人次：超過646萬影片點擊率及342萬網誌點擊率。總累積7,630段網上

視頻隨時隨地收看，包括創世電視節目以16種分類及17條頻道形式，推出近7,200

段共超過1,500小時的網上影片，其中「講道頻道」已上載了26位「牧師名人」

的講道集共688段影片。基督教視頻專屬網站TheArk.cc服務來自超過16個國家近

10,000名用戶（網上及手機用戶），當中九成為基督徒。2009年特設「基督徒見

證BLOG」個人化界面，合共已有283位會員博客（Blogger），創作合共6,741篇

網誌，祝福網絡世界。自2010年5月推出應用程式(App)，正式登陸iPhone/iPad	

Apple	iTunes	Store，至2012年底，總下載之手機用戶已近6,000人。

第1 屆媒體宣教大會
「The	 Miracle	 is	 coming」第一屆媒體宣教大會於2012年8月13日至15日在

馬來西亞吉隆坡黃金棕櫚樹海上渡假村舉行，是華人基督教首次以專題探討媒體宣

教的營會。超過350名傳媒界、演藝界及教牧界的基督徒參與，分別來自香港、台

灣、中國內地、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以及美、加、澳等國家地區。

講員包括世界福音聯誼會首席領袖黃錦光牧師、新加坡堅信浸信會鄺健雄使

徒、香港飛躍網絡國際義務執行董事林以諾牧師、香港播道會港福堂堂主任吳宗文

牧師、與及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資研中心主任陳漢祖博士。營會更凝聚了馬來西亞

首都及十三個州份的教牧領袖和青年信徒，彼此激勵，同心尋求媒體宣教新異象。



100 個來自世界各地的見證
2011年，感恩有接近10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願意將自己被上帝感動、

生命得以改變的見證拍製成節目，祝福更多人。

10,000 本
《天使心》月刊（北美版）

在加拿大免費派發
《天使心》月刊（北美版）出版踏入第七年，由初期的訂閱模式改為按月免費

讓公眾索取，現今發行量已增至10,000本。這份雜誌除了可在教會、教會舉辦的啟

發課程、夏日夜市、酒樓餐廳、超級市場、公共圖書館免費索取外，南美和小城宣

教都是《天使心》月刊（北美版）的派發據點。

接觸84,000 位在美人士
2012年影音使團美國分會成立十週年，十年間美國的福音事工接觸超過

84,000人，約有1,300人信主。緊貼香港「創世電視」的廣播，「創世頻道」多元

化的節目每週在全美的電視頻道上播放，接觸面覆蓋全美各大城市。美國「人生熱

線」每月平均接聽超過300個電話，從2007年開始已經處理了超過15,000宗求助個

案，成為北美華人不可或缺的求助熱線。



國際影音事工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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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面向神州 發展媒體宣教培訓理念
近年，中國基督徒的數字不斷快速增長，信徒渴求生命塑造和訓練的呼聲亦隨之愈來愈

大。面對如此迫切的需求，我們也要急步配合，以助他們進一步深化屬靈的成長。回顧過去

兩年，我們繼續與多個省市的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教牧同工接觸交流，透過方舟探索及電

影分享會等聚會，促進及深化中國教會及信徒在媒體宣教上的交流。來年，我們期望配合國

內兩會，運用媒體的創造力及影響力，建立更多有系統及更全面的信徒訓練課程，協助弟兄

姊妹裝備自己。同時，我們亦會製作福音專題及見證節目，廣泛地牧養信徒。透過如雲彩般

的見證，互相鼓勵造就，並讓福音更廣泛傳遍神州。

馬來西亞 結連十三洲 媒體宣教薪火相傳
馬來西亞地土廣闊，國教信奉伊斯蘭，不足10%的基督徒分散於各州份。我們感恩於

2012年8月在吉隆坡黃金棕櫚樹海上渡假村舉辦了「第一屆媒體宣教大會」。營會以媒體宣

教「結連」，感人的一幕是：大馬十三州和首都的教牧領袖從影音使團代表手中接過火光相

繼傳遞，信誓在媒體宣教路上同心同行，點燃各地福音之火。感謝神賜予天時地利人和，其

中有位來自台灣的神學生，來馬的旅費是她教會眾多弟兄姐妹所奉獻支持，此行讓她大開眼

界，她興奮地說要把所學的帶回台灣。此外，2011年我們與太可利亞基督教會合作其獻堂

的特別佈道聚會，首映《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震撼全場，更感恩約有四十人决志信主。同

年，香港藝人黃子揚帶着福音電影《最危險人物》到沙巴佈道，吸引逾兩千名觀眾。因着拜

訪馬來西亞不同的地方教會，我們結識了各地的弟兄姐妹，也發現了許多感人見證，成為新

的影音製作。

台灣 2011年成立「台灣影音使團協會」 
啟動寶島媒體宣教大使命

回望過去，是恩典、祝福亦經歷神奇妙的帶領。在台灣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了兩場	

《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佈道會，共約6,000人出席，全場爆滿。此福音紀錄片更在全台

灣12間戲院上畫，有多間教會合作舉辦戲院包場佈道會。基督教文化教育是一種可以讓福

音紮根及影響社會的方法，我們在台灣於平安夜舉行的「基督教在台灣文化展」暨「2011	

和好、疼惜、平安夜」報佳音系列活動，並在現場展示了世界各地收藏的方舟模型。當晚，

馬英九總統與全台各宗派30餘位牧者一同出席參觀，馬總統更在其中一隻方舟模型上提字	

「同舟共濟」，表現了基督裡合一的精神。未來，我們期望在媒體製作、媒體宣教課程及	

文字發行上取得更全面的發展，同時培養及鼓勵有志媒體宣教的信徒，連結各界華人力量，

把福音傳至地極。



加拿大 路是難走 恩典足夠
15年來為大使命開展的加拿大影音佈道事工，在過去兩年間同樣舉辦多場佈道會，包括

福音電影《翻生奇兵》，在溫哥華、愛民頓和卡加利的三場佈道會，共有上千人出席，近50

人决志回轉。《天使心》月刊（北美版）出版已踏入第七年，2010年由訂閱改為按月免費讓

公眾索取，是我們在上帝面前學習信心的一大功課。2010年印量6,000本，到現今10,000本

的發行量仍供不應求，增印至20,000本已是刻不容緩。多年來恆常的事工還有每週六於新時

代電視播放的「基督2000」福音電視節目，許多觀眾透過這個頻道得到安慰和認識福音。北

美人生熱線來電次數亦與日俱僧。肩負將生命信息廣傳至加拿大每一角落的使命，我們融會

貫通不同的福音平台作具體實踐。感謝神讓我們有一顆堅守崗位的心。	

	鄺仲文  加拿大分會董事

美國 勇敢面對挑戰 靠主得勝有餘
美國「影音使團」成立的10年中，我們在大紐約區、三藩市灣區及大洛杉磯區開展影音

佈道事工，服侍當地教會。過去兩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和《翻生奇兵》於美國多個

城市放映，佈道果效顯著。更首次以英語放映，迎合更多福音對象，同時積極安排基督徒演

藝名人在各大城市作見證分享會，包括前香港小姐張瑪莉、名歌手蔣麗萍、粵劇紅伶紅線女

的女兒紅虹、創作歌手徐偉賢和梁雨恩等，也以《八福臨門》系列見證影碟幫助信徒向親友

傳福音。每週在全美的電視頻道上播放「創世頻道」節目，而美國「人生熱線」每月平均接

聽超過300個電話，2007年至今已累積接聽了超過	15,000宗個案，成為北美華人不可或缺的

求助熱線。我們也將「福音影盒Miracle	 Box」這個嶄新的宣教媒體平台帶到美國。未來會繼

續堅守大使命，鼓勵更多弟兄姊妹使用不同的影音平台，將福音廣傳至全美每一角落。

葉祖堯  美國分會董事

澳洲 挑戰極限 勇闖新里程
澳洲影音使團這兩年間有《翻生奇兵》衛詩(	Jill	Vidal	)帶來的福音音樂旋風、《因愛之名》

的張文慈帶來至真至感人的生命重生見證，也有開先河的陳耀南教授的「信仰龍門陣座談

會」，更有挑戰極限於雪梨歌劇院放映《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的特別英語場聚會更

翻開了歷史性的一頁。盼望隨着「福音影盒MiracleBox」的出現，能夠引進未來宣教的生力

軍。參與澳洲影音使團9年的事奉中，2012年第四季度第一次出現奉獻嚴重不足，經禱告後

發出了第一封的代禱家書。出乎意料的是，翌日即收到了無數的回應電郵，大量的信用卡和

奉獻支票。也有很多教牧兄姊致電表達對事工的支持和鼓勵。其中最難忘的是前義工告訴我

們收到代禱信後深受感動，於是把信貼在家中的雪櫃上，每次經過都為我們祈禱。這次經歷

讓我們感受到上帝的恩福是何等豐盛，我們唯有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主。		

羅敬淳  澳洲分會代表



影音使團2011年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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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月15日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兩場「八福臨門演藝佈道會」，出席藝人包括鄧
萃雯、森美、盧大偉、衛詩、蔣麗萍、徐偉賢、歐陽德勳、蔡立兒。兩場共1,020人出
席，53人決志。

