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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影音事工
概覽

人生熱線影院海外大受歡迎
成了心靈創傷者的救命鐘

回看2006年使團製作的兩齣「人生熱線影院」數碼電影《隱

形鬥室》、《愛��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大大祝福了海外華人社

會。兩套電影在美、加、英、澳分會合共舉辦了115場電影佈道會，

接觸觀眾人次超過27,000人，共261人決志。

而香港創世電視台的節目，不但在加拿大中文電視台播出，

美國及澳洲亦會於2007年相繼在當地中文電視台黃金時段播

放。

拓展東南亞福音據點  造福更多生命
展望來年，我們將更積極拓展印尼及馬來西亞的事工，期望

能鞏固當地事工的據點，讓各種福音製作能接觸當地更多的觀

眾。另一方面，紀錄片製作如《地球深度行》系列深受海外華人的

歡迎，使團希望籌集資源把這些製作配上當地方言，放在不同地

方的電視頻道上播放，以拓闊受眾的層面，造福更多生命，請積

極為我們國際事工的拓展祈禱。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影音使團《地球深度行III》攝製隊在

南澳阿德萊德Port Wakefield Highway的嚴重交通意外，令澳

洲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感到意外及震驚，但在此事上，弟兄姊妹

卻見到上帝奇蹟的作為，保守著各人的生命，並明白到當生命焦

點放在上帝身上，人生就與全能者同行，跨勝挑戰，走過死蔭幽

谷。

澳洲影音使團六週年感恩暨
「人生熱線」籌款晚會

蒙主恩典，我們在澳洲已經服務了六年，於九月十六曰在雪

梨舉行「澳洲影音使團」六週年感恩異象分享會。總幹事袁文

輝、梁藝齡姊妹及香港同工們更專程蒞臨，分享影音使團的最新

發展及未來異象，並為「澳洲人生熱線」基督教電話輔導中心籌

募經費。是晚高朋滿座，包括梁羽生博士、陳耀南教授等，共筵開

42席。「澳洲人生熱線」則預計在二零零七年正式投入服務。

影音佈道事工
一月初，我們將《天地孩兒劇場版》帶到酒樓及文教中心

公開放映了12場。《隱形鬥室》及《愛��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

在澳洲四個主要城市舉行共44場電影巡迴佈道會，共接觸超過

7,000人，帶領逾50人決志歸主。

《天使心》肩負抗衡主流文化的使命
《天使心》月刊自創刊後，每期的訂戶人數至今已達70人，銷

量約100本。多謝各伙伴教會及無數的弟兄姊妹的支持，使我們

可以把握機會宣講福音！

展望
我們正積極籌備在澳洲的中文電視台播放「創世電視」的節

目，把福音的信息進入到每一個澳洲華人的家中。願望我們一同

分享這個異象，讓我們同心祈禱，一同仰望，一同等候！

主內同工

澳洲影音使團策劃及發展主任

羅敬淳（Cecil Lo） 敬啟

焦點人生跨勝苦難澳洲
影音使團

加拿大
影音使團

感謝主，回望2006年，靠著神的保守和帶領，我們得以完成

一個又一個的佈道事工。全年各場佈道會合共有16,650人參加，

168人決志，願將最高的耀榮頌讚歸於上帝，盼望他們日後都能

成為基督精兵榮耀主名。

事工回顧
2006年在《隱形鬥室》電影佈道會中，有位姊妹帶了5位朋

友赴會，結果百分百全部信主，雖然我們的團隊成員有點疲累，

但見人心改變，什麼都不重要。此片合共舉行了22場聚會，接觸

接近6,500人，約70人決志，32人慕道及回轉。《愛��沒有恐懼之

恐懼森林》福音電影佈道會，在各大城市舉行共24場佈道聚會

中，接觸7,200多人，帶領50人決志及慕道。

《基督2000》福音電視節目是我們每星期在加拿大的中文

電視台「新時代電視台」恆常播放的事工，而過去播出由香港創

世電視台製作的節目，包括《神彩飛揚》、《屬靈教室之聖靈果

子》、《地球深度行》等等。從弟兄姊妹的回應，讓我們知道這電

視頻道可以很實在地祝福到普羅大眾及弟兄姊妹，求神繼續賜下

