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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使團製作 
 

 
名稱 片長 影片主題 製式 內容 

天地孩兒 電影版本內容  (DVD / VHS) 演員 
Version 1. 
﹝片長約 55 分鐘﹞ 

新生兒科醫學權威余卓曦醫生(劉松仁飾)致力搶救早產

嬰兒，並努力幫助智障青年譚阿仔(快必飾)照顧剛出生的

孩兒；惟他卻無力搶救自己僅 17 週夭折的孩兒，令他與

妻子(商天娥飾)的關係漸遠。外國交流生風(陳鍵鋒飾)寄

居在余家，意外地打破夫婦二人的僵局。 

劉松仁、商天娥、

陳鍵鋒、快必 

   
Version 2. 
﹝片長約 55 分鐘﹞ 

黑社會第二把交椅龍哥(狄龍飾)向來熱忱於江湖生活；惟

自妻子倩(米雪飾)誕下兒子後，生命起了翻天覆地的變

化，龍因兒子體驗生活真諦，決定捨棄舊生活。 

醫科生聰(高皓正飾)為早產嬰兒並且先天性失聰，他努力

扭轉自身命運，卻步入歧途。 

狄龍、米雪、高皓

正 

   
Version 3. 
﹝片長約 48 分鐘﹞ 

麗斯(蘇玉華飾)雖為基督徒，卻因急欲生男孩而迷信風水

命理，臨盆時更在生死邊緣徘徊，竟又遭遇來自靈界的挑

戰。 

羅生(黎劍星飾)羅太(楊羚飾)因隱性遺傳問題，兩度經歷

喪子之痛；然而夫婦二人並無怨天尤人，只因他們經歷了

上帝無比大愛。 

蘇玉華、楊羚、黎

劍星 

   

天地孩兒 真人紀錄片內容  (DVD / VHS) 分享見證人士 
Version 1. 
﹝片長約 40 分鐘﹞ 

余宇熙醫生(Victor)為新生兒科醫學權威，憑著信仰及對

生命的執著，把早產嬰兒的搶救期由 28 週推前至 26 週，

成為轟動澳洲的新聞；近年更推前至 23 週。可是，余醫

生卻無法救活自己的孩兒，余太黃詠兒(Winnie)在懷孕 17

週期間，因交通意外而流產，二人飽歷喪子之痛。不過，

夫婦倆患難相扶，靠著神他們將生命的遺憾轉化為一股助

人的熱情：余醫生培訓出許多傑出的醫生；余太亦積極關

懷教會中的弟兄姊妹，成為他們的屬靈母親。 

新生兒科醫學權威

余 宇 曦 醫 生

(Victor)、余太黃詠

兒(Winnie) 