1月21日及25日於嘉禾旺角戲院舉行兩場《最‧危險人物》公開場，黃子揚及黃俊一見證
分享，梁永善牧師信息回應。兩場共384人出席、12人決志、8人慕道、3人回轉。

1月30日舉行「八福花車巡遊」，出席藝人包括小金子、蔣麗萍、梁藝齡、紅虹、何佩
儀、創世電視主持張佩瓊、許穎及侯嘉明，路經地點包括黃大仙、旺角、尖沙咀、銅鑼
灣。

1-2月 於農曆新年期間舉行《八福臨門》新春佈道運動，包括《八福臨門2》光碟認獻及社區派
發，認獻數量合共50,000光碟。

3月
3月6日於灣仔舉行XX「金色彩虹喜劇人生晚宴」，出席演藝名人嘉賓包括盧大偉、歐錦
棠、萬斯敏、陳少寶、司徒永富，351人出席、12人決志、10慕道、9人回轉。

3月16日於馬灣挪亞方舟舉行2011年上半年異象分享會，共236教牧同工出席。

4月

4月1日至3日於馬灣挪亞方舟方舟劇場舉行3場回應日本311事件「末世危機與方舟啟
示」專題佈道會，黃兆輝博士及楊永祥先生分享、吳宣倫博士信息回應，3場共1,039人
出席、59人決志、24人慕道、20人回轉。

4月10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3場「末日預演方舟啟示」日本311事件生命反思大
會，黃兆輝博士及楊永祥先生分享、吳宗文牧師信息回應，3場共7,130人出席、205人決
志、82人慕道、134人回轉。

4月24日於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兩場「末日預演方舟啟示」日本311事件生命反思大
會，黃兆輝博士及楊永祥先生分享、梁燕城博士信息回應，兩場共846人出席、39人決
志、25人慕道、15人回轉。

6月

6月4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2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預演場，方舟探索隊成員親
身到場分享，出席之支持者約5,000人。

6月12日於馬灣挪亞方舟及深井嘉韻酒樓舉行「金色彩虹演藝見證晚宴	 –	 紅虹粵曲方舟
行」，活動包括參觀馬灣挪亞方舟、品嘗深井燒鵝、欣賞福音粵曲，分享及獻唱藝人為
紅虹姊妹，蕭如發牧師信息回應；當日出席者共222人。

6月15日「創世電視」人造衛星正式啓播，雙語廣播同時開始。

7月 7月18日於新光戲院舉行「紅虹南國雅歌音樂會」，分享及獻唱藝人為紅虹姊妹，蕭如發
牧師信息回應；當日出席者共600人。

8月

8月10日舉行香港區賣旗籌款，為「創世電視人生熱線」籌募事工經費，1,017人同工及
義工參與，共籌得約港幣40萬元。

8月14日於澳洲雪梨歌劇院舉行兩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佈道大會，出席者共約
6,543人、97人決志、35人慕道、121人回轉。

8月27日於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兩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佈道大會，出席者
共約13,000人、453人決志、慕道及回轉。



9月

9月3日及4日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兩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佈道大會，出席
者共約6,000人、47人決志、36人慕道及回轉。

7月至9月期間舉行16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教牧試映場，合共297教牧同工參加。

9月27日於尖沙咀帝廷皇宮舉行2011年下半年異象分享會，共179教牧同工出席。

9月至12月期間獲服裝品牌	MICHEL	RENÉ	支持推出「愛心轉贈計劃」，藉2011年港府
財政預算案「$6,000計劃」，呼籲市民捐獻一半款項支持創世電視，共籌得逾港幣25萬
元。

9月28日於	The	Grand	戲院舉行《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首映禮，四位方舟探索隊員袁文
輝、楊永祥、梁藝齡及李耀輝出席分享艱辛而難忘的經歷。當晚出席嘉賓包括「玩具大
王」蔡志明太太蔡李惠利博士、羅霖、葉文輝、寶佩如、陳彥行。

10月

10月6日《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開始於香港戲院全線公映。

10月8日及9日於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生命因您燃燒」慈善義賣，為創世電視籌得逾
150萬元。

10月23日於香港大球場舉行「方舟千奇百趣大球場音樂見證佈道會」，森美、衛詩及
電影《翻生奇兵》演員、方舟探索隊成員分享、吳宣倫博士信息回應，出席者共4,061
人，122人決志、慕道及回轉。

10月27日，《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榮獲第七屆中美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方舟探索隊
親赴美國洛杉磯領及於台上致謝。

11月

11月6日至9日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四場《翻生奇兵》電影特別佈道場，鍾振成牧
師及吳桂行先生信息回應，四場共1,953人出席。

11月15日於台北信義威秀影城舉行《挪亞方舟驚啓示II》台灣首映禮，由台灣著名「帥哥
主播」何戎及其妻子Kelly擔任國語配音，中文主題曲主唱人為著名台灣歌手張信哲。電
影在全台灣逾10家戲院公映。

11月18日《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開始於台灣12間戲院公映及5間戲院包場播放。

11月26-28日，於中國溫洲舉行了三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佈道會，共接近5,000
人出席，150決志、1,130人慕道及回轉。

12月

10月至12月期間於香港推動《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戲院包場計劃，包場場次123場，入
場共14,928人，661決志、332人慕道、26人回轉。其中包括了奉獻力量支持的「學生贈
票計劃」的72場。

12月期間獲支持者贊助推出「Blessing	Cookies祝福餅」義賣活動，透過曲奇內藏的聖經
金句及祝福語字條，將神的愛與人分享。

12月18日香港聖樂團舉辦聖誕音樂會「感恩聖誕夜」，影音使團獲支持者協助聯繫樂
團，供創世電視現場錄影轉播音樂會，並將音樂會場刊賀稿收入約港幣95萬元撥捐支持
創世電視。

12月23日參與台北基督教文化節，展出影音使團從世界各地搜羅的方舟模型珍品，當日
很榮幸馬英九總統蒞臨觀賞，並為其中的方舟展品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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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月15日於帝京酒店舉行「影音使團2012年教牧同工研討會」，接近200位教牧
同工出席。

2月22-27日，於中國福建省舉行四場《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分享會，反應
熱烈，出席朋友大受感動，共有7,400人出席，200人決志，1,265人慕道及回
轉。

3月

3月11日，「方舟的爭議與真相」信仰反思大會於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舉
行，有近400位教牧同工、弟兄姐妹赴會。會上首次發佈哈佛考古學博士祖．克
蘭克(Dr.	 Joel	 Klenck)實地考察巨型木結構的最新考古學術報告。吳宗文牧師剖
析方舟探索所引起的爭議，並帶出其中的信仰反思。

3月16日至25日，電影《翻生奇兵》於澳洲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共舉辦十場
佈道會，參演藝人衛詩親赴當地出席全部佈道會並作分享，共2,887人出席66人
決志、慕道及回轉。

3月19日至22日，第二次參與「香港國際影視展」，讓各地買家、發行商及業內
人士認識影音使團及創世電視的製作。

3月23日至25日，電影《翻生奇兵》於加拿大溫哥華、愛民頓，卡加利舉辦三場
佈道會，導演關信輝與編劇張佩瓊到場分享，共1,550人出席，50人決志、慕道
及回轉。

4-6月

4月29日、5月19日與6月10日，電影《翻生奇兵》香港首映禮及連續三場的公
開場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首映禮上參演藝人森美、陳敏之、盧
大偉、衛詩、鄭子誠、彭紀彥、張彥博、劉港源、徐偉賢均出席，同場三位「再
生勇士」鄧英蘭、黃明讚及吳耀輝一起帶出「翻生香港」的信息。三場電影公
開場分別由梁永善牧師、鍾振成牧師、吳桂行先生作信息回應，共計2,630人出
席，78人決志、慕道及回轉。

7月
7月18日至24日，於香港書展首度推介嶄新宣教媒體平台——福音影盒Miracle	
Box，機盒內置約500小時福音影視製作，可以說是基督教傳道的新突破。7月
21日，電影《翻生奇兵》參演者衛詩、彭紀諺、張彥博亦於書展舉行簽名會。



8月

8月13日至15日，以「The	Miracle	 is	coming」為主題的第一屆媒體宣教大會於
馬來西亞吉隆坡黃金棕櫚樹海上渡假村舉行。來自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
坡、印尼，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州等國家地區超過350名教牧和信徒領袖參加
了營會，同心尋求在媒體宣教上的新異象。

8月17日及18日，《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在馬來西亞古晉和詩巫上映，探索隊
員袁文輝及梁藝齡現場見證分享。兩場聚會爆滿，合共5,500人出席。

8月18日於新界區為「創世電視人生熱線」舉行賣旗籌款，共有1,100位同工及
義工參與協助，共籌得約港幣60萬元。

8月25及26日於台北靈糧堂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宏恩教會舉行《挪亞方舟驚世啓
示2》電影分享會，兩場聚會反應熱烈，逾1,000人參加，與會者生命均得著激
勵。	

9月

9月15日至22日，澳洲影音使團歡慶十二周年的同時，在雪梨、昆省、及墨爾本
舉辦四場「因愛之名In	 the	 Name	 of	 Love音樂見證培靈佈道會」。總幹事袁文
輝，參與同名福音電影的演員張文慈及梁藝齡出席現場，分享拍攝感受及見證，
並與當地傳媒分享影音使團的最新異象及未來發展方向。佈道會出席者共計969
人、45人決志、慕道及回轉。

10月

10月11日，《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首批電影DVD盒裝版於香港各大影視店正式
上架，同步登陸台灣及香港誠品書店。DVD特別套裝版隨碟附贈《考古鑑證與
解密》紀錄片。

10月15日創世電視邁向十週年重點節目——《靈情日記》正式開播，共邀得17
位牧者參與節目拍攝，帶領觀眾用一年時間讀畢新約聖經。

11月
11月23日影音使團舉行「靈情日記馬可福音靈修分享會」，牧職神學院院長李
盛林牧師及負責經文誦讀的牧職神學院講師鄧淑良博士分享靈修要訣及讀經心
得。

12月

12月19日創世電視製作之《2013明日之後》DVD於全港800間7-11便利店上
架，為瀰漫著末日恐慌的城市帶來平安的拯救信息。

12月21日電影《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於	Star	TV	香港及新加坡同步播放，廣傳
耶穌基督的好信息。

6月至12月期間，電影《翻生奇兵》於全港十八區校園及教會進行巡迴佈道運
動，共計有50間教會參與，合共62場聚會，接觸9,400人，417人決志、238人
慕道、173人回轉。

6月至12月期間，電影《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舉行了四場見證分享會，接觸270
人。

7月至12月期間，數碼電影《因愛之名》系列完成了首四部影片的本地及海外拍攝
及後期製作，影片分別名為：《星月下的足印》、《殺人犯的石頭》、《魔術師的
寶貝》和《我的野獸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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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靈教室

2.	 喜樂家庭2	—父母篇	(雙語)

3.	 五分鐘聖經學英語

4.	 信仰無添加	1	(雙語)

5.	 信仰無添加	2

6.	 尋找祂鄉的見證-台灣篇

7.	 如果還有明天之爸爸的眼淚

8.	 如還有明天4能回家真好

9.	 如果還有明天─不一樣的聖誕2

10.	 男人之苦

11.	 八福臨門喜迎春

12.	 八福臨門3

13.	 「末日預演．天驚地義」聖經預言紀錄片

14.	 愛．永不放棄

15.	 爆裂、耶穌、受難曲音樂劇

16.	 世紀警示	

17.	 鋼琴大師的生命樂章

18.	 愛煮廚房

19.	 追溯聖經的智慧

20.	 方舟的爭議與真相

21.	 方舟探索的超自然經歷與見證(雙語)

22.	 方舟探索的三萬人的感動

23.	 2011年影音使團感恩大事回顧

24.	 第31屆浸信會培靈大會

25.	 「動盪時代．不變異象」研經培靈會

26.	 「拯救與教導」出埃及記聖經信息講座

27.	 「路加福音．人子耶穌」聖經信息講座	

28.	 「4Q人生」福音聚會

29.	 楊伯倫先生─「神的應許音樂佈道會」

30.	 「燃亮生命．富足心靈」佈道大會

31.	 香港聖樂團．伯樂．千里馬音樂會

32.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感恩獻唱會

33.	 第十屆聖詩頌唱會─「盼望」

34.	 「我們應當如此行」─為全港青少年守望祈禱會

35.	 全城無毒音樂會

36.	 加利利─耶穌所到之處	(英/國/粵)

37.	 耶穌傳

38.	 主日講壇

39.	 創世情報站

40.	 創世日誌

41.	 愛地球觀察站

2011創世電視新節目



1.	 靈情日記

2.	 屬靈教室

3.	 張振華牧師─復活節前40天．預苦期生命更新

4.	 《創世主日學堂》陳一華牧師─喜樂自有方	

5.	 《創世主日學堂》葉劍華牧師─研經有招式

6.	 《處境人生》─教養孩童的一課

7.	 八福再臨喜迎春

8.	 《刻苦嚐甘》─聖經中的住棚節

9.	 吳宣倫博士─科學與信仰系列之《宇宙迷思》

10.	 「末日預演．天驚地異」聖經預言紀錄片

11.	 2013明日之後

12.	 2012影音使團感恩大事回顧

13.	 愛到白頭─歐錦堂&萬斯敏結婚15載特輯

14.	 PTU祈禱行動組2

15.	 喜樂家庭3─牧師篇

16.	 如果還有明天5─我為上帝精彩過

17.	 森美見證專輯

18.	 爛gag齒祖─盧大偉見證．上帝tell	me	why

19.	 翻生奇兵製作特輯

20.	 為海難創傷的心靈守望

21.	 2012福音新動力─創世電視節目巡禮

22.	 中國天使心之夢縈中華

23.	 燃點媒體宣教心

24.	 方舟的爭議與真相

25.	 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之考古鑑證與解密

26.	 方舟探索給我們信仰反思#1

27.	 聖樂團聖誕音樂會2012

28.	 誰是華人？

29.	 唐崇榮「約翰福音」

30.	 鄺健雄牧師「世界生命之道」

31.	 彼岸	

32.	 聖經動畫廊

33.	 中國基督徒30年

34.	 《蔬果仔樂園》之拯救聖誕節的玩具

35.	 魔術奇觀

36.	 林書豪「奇蹟之夜」

37.	 主日講壇

38.	 創世講壇

39.	 創世情報站

40.	 創世日誌

41.	 愛地球觀察站

2012創世電視新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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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重擔變成祝福
照顧自閉症患者是一項相當吃力的任務。在一個有自閉症兒子（馬澤霖）的家庭，停止聚會的