   
Version 2. 
﹝片長約 40 分鐘﹞ 

本為基督徒的 Alice，曾經認為生男孩是為人妻子的天

職，首兩胎都是女兒，令 Alice 要出盡奇謀，務求索得一

男，甚至要她拜偶像飲聖水都在所不惜。最後她再度懷

孕，所懷更是雙胞胎，由於過份擔心腹中是對孖女，令她

分娩時進入離留狀態，迷糊間，她更聽到一把聲音，說可

以賜她一對兒子，只要她從此放棄耶穌，這次奇妙的經

歷，改寫了 Alice 的後半生。 

澳洲華人 Alice 



＊此表格只適用於香港＊ 

影音使團製作 
 

 
名稱 片長 影片主題 製式 內容 

《 挪 亞 方 舟 驚 世

啟 示 》  
82mins 紀錄片 DVD 

錄影帶

歷史上首隊華人探險隊進入絕密軍事禁地，最近距

離拍攝；製作隊於亞拉臘山 4200 米的超自然經歷，

獨家片段全球曝光﹗為揭示方舟與洪水滅世之謎，

本片走遍美國、加拿大、以色列、澳洲、埃及、秘

魯、中國、日本等多國，並親訪無數專家學者，並

多次遠赴土耳其亞拉臘山一帶，搜集一切有關方舟

證據。當日洪水滅世時，上帝為挪亞一家預備方舟

逃避大洪水。水退後，上帝與挪亞立虹為記，永遠

也不會以洪水滅世界。方舟再現，究竟帶來什麼啟

示？21 世紀的今日，聖經預言逐一應驗。昔日方舟

成為人類的希望，今日復活的基督會否成為人類的

方舟呢？ 
At That Moment 41mins 紀錄片 DVD 

錄影帶

紀錄著南亞驚世海嘯災區實況：異鄉人在災區千里

尋親；身處馬來西亞檳城的災民，訴說痛失至親的

心路歷程，追悔當日與親人共聚太少；來自世界各

地的義工，不理災區衛生情況惡劣，仍然努力協助

災民尋親的工作；影片又從科學角度，細看今次海

嘯的成因，解構災難背後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

題。 

明日之主 22mins 紀錄片 DVD 
錄影帶

影片的開首，始於擬似方舟的遺蹟出現於土耳其阿

拉臘山，再從南亞海嘯、各地的天災人禍，看末日

預言，以及主耶穌的再來。03 年的夏季是地球近 500
年來最炎熱的夏天，熱浪令長年冰封的高山溶雪，

造成水位上升、海嘯、低窪地區亦受到威脅；每年

的地震次數以幾何級數地增加；「911 事件」的可怕

人禍、人質在中東地區遭到綁架、殘殺……聖經的

預言，耶穌的再來，帶給人類無盡反思。 

絕世之愛 27mins 紀錄片 VCD 耶穌基督一生的真實紀錄：祂的降生、成長，踏上

傳道之路、祂呼召門徒、教導群眾天國道理、祂醫

治患病的人、接待窮人、稅吏、祂觸怒當時的祭司

文士、祂被賣、遭門徒遺棄、被審判、遭鞭打、嘲

笑、戲弄、忍受鐵釘破骨而入、鮮血一滴一滴流下，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但祂的屍體神秘失蹤、祂復

活、向門徒顯現，令門徒改變，滿有智慧膽量地為

祂作見證，直到地極。祂的復活更影響著今日的你

和我。 

天作之盒佈道版 60mins 真人真事 DVD 電影藉著一段至死不渝的愛情故事，傳達面對逆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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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 錄影帶 的積極信息。兩個用心擁抱病患者、有著非凡抱負的醫