父親馬文輝藉由「創世電視」的《主日講壇》和見證節目得到激勵，母親馬太更感恩電視播放

的詩歌讓兒子的情緒平穩。當父母吵架時，兒子竟用「創世電視」的一齣電視劇《天使家族》

VCD讓雙親重歸於好。如今夫婦二人能由衷說出，「他（兒子）是我們最大的禮物，神將咒詛

都化為了祝福。」

毒女回頭
28歲的單親媽媽Rain曾經沉淪毒海，出賣自尊工作，更因通靈反陷毒癮更深，最後靠着上帝

得以戒掉毒癮。意外懷孕誕下兒子後，在家收看「創世電視」，鞏固了她的信仰，其中《屬靈	

教室：程蒙恩長老》和《喜樂家庭》都是給了她很大幫助的節目，更因此讓她願意接受邀請去

服侍正與毒品掙扎的人。

我收看到生存的力量
Ann曾於2010年證實患上癌症，在家養病的她偶爾收看「創世電視」，節目豐富了她待在家裡

的日子。特別是《復活節前40天——預苦期生命更新》給憂慮的她很大的提醒。後來她决志受

洗，為讓未信的丈夫更多認識信仰，她常播放「創世電視」的詩歌給喜愛音樂的丈夫收看，兩

人也一起收看見證節目。

「創世電視」讓我回家了
一位在創啟地區服事年輕人的宣教士小蘭，「創世電視」在多個年頭成為上帝向她傳遞信息的

橋樑。每次有機會回港，她都把握時間收看，從信息中更清晰宣教的方向，更藉着見證重喚自

己的使命。在「創世電視」直播機組告急的危機中，她更感動將政府派發的6,000元全數奉獻，

成了「創世電視」極大的幫助和鼓勵。	

重新站起來的鐵人
高善恩一直自詡健康過人，病痛極少，能夠一年不請一天病假。可是接二連三發生心靈上和

身體上的低潮，逼她停下工作，窩在家休息。但也因為抽離了工作，她終於有機會細味「創世	

電視」的信息，藉着上帝的話語重新得力。

當交鬼專家遇上真神
鄧艷梅（Ceci）曾是「交鬼專家」，行使各樣奇異法術。一天，一把沉實的聲音引導她洞悉靈

界真相，她才恍然大悟，原來上帝才是她一直尋找的「屬靈大佬」。透過觀看「創世電視」，

自此她認識真神更多，近期她更常看《靈情日記》，跟着節目靈修。

初結果子 ——
創世電視觀眾的真實故事



當人生只有電視機
熱愛運動的陳建忠（阿忠）於2010年開始從事電訊行業，長時間工作令他與世隔絕，業績

壓力更讓他的心情跌入谷底。唯一能跟他說話的，除了女友Tammy外，就只有一部電視

機。Tammy花盡心思支持安慰也苦無出路，神便透過「創世電視」對阿忠說話，醫治他的心

靈，更激勵他傳福音的心。女友Tammy從「創世電視」的《喜樂家庭》學習情侶相處之道，也

隨着阿忠上教會而决志信主。

希望天使
新移民的譚女士因丈夫有債務和婚外情，內心鬱結。在最低落時想起收看的「創世電視」曾提

及人生熱線，「多一步．人生有出路」。她致電經輔導員開解後，在電話中作了決志祈禱。後

來成了單親母親，雖因工作未能常上教會，但常收看「創世電視」。2012年她再致電人生熱線

分享感恩，因為神垂聽她的禱告，讓她認識了一位愛護她和孩子的第二任丈夫，她感謝人生熱

線帶領她信主，陪她走過以往痛苦的歲月。

態度決定高度
天生侏儒症及患有讀寫障礙的向日葵姐妹（化名），常常受到嘲笑和歧視。當她認真尋求神的時

候，「創世電視」的節目讓她的生命漸漸得到改變，學習放下怨恨，突破生命的限制。《鋼琴	

大師的生命樂章》是鼓勵她的節目之一。如今，她不單奉獻支持「創世電視」，還努力向他人傳

福音。

與病患同心同行
小草（化名）作為一名院牧，自2008年開始在醫院事奉，即使接受過專業訓練如她，在處理

病人心靈上的問題和需要時，也不一定每次皆能順利找到解決方法。她是「創世電視」多年

的觀眾，竟記起了《人生熱線之夢想成真》的節目見證，啟迪了她如何去關心，並用實踐去

幫助患者。

靠自己？靠神！
身為媽媽的	 Pauline	 Kwok	 一直單靠自己的力量，從工作和金錢中尋找人生保障，結果積勞

成疾，被迫在家休養，期間透過「創世電視」聽到一個又一個感人的見證故事，特別是《現代	

挪亞》，讓她重新體會神的大愛，並重返教會。

睇電視 信耶穌
68歲的呂小薇（May），14歲開始接觸信仰，但從未經歷過平安。數年前因患上肝癌，	

每日在家收看「創世電視」，每個節目都讓她深受感動。後來神透過《主日講壇》的節目	

邀請她投入教會，May開始上主日學、决志到受浸。她更覺得福音節目對眼力不好而無法長時間

看《聖經》的長者有很大幫助，節目重播也幫助「無記性」的長者將神的道記在心中。



資產負債表 
(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

   (已調整)
  2012 2011
非流動資產	 8,331,000	 11,008,000
	
流動資產	 7,559,000	 10,137,000	
流動負債	 (18,085,000)	 (26,901,000)
流動資產	(負債)	/	淨值	 (10,526,000)	 (16,764,000)
	
非流動負債	 (415,000)	 (654,000)
資產淨值	 (2,610,000)	 (6,410,000)
	
等於	
基金　(註1)	 -	 -			
累積不敷	 (2,610,000)	 (6,410,000)
	 (2,610,000)	 (6,410,000)

註1：按核數師建議82萬基金轉撥至累積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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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使團
2011-2012年度財務報告
(1月1日至12月31日)
   (已調整)
  2012 2011
收入
奉獻		 18,646,000	 24,749,000
天使心、創世家庭計劃	(註1)	 13,652,000	 13,943,000
嗎哪基金	(註2)	 4,994,000	 8,815,000
產品銷售及版權	 4,235,000	 5,472,000
廣告及贊助	 3,077,000	 2,046,000
門票及其他	(註3)	 6,573,000	 2,232,000
總收入 51,177,000 57,257,000

支出
佈道聚會及活動	 2,842,000	 6,672,000
銷售及佈道工具	 4,572,000	 6,407,500
電視直接成本	(註4)	 20,802,000	 21,382,000
電影直接成本	 5,691,000	 5,138,000
薪酬及福利(註5)	 5,604,000	 5,941,500
租金及營運開支	 7,413,000	 8,538,000
佈道事工推廣	 443,000	 2,690,000
其他支出(註6)	 -	 2,436,000
總支出 47,367,000 59,205,000

本年度盈餘 / ( 不敷 ) 3,810,000 (1,948,000)
上年度累積不敷 (5,218,000) (3,270,000)
本年度累積不敷 (1,408,000) (5,218,000)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累積不敷 (1,202,000) (1,192,000)
(詳見右表)
使團總體累積不敷 (2,610,000) (6,410,000)

註：

1.	 天使心及創世家庭計劃所有收益用以支付創世電視日常營運費。

2.	 嗎哪基金收入均全數撥作支付同工薪酬。

3.	 其他收入包括：

	 (i)	 2011年8月10日賣旗收入40萬，有關賣旗審計報告已於同年

	 	 11月中刊登於星島日報及香港虎報。

	 (ii)	 2012年8月18日賣旗收入65萬，有關賣旗審計報告已於同年

	 	 10月中刊登於星島日報及香港虎報。

	 (iii)	 2012年挪亞方舟多媒體博覽館賬面盈餘500萬。

4.	 電視直接成本包括：電視及網絡平台管理費、自製及外購節目、版權費、

文字出版及製作人員薪津。

5.	 薪酬及福利支出包括：行政及中央支援人員薪津。

6.	 其他支出：2011年挪亞方舟多媒體博覽館賬面虧蝕240萬。

財務報告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
2011-2012年度財務報告
(	1月1日至12月31日)

   (已調整)
  2012 2011
收入 
奉獻	 4,000,000	 5,071,000
挪亞方舟一人一木計劃	 3,687,000	 3,155,000
其他收入	 135,000	 487,000
總收入 7,822,000 8,713,000
	
支出 
聚會及活動	 28,000	 39,000
拍攝及製作	 3,876,000	 4,617,000
薪酬及福利	 1,478,000	 2,848,000
租金及營運開支	 2,409,000	 2,771,000
佈道事工推廣	 41,000	 211,000
總支出 7,832,000 10,486,000

本年度不敷 (10,000) (1,773,000)
上年度累積不敷 (1,192,000) 581,000
本年度累積不敷 (1,202,000) (1,192,000)



影音使團2011年度總支出分佈
佈道聚會及活動	 	6,672,000	
銷售及佈道工具	 	6,407,500	
電視台製作及日常營運(包括平台租賃費)	 	21,382,000	
電影製作	 	5,138,000	
薪酬福利	 	5,941,500	
租金及辦公室開支	 	8,538,000	
佈道事工推廣及宣傳	 	2,690,000	
其他支出	 	2,436,000	
總支出	 59,205,000

佈道聚會及活動
	6,672,000	
11%

銷售及佈道工具
6,407,500	
11%

電視台製作及日常營運
(包括有線電視及
nowTV平台租賃費)
	21,382,000	
36%

電影製作
	5,138,000	
9%

薪酬福利
5,941,500
10%

租金及辦公室開支
	8,538,000	
14%

佈道事工推廣及宣傳
	2,690,000	
5%

其他支出
	2,436,000	
4%

影音使團2012年度總支出分佈
佈道聚會及活動	 	2,842,000	
銷售及佈道工具	 	4,572,000	
電視台製作及日常營運(包括平台租賃費)	 	20,802,000	
電影製作	 	5,691,000	

薪酬福利	 	5,604,000	
租金及辦公室開支	 	7,413,000	
佈道事工推廣及宣傳	 	443,000	
總支出	 	47,367,000	

佈道聚會及活動
	2,842,000	
6%

銷售及佈道工具
4,572,000	
10%

電視台製作及日常營運
(包括有線電視及
nowTV平台租賃費)
	20,802,000	
43%

電影製作
5,691,000	
12%

薪酬福利
5,604,000	
12%

租金及辦公室開支
	7,413,000	
15%

佈道事工推廣及宣傳
	443,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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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心計劃」、「嗎哪基金」 
及其他收入

雖然2012年的整體奉獻收入比2011年下跌21.5%，但我們依舊

深深的感謝神，透過忠心愛祂的弟兄姊妹們，對我們的不懈支持與鼓

勵，讓我們可以恪守神交付給影音使團的使命，透過「創世電視」的

衛星廣播、雙語節目、互聯網影片平台	 The	 Ark.cc	 及嶄新的「福音

影盒Miracle	 Box」，與環球華人接軌，讓福音傳得更快更廣。另外，

「創世電視」附屬的《天使心》月刊及「人生熱線」輔導中心，亦繼

續在我們居住的城市，及至國內及美、加、澳洲等地，把上帝的安慰

與祝福廣傳。為了走更遠的路，2012年開始我們仔細審視內部各崗位

功能，積極將內部資源整合，務求減省經費開銷，因著眾同工的群策

群力，2012年的總支出比2011年減少了20%。截至2012年12月31日

止，「天使心計劃」會員人數計有3,738人，其中包括2012年新設立

的「創世家庭」會員191人。

廣告及贊助
蒙神恩典，在2011及2012年匯聚了一眾熱心商戶及友好，秉承

福音大使命，除了透過投放廣告、捐款、奉獻物資支持使團之外，

更運用自己的恩賜與資源，付出心思時間，以身體力行擺上，讓我

們各項事工得以順利開展。

大型福音紀錄片《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得到熱心友好及團體以

全新方式鼎力支持。有信徒觀賞影片後深被感動，自發協助使團在

短時間內籌辦「挪亞方舟啓示分享會」茶聚，邀請友好參與。影片

更獲熱心團體支持推出「學生贈票計劃」，讓全港中小學生、大專

生、沒有宗教信仰及來自低收入或基層家庭的學生免費進場觀看電

影，鼓勵新一代以堅毅不屈精神，積極尋求生命意義。在亞洲博覽

館舉行的《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電影佈道大會，也得到各贊助商踴

躍回應，提供大會場刊、展板、文具及旅遊巴士接送服務等，彼此

同心在福音戰線上為主打美好的仗。

此外，有不少愛心支持者善用資源網絡，透過與眾不同的方式

支持「創世電視」。有熱心姊妹善用她們在二手衣飾義賣活動的經

驗，幫助使團籌辦「生命因您燃燒」慈善義賣。亦有服裝品牌推出	

「愛心轉贈計劃」，藉2011年港府財政預算案「$6,000計劃」，呼籲

市民捐獻一半款項支持事工。另有愛心信徒願意贊助生產「Blessing	

Cookies祝福餅」，透過曲奇內藏的聖經金句及祝福語字條，將神的

愛與人分享。還有，我們得到熱心支持者的襄助，聯繫樂團，供「創

世電視」現場錄影轉播樂團舉辦的音樂會，並將音樂會場刊的獻刊收

益支持事工。更有法國藍帶烹飪學校廚藝高手協助拍攝《愛煮廚房》，

透過教授烹調技巧，與城中名人品味人生與信仰。再者，有熱心弟兄團

體為福音不甘後人，參與拍攝《男人之苦》，並邀請友好弟兄討論在

職場、家庭及社會上所踫到的信仰灰色地帶及衝擊。在拍攝福音製作

《因愛之名》系列電影中，各界商戶也樂意成為同行夥伴，贊助支持

福音製作。

電視及電影直接成本
2011年6月「創世電視」成功開展了人造衛星廣播。現時「創

世電視」的播放平台包括有線電視15台、now寬頻電視545台、香港

寬頻數碼電視719台。過去，創世電視的自製節目包括報導基督教

時事節目的《愛地球觀察站》、專題特輯的《地球深度行》1至6系

列、大型紀錄片《天經地義》、專題及見證系列的《為何不可能》

、《如果還有明天》4及5系列、《男人之苦》、教牧講道系列之《

屬靈教室》、《創世主日學堂》及《靈情日記》、以輔導信箱為題

的《人生熱線急救手冊》、為觀眾實現夢想的節目《人生熱線之夢

想成真》、頌讀聖經的《華麗的詩篇》、烹飪節目《愛煮廚房》，

等等。在福音電影方面，使團於2011-2012年製作了《挪亞方舟驚

世啓示2》及《翻生奇兵》。



2013年是「創世電視」創立十周年，影音使團將全面推出嶄

新福音流動平台	 ─「福音影盒Miracle	 Box」，它擁有超過500小

時定期更新的福音節目，是一個可以隨身攜帶的流動福音影視資料

庫，我們會努力不懈，利用現今科技，開發其他新媒體傳播工具；

同時亦繼續致力於福音製作，及舉辦大型佈道聚會，其中包括：繼	

《男人之苦》後創作《女人之苦》，坦誠剖白女性在生活中遇到

的兩難處境；「因愛之名」電影系列之首三部製作：「魔術師的

寶貝」、「殺人犯的石頭」及「星願下的足印」將於2013年4月開

始在全港十八區舉行電影及基督徒藝人佈道分享會。另外，我們將

於2013年12月舉行全港首個國際級大型魔術佈道會—《2013神奇

聖誕》。在過去兩年，靠賴神的恩典，使團與各界友好，商戶及團

體機構，以各種推動及支持模式協作了多項突破性的福音事工，萬

事互相效力，傳遍天國福音，讓更多人得著救恩。深盼在未來的日

子，有更多商戶及友好與使團在主裡彼此配搭，發揮創意思維，善

用恩賜資源與網絡，透過各平台實踐大使命，為主多結果子，叫上

帝得著當得的榮耀。

2013年影音使團財務預算
港幣6,360萬元

佈道聚會及「人生熱線」輔導中心
2011-2012年度，城市宣教事工包括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

行了兩場「八福臨門演藝佈道會」、「八福花車巡遊」、《八福臨

門新春佈道運動》、「金色彩虹喜劇人生晚宴」、「末世危機與方

舟啟示」專題佈道會、「末日預演方舟啟示」生命反思大會、於新

光戲院舉行「紅虹南國雅歌音樂會」、於香港政府大球場舉行「方

舟千奇百趣大球場音樂見證佈道會」、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

館舉行電影《翻生奇兵》首映禮、《翻生奇兵》18區校園及教會巡

迴佈道運動、及《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戲院佈道運動，等等。

「人生熱線」輔導中心於過去9年曾服侍接近122,445名來電的

求助者。使團每年均會舉辦熱線輔導義工訓練，組織和培育一群有

心志透過電話輔導熱線，服侍那些尋求心靈醫治的困苦人。同時亦

把握時機在輔導過程中向求助者傳福音。2011及2012年「人生熱

線」輔導中心賣旗收入分別為40萬及65萬，過去兩年的營運支出分

別為109萬及107萬。

薪酬及福利
2012年影音使團經過部門重整後，同工人數(不包括「方舟多

媒體博覽館」)由2011年12月31日的146人下降至2012年12月31日

的121人。製作人手及中央支援人員每月平均薪酬支出約165萬元。

我們靠著上帝每天供應日用的飲食，並感動弟兄姊妹每月奉獻支持	

「嗎哪基金」，讓我們能一直維持著每月準時發放薪金。

總結
感謝神帥領我們於2011及2012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台

灣、澳洲、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尼等地)舉行了密集式的巡

迴佈道會。電影《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全球接觸超過11萬觀眾；在

香港推出的「學生贈票計劃」讓9,066位學生免費觀賞電影，在72場

包場播映中，有955名中小學生決志接受主耶穌基督的救恩。另外，

在香港我們舉辦了「末世危機與方舟啓示」專題佈道會、「末日預

演方舟啓示」生命反思大會、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了兩場	

「八福臨門演藝佈道會」、與及於2012年全年舉辦《翻生奇兵》全

港18區電影巡迴佈道聚會。

創世電視
36,000,000
57%

福音電影製作	
6,500,000
10%

本地及海外佈道聚會
(12月亞洲博覽館
大型魔術佈道會)
12,000,000
19%

天使心月刊
暨人生熱線
4,400,000
7%

產品佈道事工
4,700,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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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電視
Creation TV

中央支援
Support & Control

珍奇展品事工
Noah's Ark, Ma Wan

資料編採
Creative	Writings	&	
Research

捐獻事務
Donors	&	Patrons	Services

大地寶藏禮品店
Marvels	Gift	Shop

後期製作
Post	Production

籌募及贊助
Fundraising	&	Sponsorship

展品採購及管理
Exhibit	Management

直播系統及影視存庫
Broadcast	Engineering	&	
Data	Centre

法規及合約監理
Legal	Counsel	&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視藝創作
Visual	Communications

教會網絡及外展
Church	Network	&	Urban	
Missions

多元媒體開發
Multi-media	Development

海外媒體宣教
Media	Ministry	
(International)

福音影盒開發及管理
Miracle	Box	Operations

會計
Accounts

網站事工開發及管理
Web	Ministry

信息及通訊系統
ICT

天使心月刊
Angel’s Heart Magazine

物流及倉儲
Logistics	&	Warehousing

信仰輔導熱線
Prayer	&	Counseling	Hotline

人力資源及設施總務
HR	&	Admin

廣告營銷
Advertising	Sales

影視製作版權
Film	Licensing	&	
Syndication

產品設計及監製
Product	Design	&	
Production

功能架構

董事局
Board of Directors

日常管理及運作
Management & Operations



「因愛之名」人生教
練電影系列，裝備信
徒廣傳福音

【因愛之名】電影系列首三套製作是來

自新加坡堅信浸信教會鄺健雄牧師、恩典橋

基督教會沈鵬牧師、及循理會沙田堂王家榮

傳道的真人經歷。三位牧者曾面對極重的困

難與挑戰，經歷上帝帶領離開自己的「安舒

區」(Comfort	 Zone)，遭遇無數挫敗，最終

成為突破極限的「人生教練」，更願意透過

媒體成為神蹟的器皿。未來，「因愛之名」

電影系列首三套作品：《魔術師的寶貝》、

《殺人犯的石頭》及《星願下的足印》不但

可預載於「福音影盒Miracle	 Box」內，更

於全港十八區舉行電影及演員與真人見證聚

會。此外，尚有《我的野獸女友》、《童夢

奇緣》及《3366靈界誘惑》等製作正籌劃

中，務求以不同題材的製作，祝福不同群體

及階層的觀眾。

「人生導賞媒體宣教
課程」裝備信徒善用
媒體，擴大宣教力度
與幅度

2012年「東方閃電」在國內透過強而

有力的小組領導方式滲入社會不同角落，

旗下信徒已高達數百萬。「創世電視」將

提供有質素的教導工具及訓練，協助教

會強化信徒善用媒體，立志成為「人生教

練」。透過六堂的理論課程及實踐工作

坊，「人生導賞媒體宣教課程」的學員不

但有機會於「創世電視」親身參與台前幕

後的工作，更可成為十八區推動福音電影

佈道工作的代表。未來，我們將會透過課

程、專題紀錄片及《屬靈教室》等節目，

繼續強化裝備門徒的力量。

2013年展望 
回顧前瞻，整裝待發迎接屬靈爭戰的一年

全 港 首 個 大 型 魔 術 
佈道會《神奇聖誕》，
共享屬靈豐收成果

享譽國際的Elite	 Diamond	 Merlin	

Award獎項得主兼新加坡唯一的父女魔術

組合，鄺健雄牧師與鄺保恩，將於今年12

月13至15日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四

場《神奇聖誕》大型魔術佈道會，藉世界

級幻術表演結合戲劇舞蹈、基督徒演藝人

音樂見證分享、與及牧師講道與呼召，將

聖誕訊息透過令人嘆為觀止的方式呈現出

來，目標讓3,000觀眾能決志信主，共享屬

靈豐收的成果。

感謝您過去一直的代禱與奉獻支持，

讓我們走過廿多年的日子。懇請您為2013

年的事工逼切代禱，按感動繼續奉獻支持

我們的事工，迎接屬靈爭戰的一年。	

2012末日流言甚囂塵上，全球人心惶惶；面對異端邪教崛起，迷惑日增，嚴重衝擊基督教信仰核心，我們深信2013年將會是屬靈爭戰的

一年。影音使團肩負基督教傳媒的影響力，提供高質素的福音製作、教導工具及訓練，配合全新流動宣教平台「福音影盒Miracle	 Box」，將

不同類型的福音製作帶往全球華人地方，為上帝搶救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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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2011-2012 教會機構學校團契奉獻名單