生，用愛鑄造一個又一個能盛載千斤重擔的盒子，以愛

與真誠醫治受傷的心靈。《天作之盒》由《生命因愛動聽》

導演關信輝執導，蔡少芬小姐及謝君豪先生等多位資深

演員主演。 

亞洲英雄之 
沒有硝煙的戰爭 

90mins 真人真事

改編 
錄影帶 描述非典型肺炎疫症在香港仁心醫院爆發，醫護相

繼病倒、疫症在淘達花園擴展，及前線醫護人員捨

身拯救病人的故事。 
亞洲英雄之 
沒有硝煙的戰爭 

60mins 真人真事

改編 
錄影帶 同上 

亞洲英雄之 
愛是不保留 

80mins 真人真事

改編 
錄影帶 描述殉職女醫生鄭綺雲與亡夫陳慶維醫生由相識到

相戀的故事，陳因病故世，鄭仍積極人生拯救病人，

最後在疫症爆發期間殉職。 
亞洲英雄之 
愛是不保留 

60mins 真人真事

改編 
錄影帶 同上 

生命天使 94mins 
 

溫情影片 錄影帶 故事背景設定為五十年代的香港。主角明亮雖然身

懷血友病，但為人樂觀豁達，總是是希望和快樂帶

給身邊的家人、老師和朋友。明亮充滿音樂天份，

在才華快將顯露於世之時，卻發現患上血癌。一切

似乎已經到了盡頭，但明亮看到的卻是另一扇天國

之門。 
演員：黃淑儀、李沛誠、陳松伶、林以諾牧師等等

生命天使佈道版 74mins 溫情影片 錄影帶 內容同上 
天使家族佈道版 60min 家庭  小

品 
錄影帶 描述一個基督徒家庭的生活軼事： 

太太的孻姨來訪，惹來夫妻間齟語；公司因經濟壓

力而裁員，爸爸活在失業陰霾下；生活迫人，爸爸

的好友竟欲輕生；大兒子心儀的女同學將離去，從

此掉落失戀的網羅……這一切都挑戰著天使家族，

能否繼續以耶穌基督為一家之主﹗ 
演員：黃允材、吳浣儀、曹達華、小金子、麥基等

賭神之神 96min 真人真事

改編 
錄影帶 職業賭徒林在紹靠靈界幫助擁有變牌的能力，逢賭

必勝，擁有過億身家。一日，他突然失去此能力，

並欠下二千萬元巨債，最後走上跳樓的絕路。靠著

家人的禱告，他奇蹟地生存下來，最後認識了生命

的神—耶穌基督。 
演員：王傑、陳松伶、杜汶澤、谷峰、羅蘭等等 

賭神之神佈道版 64min 同上 錄影帶 內容同上 
賭神之神真人版 40min 真人見証 錄影帶 馬來西亞華僑鄧天兆親述昔日靠靈界力量贏錢經

歷，他坐擁過億身家，但亦因而險些家庭破裂。一

日，他突然失這種「異能」，在欠下巨債的情況下跳

樓，但他竟然奇蹟地生存，並在家人帶領下相信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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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與衝擊 (第一集) 
~ 能回家真好 

47min 紀錄片 錄影帶 911 事件發生後，影音使團記者在紐約、華盛頓、多

倫多直擊追訪經歷此次大災難的紐約市市民，影片

記錄了人們的傷痛、悲哀和反省，受訪者中包括 911
事件的生還者。 

目擊與衝擊 (第二集)  
能活著真好 

51min 紀錄片 錄影帶 站在新聞的前線，資深記者蘇凌峰親眼見證不少歷

史性事件，在面對舊同僚李汶靜因癌症去世，遺下

兩個稚年的孩子，他不禁慨嘆生命的無常。 
孫中山佈道版 48 min 紀錄片 錄影帶 國父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為人熟知，但沒有幾人知