教會
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
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九龍城浸信會
九龍靈糧堂
上水宣道堂
上水浸信會
上葵涌平安福音堂
大角咀浸信會
大埔平安福音堂
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
中國基督徒會主恩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柴灣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中國基督播道會寶雅福堂
中華宣道會竹園堂/	
劉平齋閱覽堂
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
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中華宣道會粉嶺堂
中華宣道會黃埔聯福堂
中華基督教基道大埔堂
中華基督教會小西灣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九龍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
中華基督教會林馬堂
中華基督教會馬灣基慧堂
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
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中華基督教奮興會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禮中堂
中華傳道會青衣堂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堂
中華鍚安傳道會慈雲山	
鍚安慈正堂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五旬節聖潔會靈恩堂
元洲村浸信會

元朗區基督教聯會有限公司
太子平安福音堂
屯門浸信教會
牛頭角平安福音堂
牛頭角恩福堂
牛頭角浸信會
以馬內利浸信會
北角浸信會
北角福音堂
平安福音堂
永約浸信會有限公司
生命樹宣教網絡使命堂
白田浸信會
石蔭宣道浸信會
尖沙咀浸信會
尖沙咀浸信會天水圍福音堂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百德浸信會
西區福音堂
阡陌社區浸信會
沙田平安福音堂
沙田基督教惠荃堂
使命人生佈道會
旺角浸信會
旺角浸信會天恩福音堂
東方基督教會美光堂
東方基督教會恩光堂
金巴崙長老會北角堂
長洲浸信會
青山浸信會
青山浸信會恆青福音堂
青山道潮語浸信會
信義會天恩堂
信義會永生堂
信義會真愛堂
信義會錦上生命堂
南亞路德會靈恩堂
宣恩浸信會
宣聖會北角堂(香港區會)
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宣道會大埔堂

宣道會元朗堂
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宣道會屯門堂
宣道會杏花村堂
宣道會油麗堂
宣道會長洲堂
宣道會青怡堂
宣道會信愛堂
宣道會厚德堂
宣道會洪恩堂
宣道會活石堂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宣道會恩澳堂
宣道會真道堂
宣道會基蔭堂
宣道會康怡堂
宣道會愛民堂
宣道會葵芳堂
宣道會蝴蝶灣堂
宣道會興華堂
宣道會嶺恩堂
宣道會證恩堂
界限街平安福音堂
紅磡浸信會
耶穌恩典福音教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石籬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恩友堂
香港上帝五旬節會
香港天樂浸信教會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香港宣教會恩全堂
香港宣教會恩雨堂
香港宣教會恩盈堂
香港宣教會恩霖堂
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旺角堂)
香港基督教會福音中心
香港崇真會旺角堂
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香港路德會救恩堂
香港路德會聖馬太堂

香港路德會頌恩堂
香港懷恩浸信教會
恩典浸信會
浸信宣道會恩霖堂
海面傳道會
真理基石浸信會
神召會仁愛福音教會(觀塘堂)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神召會天澤堂
神召會石硤尾堂
神召會聖光堂
神召會禮拜堂
粉嶺神召會恩光堂
粉嶺基督聖召會
荃灣浸信會
荃灣浸信會麗城禮拜堂
荃灣靈糧堂
馬鞍山平安福音堂
馬鞍山浸信會
國際神召會
基督中心堂荃灣堂
基督徒信望愛堂
基督徒信望愛堂沙田堂
基督徒聚會所(尖沙咀)
基督教大埔俊民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香港萬善堂
基督教仁愛教會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合一堂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基督教沙田靈光教會
基督教沙角福音堂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基督教信心堂(土瓜灣)
基督教信心堂大埔堂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基督教宣道會利福堂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主堂
基督教宣道會觀塘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救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道恩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西貢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窩美堂
基督教新生協會
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基督教會恆道堂
基督教會恆道堂屯門堂
基督教會活石堂
基督教會恒道堂
基督教會恩雨堂北角堂
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
基督教會豐盛之家
基督教福音救世會
基督教錫安傳道會天安堂
基督教證基堂
基督教顯理會屯門堂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	
香港靈糧堂
培正道浸信會
崇真會將軍澳堂
彩虹喜樂福音堂
救世軍九龍中央堂
救世軍東區隊
救世軍荃葵隊
救世軍錦田隊
救世軍灣仔隊
深恩浸信會
博愛潮語浸信會
循理會西營盤堂
循理會昌華堂
循理會青田堂
循理會荃灣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麗瑤堂
港澳信義會活石堂
港澳信義會恩青堂
華南基督教四方福音會

傳恩浸信會有限公司
圓洲角浸信會
慈雲山浸信會有限公司
萬民基督教會
聖公會北角聖彼得堂
聖公會牧愛堂
聖公會基督榮光堂
聖公會聖十架堂
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聖公會聖馬太堂
聖公會靈風堂
葵涌平安福音堂
葵涌新生命堂
頌恩浸信會有限公司
筲箕灣浸信會
筲箕灣國語浸信會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嘉盛浸信會
銅鑼灣浸信會
廣東道平安福音堂
廣林浸信會
播道會恩福堂
播道會福泉堂
播道會顯恩堂
播道會靈泉堂
樂道會九龍城堂
澳門二龍喉浸信會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澳門基督教會新橋宣道堂
篤志傳道會伯利恆堂
駿發花園浸信會
禮賢會上水堂
禮賢會大埔堂
禮賢會元朗堂
禮賢會梨木樹堂
禮賢會慈雲山堂
顯恩浸信會
灣仔浸信會
觀塘浸信會
觀塘閩南真理堂
鑽石山浸信會

鰂魚涌浸信會

機構
柴灣浸信會牙科診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嶺南大學
福音證主協會
生命使者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楊牧谷牧師紀念基金有限公司
方方樂趣教育機構
恩語教室
主恩澤森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五旬節聖潔會靈光白普理	
失明人中心
國際百夫長事工有限公司
基甸中心
基督教五旬節聖潔會鳳德醫療
中心
以勒基金有限公司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有限公司
商區福音使團
天水圍天澤村澤宇樓互助委
員會

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王肇枝中學
安基司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
拔萃女書院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迦密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
中學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聖樂學院
馬鞍山信義學校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
中學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救世軍港島東隊
華英中學

黃埔宣道小學
匯基書院(東九龍)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葵盛信義學校
樂道中學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顯理中學

團契
Ing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ING	第一區團契
九龍城浸信會成人外展中心–	
以賽亞成長班
九龍靈糧堂粵語弟兄婦女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青
年部雅各團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新生
命團契
北角合署基督徒小組
伊利沙伯醫院基督徒團契
尖沙咀平安福音堂–	
尼希米團契
尖沙咀浸信會馬利亞、	
馬大團契–劉黃慧霞
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	
阿摩司團契
保羅青年團
宣道會北角堂安提阿團契
宣道會北角堂姊妹團
宣道會北角堂迦密團契
宣道會沙田堂松柏團契
基督中心堂(九龍塘)基業團契
將軍澳平安福音堂(司提反團
團契)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觀塘堂笑口組
銀行團契
播道會恩福堂–長青團契
禮賢會荃灣堂成人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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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海外教會團體奉獻名單
澳洲
Canberra	Austral-Asian	Christian	Church
Austral-Asia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ustralia	Ling	Liang	Church
Bankstown	Chinese	Baptist	Church
Blacktow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ampbelltow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hinese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			
Thornleigh
Chinese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	–		
West	Ryde
Campbelltow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entral	Baptist	Churc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Milsons	Point
Chinese	Congregation	Wesley	Mission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Christ	Evangelical	Center	of	Australia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	–	
Ling	Fook	Church
Grac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utherland
North	Shore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Sydney
Northsid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Northern	Distric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ydney
Prai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
Sydney	South	Alliance	Church
St	George's	Anglican	Church	Hurstville
St	Paul's	Anglican	Church	Chinese	
Congregation
St	Matthew's	Anglican	Church
Living	Water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West	Sydne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of	Victoria
Clayt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Eastern	Chinese	Baptist	Church
Uniting	Church	Gospel	Hall	Melbourne
Grace	Baptist	Community	Church
New	Life	Evangelical	Church
Brisban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Brisbane
Methodist	Church	Brisbane
Redeemer	Lutheran	Church
St	Andrew's	Lutheran	Church
Centra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mbassadors	Multicultural	Missi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nc.
Living	Wate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Per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加拿大
華人禮賢會
基督敬拜中心
愛城華人浸信會
歌鄰基督教會
基督教主恩堂
溫哥華宣道會福群堂
列治文使命宣道會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
列治文華人浸信會
列治文華人播道會
列華人門諾弟兄會真理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溫哥華活泉華人宣道會	

美國
Abby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Alhambra	True	Light	Presbyterian	Church
Alliance	Bible	Church
Banana	Leaf	Restaurant
Best	American	Capital	LLC
Chinese	Baptist	Church
Chinese	Bible	Church	(Detroit)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Oak	Park
Chinese	Christian	Union	Church
Chinese	Christian	Union	Church	South
Chines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China	Stix	Restaurant
Christ	Community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of	San	Jose
Crosspoint	Chinese	Church	of	Silicon	
Valley
Duong	Chiropractic	Inc.
East-West	Services,	Inc.
Elite	Design	Development,	Inc.
Esther	Fellowship	CCUC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Walnut
F.A.S.	Realty	Inc.
Faith	Grace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LA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Fountain	Va
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Freshwind	Foundation
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	Int
Full	Life	Christian	Center
Glory	and	Wonders	World	Mission
Grace	of	God	Gospel	Mission
Greater	Phoenix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Highland	Rock	Financial	Group
Honolulu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JHJ	International	Ltd.
Khong	Guan	Corp.
Kingdom	For	Jesus	Corp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Lotus	House	Development	Corp
MJC	Realty
New	Life	Gospel	Church
NYSTM
Oversea	Chinese	Mission
Perfect	Exchange,	Inc.
PFS	Professional,	Inc.
Prince	of	Peace	Enterprises,	Inc.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River	of	Life	Foundation
San	Bruno	Chinese	Church
Seattle	Gospel	Center
SHP	Foundation
Siui	America,	Inc.
SJCAC	Senior	Center
Solidrock	Media
Staten	Island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T4C	Cantonese	Stud	Fellowship
The	1st	United	Methodist	Ch	of	San	Gabrie
Transtech	International	Northeast
Trust	In	God	Baptist	Church
The	Solid	Rock	Media	Inc.
Vallejo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World	Mission	Prayer	Center
Walnut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Mission



感謝神，過去兩年來不斷為影音使團招聚商戶及友好，分別在創世電視、《天使心》月刊、使團網站及TheArk.cc等平台投

放廣告；並以義賣、捐獻、籌募計劃或產品贊助支持各事工，讓使團得以藉各平台傳福音。在此謹向以下商戶及友好致以最高

謝意：

1	 1128	Removal	Company	Limited	
	 1128高級專科搬屋有限公司

2	 Abba	Industrial	Limited

3	 Accum	Design	&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4	 Acetex	Fashion	Club

5	 Agape	Hong	Kong	Company	

6	 Alpha	Course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啓發課程有限公司

7	 Amazing	Place

8	 Aromas	Truffle	Food	Company

9	 Art	King	
	 藝皇製作有限公司

10	 Artchina

11	 Avis	Rent	a	car

12	 Balloon	Art	Workshop	
	 香港綵球創作工房

13	 Best	Wealth	Consultant	&	Trading		
	 Company	
	 碧樺僱傭公司

14	 Blessing	Company	
	 佳威僱傭中心

15	 Bravo	Kids'	Land	
	 美意優才天地

16	 Brighter	Child	Workshop

17	 Brilliant-kids	Learning	Centre

18	 Buddies	Station	
	 和孩樂重拾學習興趣啓導中心

19	 C.	W.	LAU	&	Company	Solicitors	
	 劉志華律師法律事務所

20	 Capstone	Workshop	
	 房角石工作室

21	 Cardiff	Jewellery	
	 卡廸珠寶

22	 Chi	Tak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志德印刷有限公司

23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Limited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

24	 Christian	Caleb	Dental	Centre	
	 基督教迦勒牙科中心

25	 Christian	Environmental	Health	Limited	
	 基雋環境健康有限公司

26	 Chup	Shing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集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27	 CMM	Monita	Hair	&	Beauty	College	
	 CMM蒙妮坦美髮美容學院

28	 Confiserie	Benji	Limited	/	Leonidas		
	 Fresh	Belgian	Chocolates	Hong	Kong

29	 Creative	Learning	Centre	
	 創意思維教室

30	 Creative	Power	
	 朗研社兒童教育中心

31	 Danse	a	Lili	Ballet	Academie	
	 曾雪麗芭蕾舞學院

32	 DESIGN	BY	GOD

33	 Doris	Scienticfic	Beauty	Centre

34	 Dr.	Luk	Wang	Lung	
	 陸宏隆醫生醫務所

35	 DRV	Company	
	 總佳洋行

36	 E.F.C.C.	Kong	Fok	Church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37	 E.F.C.C.-Lok	Yan	Church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恩福音堂	

38	 Ecotects	Environment	Design		
	 Company	
	 雅高環境設計公司

39	 EGL	Tours	Company	Limited	
	 東瀛遊

40	 eHobby	Asia

41	 Elaine's	Health	Club

42	 Elim	Development	Limited	
	 以琳發展有限公司

43	 Elim	Trading	Company	
	 以琳纖體美容中心

44	 Emperor	Entertainment	Group	
	 英皇娛樂集團

45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		
	 Counselling	Services	Limited	
	 覺賢社

46	 Eureka	Accounting	Company	
	 盈利嘉會計事務所

47	 Evergreen	Consultant	Company	
	 長青僱傭服務中心

48	 Fairwood	
	 大快活

49	 Fat	Fat	Restaurant	
	 豐盛餐廳

50	 Feed	the	Hungry	Limited

51	 Flora	Floriculture	Limited

52	 Germanium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鍺泉源(香港)有限公司

53	 Get	Maid	Agency	
	 得如僱傭中心

54	 Golden	Century	Motors	Company		
	 Limited	
	 金世紀汽車有限公司

55	 Golden	World	Moto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金國汽車(國際)有限公司

56	 Grace	Ground	Beauty

57	 Grace	Spr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恩泉國際有限公司

58	 Green	Pastures	Fitness	&	Beauty		
	 Centre	Limited	
	 青草地纖體美容有限公司

59	 Greenfingers	Florist	Company	Limited	
	 綠芷花藝有限公司

60	 H.K.	Travelbox	Limited	
	 香港旅遊博視有限公司

61	 Haven	of	Hope	Christian	Service	
	 基督教靈實協會

62	 Here	&	Now	Counselling	
	 此時此刻家庭及心理輔導中心

63	 HIPOT

鳴謝
廣告商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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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Hoi	Tong	Logistics	(H.K.)	Limited	
	 海棠物流(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65	 Holyland	Travel	(HK)	Limited	
	 聖地旅遊有限公司

66	 Honeymoon	Dessert	
	 滿記甜品

67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68	 Hong	Kong	Lvzhou	Leather	Trading		
	 Limited	
	 綠洲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69	 Hong	Kong	O.A.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70	 Hong	Kong	Pet's	Hospice	Care		
	 Service	
	 寵之天國

71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Musical		
	 Theatre	
	 香港手語歌舞劇團

72	 Hong	Kong	Stationery	(Development)		
	 Limited	
	 香港文具(發展)	有限公司

73	 Hong	Yip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74	 Hundred	Years	Employment	Service	
	 百年公司

75	 Hung	Fook	Tong	Holdings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76	 I	do	
	 我願意

77	 Image	In	Premium	and	Gifts	Workshop

78	 Imperial	Bird's	Nest	
	 官燕棧

79	 Intercontinental	Film	Distributors	(H.K.)	
	 	Limited	
	 洲立影片發行(香港)有限公司

80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Hong	Kong)	
	 國際神召會

81	 International	Natural	Therapy		
	 Research	Centre	Limited	
	 國際自然療法養生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納米世界)

82	 Island	Shangri-La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83	 J.	C.	Music	&	Learning	Center

84	 JCL	Group

85	 JCL	Toys	&	Gifts	Limited

86	 Jgospel	
	 宣道出版社

87	 JHeart	Holistic	Health	Limited	
	 喜樂心全人健康有限公司

88	 Jireh	International	Health	Limited	
	 以勒健康國際有限公司

89	 Joyful	Matching

90	 J's	Concept	Limited

91	 K.C.	Pang	Consultants	Limited

92	 Kai	Kwong	Hong	
	 啟光行

93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94	 Kaplan	Language	Training	(HK)		
	 Limited