曉，他的信仰是他革命事業的支柱，正如他所說：「革

命是火，宗教是油…沒有油，那有火。」本片輯錄

自八集的孫中山歲月流聲，並主要探討孫中山先生

的信仰。 
生命燦爛如花 40 min 紀錄片 錄影帶 以「鎖定生命座標，尋找奉獻終生的祭壇」為座右

銘的以故牧師楊牧谷，他竭力一生為主作工，並致

力讓喚起信徒反思人生，他臨終前，心中所繫還是

完成節目的稿件。本片透過楊牧師好友的訪問、他

的著作、智慧片語及他好拾遺的片段，追訪這位時

代守望者的一生。 
 

生命神蹟佈道版 58 min 故事 錄影帶 此片為紀念楊牧谷牧師而拍成的勵志電影，透過幾

個傳奇式人物的生命，一名殺手、一個牧師、一個

神秘人物，告訴觀眾生命的光華可照耀處身黑暗的

人群，讓他們同得這份福份。 
演員：王合喜、黎耀祥、車沅沅 

極度智能 94 min 故事 錄影帶 因交通意外以致全身癱瘓的文仔,他在母親及教會牧

師的幫助下重新過新生活。 
演員：胡美儀、張崇基 

生命因愛動聽 96 min 故事 錄影帶 即使面對癌病的折磨, Tracy 因藉神的愛及丈夫對

她的不離不棄的支持重燃希望，由此也帶給身邊人

於絕望找到希望。 
演員：陳松伶、郭耀明、楊群 

生命因愛動聽真人版 54 min 紀錄片 錄影帶 面對癌病的折磨, Tracy 因藉神的愛及丈夫對她的

不離不棄的支持重燃希望。由此也帶給身邊人於絕

望找到希望。 
祂伴我同行 56 min 故事 錄影帶 雙目失明的程文輝，在褓姆和姐的支持和鼓勵下，

經歷神的恩典，她成為首位失明社會工作者及十大

傑出青年。和姐深信死後必可與文輝在天家重聚，

所以最後帶著安詳離世。 
演員：劉美娟 

愛的陶造小木蘭 67 min 紀錄片 錄影帶 雙目失明的曾復明，她自小便遭遺棄，她的養父母

不但收養了她，還給予她最豐富的愛，讓失明的她

經歷神的恩典，小復明雖然眼不能看，但卻盡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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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能歌善舞的恩賜，並成為別人的祝福。 
上帝的眼淚 38 min 紀錄片 錄影帶 喬宏及褚永華牧師與製作隊遠赴以色列、希臘及土

耳其實追訪耶穌的蹤跡，透過「祂的降生」、「祂的

受死」及「祂的命運」，為人類的生死提供了最有價

值的參考。 
生命因　傳奇 45min 紀錄片 錄影帶 喬宏先生身為藝人佈道家，他自己曾多次徘徊死亡

邊緣的經歷，影片描繪了他的不平凡經歷、他的婚

姻，及成為影帝的歷程 
生命　 fit 人 93 min 故事 錄影帶 四個醉生夢死的少年，過著放縱不羈的生活，最後

走到生命的邊緣，但其中二人因遇上真神而重拾生

存的勇氣。 
演員：朱茵、黃貫中、林以諾牧師、王喜 

生命 　 fit 人學校版 68 min 故事 錄影帶 為電影生命　 fit 人的濃縮版本，適合學校或教會使

用。 
愛也許不易 75 min 故事 錄影帶 流行歌手放棄高薪並定意以事奉神為業，他一心守

候愛人信主，並相信神會為他預備最好的愛﹔另一

個基督徒與好友的戀人互生情愫，堪入三角戀的痛

苦邊緣，片以故事形式探討基督徒所面對的愛情問

題。 
天使之城 97 min 故事 錄影帶 一位患有心臟病的退休魔術師透過小把戲將歡樂和福音

帶給一班對生命絕望及灰心的病人。在他臨危時, 授命給

新一代接班人作「天使奇俠」成為上帝的使者, 造福人群。

真天使奇俠 I ~ 喬宏傳 95 min 紀錄片 錄影帶 透過喬宏先生身邊好友的訪問，回顧以故藝人佈道

家喬宏的一生。 
真天使奇俠 II~ 姜中平

傳 
116 min 紀錄片 錄影帶 專門在粵語片時代的飾演奸角的姜中平，在年邁之

時相信主耶穌，影片透過姜中平好友的訪問，透覢

他在人生最痛苦的時候，經歷神的祝福。 
地茂廚神 75 min 故事 錄影帶 一夜成名讓阿豐變得利慾薰心,拋妻棄子但在偶然的

機會妻子接觸到基督教，令到她願意再次接納丈夫

及與丈夫分享這信仰。 

UFO 新紀元天外迷惑 41min  錄影帶 林以諾訪問對 UFO 有研究的人士，並以科學、考古、

靈界及聖經的角度，探討 UFO 問題。 

如果還有明天 45min  
 
 

錄影帶 本片探討苦難與生命反思的問題，片中描述八仙嶺

山火中，兩位為學生犧牲了生命的事跡、還有前藝

人陳成貴因鼻咽癌離世，臨終前竭力見證主愛、還

在病痛中掙扎的林志剛，在痛苦中仰望精采明天，

幾個真人故事，都告訴我們人能突破皮相之苦，發

出生命的光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