95	 Kelvin	Collections	
	 芥菜種

96	 KH	Lam	Musculoskeletal	and	Family		
	 Medicine	Centre	Company	Limited	
	 林敬熹肌骼及家庭醫學中心

97	 Kinson	CPA	&	Company	
	 堅信會計師事務所

98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九龍城浸信會

99	 Kowloon	Funeral	Parlour	
	 九龍殯儀館

100	KWIK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新思維教育國際有限公司

101	 Lam	Kam	Sang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imited	
	 林淦生醫藥研究院有限公司

102	 Lavender	Trading	Limited	
	 薰衣草有限公司

103	 Lead	Well	Enterprise	Limited

104	 Lee	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Company	
	 李璇萩內部審計師事務所

105	 LHGroup	
	 叙福樓集團

106	 Life	Enrich	Limited

107	 LJ	Computer	System	
	 榮基電腦系統

108	 LY	Holidays	(HK)	Limited	
	 以航假期	(香港)	有限公司

109	Ma	Wan	Park	Limited	
	 馬灣公園有限公司

110	Mainrich	Trading	Limited	
	 明富貿易有限公司

111	Manna	Soft	Limited

112	MediFast	(Hong	Kong)	Limited	
	 快驗保(香港)有限公司

113	Michel	Rene	
	 馬獅龍

114	Mini-cibo	Workshop	
	 細味工房

115	Moxiwell	Natural	Health	Centre	
	 灸出健康中心

116	Music	Farm	Workshop	
	 音樂農莊教室

117	Nature	Care	(HK)	Limited

118	Network	J	International	Limited	
	 飛躍網絡國際

119	Neway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s		
	 Limited	
	 立新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120	Noel	Chu	Wedding	Gallery

121	Overseas	Employment	Centre	Limited	
	 海外僱傭中心有限公司

122	Oxfam	Hong	Kong	
	 樂施會

12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124	Park	Lok	Advertisiting	&	Printing		
	 Company	
	 百樂廣告印刷公司

125	PDA	Chamber	
	 樂苗藝術中心

126	Perfect	Lady	(Make	up)

127	Play	Plus	Group	
	 大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鳴謝
廣告商戶名單



128	PPS	Corporate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惠嘉專業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129	Pretty	Beauty	Spa

130	Protrek	Company	Limited

131	Re:echo	Asia	Pacific	Limited	
	 藝高亞太有限公司(體驗館)

132	Red	Wood	Company	
	 富達公司

133	RhapsoArts	Management	Limited	
	 華意堂藝術策劃有限公司

134	Rock	Design	Limited

135	SC	Corporation	Limited

136	Senco	-	Masslink	Technology	Limited

137	Shadow	Creative	Workshop

138	Sharehymns	Association	Limited	
	 共享詩歌協會	

139	Singapore	Airlines	
	 新加坡航空公司

140	Skin	Laser	Clinic

141	Skin	Renew	Treatment	Centre	Limited	
	 雪肌妍美護膚中心有限公司

142	Smart	Helper	Agency

143	Sodesign	Limited

144	Solomon	Building	Materials	Limited	
	 所羅門建材有限公司

145	Stemi	Limited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146	Sunrise	Ministry	Limited	
	 新曙光事工有限公司

147	Tai	Fat	Restaurant	
	 大發餐廳

148	Talent	Swimmer	Swimming	Services		
	 Consultant	Company	
	 智泳游泳服務顧問公司

149	Telford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匯泉國際有限公司

150	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	
	 香港浸信會聯會

151	The	Bridge	Music

152	 The	Edge	Learning	Center

153	 The	One	Resturant

154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天道書樓

155	Tom	Lee	Music	Company	Limited	
	 通利琴行	

156	Top	Line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新領域印刷有限公司	

157	Town	Moon	Trading	Company	
	 騰滿貿易公司

158	Tripod	Group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傳博企業有限公司

159	Truth	&	Faith	International	Limted	
	 信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60	Truth	Realty	&	Investment	Company	
	 基業地產公司

161	Union	Power	Sports	Centre	
	 凝峰體育中心

162	Universe	Entertainment	Limited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163	Untitled	Entertainment	Limited

164	View	Rise	Maid	Service	
	 景昇僱傭代理

165	VMX	Group	
	 天道企業集團

166	Vogue	Plus	Makeup	&	Wedding		
	 Workshop	
	 以馬來利

167	Wah	Hing	Office	Supplies	Group		
	 Limited	
	 華興文儀集團有限公司

168	Wan	&	Company	Solicitors	
	 溫慶開律師事務所

169	Y.W.C.A.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170	Yada	Hair	Trichology	Centre	
	 念理髮中心

171	Yan	Fook	Bible	Institute	
	 恩福聖經學院

172	You	See	Pet

173	Yue	Mic	Ka	
	 魚米家

174	Yun	Sheng	(H.K)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175	 Zurich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176	北角街坊福利會

177	君好海鮮酒家

178	奇異恩典裝飾設計

179	香港聯華藥業有限公司

180	恩家搬屋

181	得勝再生穴位治療中心

182	勝興旅運有限公司

183	匯泉國際有限公司

184	新藝視力

185	澎濤旅遊巴有限公司

186	優生之園

187	鷹標

188	Mr.	Wong	Yiu	Wa

189	Ms.	Chan	Chi	Ying

190	梁允為先生

191	麥嘉慧小姐	

影音使團將繼續忠於上帝託付，竭力善用各平台傳好消息，亦期待有更多同行者願意起來實踐福音使命。誠邀各界友好，

商戶及團體機構成為使團的同行夥伴，以廣告或贊助形式支持各事工，歡迎致電2209	6211與營業及廣告部查詢。



你願意與我們一起向世界傳揚福音嗎？懇請按感動回應︰

願意個人支持影音使團佈道經費，奉獻港幣：
□HK$2,000			□HK$5,000			□HK$10,000			□HK$20,000			□HK$50,000			
□HK$100,000		□HK$__________

願意以教會或宣教基金支持影音使團佈道經費，奉獻港幣：
HK$__________

願意以公司、機構或團體支持影音使團佈道經費，奉獻港幣：	
HK$__________

願意透過「影音使團嗎哪基金」支持同工薪酬，奉獻港幣：	
□HK$2,000			□HK$5,000			□HK$10,000			□HK$20,000			□HK$40,000			
□HK$80,000		□HK$__________

1.

2.

3.

4.

□ 索取《天使心月刊》1年12期	
	 (奉獻2,000元或以上可索取乙套。奉獻收據將扣除宣教工具成本價港幣$150。)

‧	 領取《天使心》月刊的OK便利店舖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詳情請瀏覽http://www.media.org.hk/angelheart)
影音使團為註冊慈善團體，捐獻HK$100或以上可憑奉獻收據於香港申請免稅。			□	不需要奉獻收據
~~~~~~~~~~~~~~~~~~~~~~~~~~~~~~~~~~~~~~~~~~~~~~~~~~~~~~~~~~~~~~~~~~~~~~~~~~~~~~~~~~~~~~~~~~~~~~~~~~~~~

※	奉獻者資料：(為方便電腦處理，請盡量以英文正楷填寫。)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性別：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屬教會(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已定期收到使團通訊						否□							是□					信封上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影音使團使用上述個人資料發放訊息，包括會員及義工通訊、代禱家書、活動/課程/新產品或服務推廣、籌募需要、開立收
據、招募義工及收集意見等。倘閣下日後不欲再收取任何影音使團的通訊，請電郵至optout@media.org.hk或致電2209 6280。

與我們聯絡。

奉獻方式：

□	A)	信用卡		□VISA			□MasterCard		(信用卡付款可傳真2763	0570)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英文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______	月	/	______	年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金額：HK$	_____________________
□	B)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The	Media	Evangelism	Limited」或「影音使團有限公司」，連同此回應表一併寄回影音使團總辦事處。
□	C)	現金存款**	/	轉賬		將款項存入以下戶口，並將存款收據及此回應表一併寄回影音使團總辦事處。	 	
	 ○	恆生銀行賬戶號碼	235-270717-668		○	匯豐銀行賬戶號碼	123-2-024610	
	 **	為避免銀行收取櫃員服務費，請盡量透過自動櫃員機奉獻。
□D) 繳費靈PPS致電「繳費靈」電話18013登記，登記完成後請致電18033輸入8位數字之電話號碼，選擇繳交「其他捐款」，然後輸

入奉獻金額；或登入網站www.ppshk.com於網上捐款。請填寫下列PPS付款資料欄，將回應表寄回影音使團或傳真2763	0570。							

影音使團的繳費靈商戶號碼為「9445」

			8位數字之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付款編號	______________奉獻日期	______________金額HK$	___________________							

影音使團總辦事處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19號富登中心22字樓				
客戶服務熱線：2209	6280				「天使心計劃」熱線：3108	6012				人生熱線：8100	8012				總辦事處電話：2396	1688				傳真：2309	2739	
影音使團網址：www.media.org.hk	 				創世電視網址：www.creation-tv.com					電郵：info@medi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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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的器皿
主耶穌祢召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

賞賜獨特的位份，

在基督裡我是新造的人，

祢看為寶貴，

獻上為祢所用。

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

被揀選族類，

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來宣揚主耶穌，

彰顯神的榮耀；

讓我成為祢神蹟的器皿，

以信心的眼睛，

看見新的盼望，

用祢的大能和愛來充滿我，

我要傳揚主的愛，

讓世界更美好。



創立於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