聰明智慧，使我們一班製作的同工可以創作更多的福音節目。

展望未來
來年，我們會繼續與香港影音使團配合，舉行多個福音電影

聚會，讓福音帶入人群；另外，加拿大影音使團成立以來，事工多

變，惟福音異象與上帝恩典從不改變。福音電影及福音電視的事

工雖使我們的製作擔子大了不止十倍。但對於使團同工們同時得

著更大的祝福和恩典，這又算得上什麼。我們發展至今，無論辦

公室空間及製作器材也不足應付目前需要，為著未來面對更重大

的挑戰，迎接更多本土加拿大福音電視製作，經過禱告與交託，

我們董事會決意開展加拿大影音使團歷史性的新里程，憑信心定

下籌建團址及專業錄影廠房的計劃。

2007年，我們會繼續堅守使命，將福音努力帶進人群，讓主

的愛祝福世人。 

順祝　主恩常溢！ 

主內  

影音使團董事

鄺仲文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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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影音使團《地球深度行III》攝製隊在

南澳阿德萊德Port Wakefield Highway的嚴重交通意外，令澳

洲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感到意外及震驚，但在此事上，弟兄姊妹

卻見到上帝奇蹟的作為，保守著各人的生命，並明白到當生命焦

點放在上帝身上，人生就與全能者同行，跨勝挑戰，走過死蔭幽

谷。

澳洲影音使團六週年感恩暨
「人生熱線」籌款晚會

蒙主恩典，我們在澳洲已經服務了六年，於九月十六曰在雪

梨舉行「澳洲影音使團」六週年感恩異象分享會。總幹事袁文

輝、梁藝齡姊妹及香港同工們更專程蒞臨，分享影音使團的最新

發展及未來異象，並為「澳洲人生熱線」基督教電話輔導中心籌

募經費。是晚高朋滿座，包括梁羽生博士、陳耀南教授等，共筵開

42席。「澳洲人生熱線」則預計在二零零七年正式投入服務。

影音佈道事工
一月初，我們將《天地孩兒劇場版》帶到酒樓及文教中心

公開放映了12場。《隱形鬥室》及《愛��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

在澳洲四個主要城市舉行共44場電影巡迴佈道會，共接觸超過

7,000人，帶領逾50人決志歸主。

《天使心》肩負抗衡主流文化的使命
《天使心》月刊自創刊後，每期的訂戶人數至今已達70人，銷

量約100本。多謝各伙伴教會及無數的弟兄姊妹的支持，使我們

可以把握機會宣講福音！

展望
我們正積極籌備在澳洲的中文電視台播放「創世電視」的節

目，把福音的信息進入到每一個澳洲華人的家中。願望我們一同

分享這個異象，讓我們同心祈禱，一同仰望，一同等候！

主內同工

澳洲影音使團策劃及發展主任

羅敬淳（Cecil Lo） 敬啟

焦點人生跨勝苦難澳洲
影音使團

加拿大
影音使團

感謝主，回望2006年，靠著神的保守和帶領，我們得以完成

一個又一個的佈道事工。全年各場佈道會合共有16,650人參加，

168人決志，願將最高的耀榮頌讚歸於上帝，盼望他們日後都能

成為基督精兵榮耀主名。

事工回顧
2006年在《隱形鬥室》電影佈道會中，有位姊妹帶了5位朋

友赴會，結果百分百全部信主，雖然我們的團隊成員有點疲累，

但見人心改變，什麼都不重要。此片合共舉行了22場聚會，接觸

接近6,500人，約70人決志，32人慕道及回轉。《愛��沒有恐懼之

恐懼森林》福音電影佈道會，在各大城市舉行共24場佈道聚會

中，接觸7,200多人，帶領50人決志及慕道。

《基督2000》福音電視節目是我們每星期在加拿大的中文

電視台「新時代電視台」恆常播放的事工，而過去播出由香港創

世電視台製作的節目，包括《神彩飛揚》、《屬靈教室之聖靈果

子》、《地球深度行》等等。從弟兄姊妹的回應，讓我們知道這電

視頻道可以很實在地祝福到普羅大眾及弟兄姊妹，求神繼續賜下

聰明智慧，使我們一班製作的同工可以創作更多的福音節目。

展望未來
來年，我們會繼續與香港影音使團配合，舉行多個福音電影

聚會，讓福音帶入人群；另外，加拿大影音使團成立以來，事工多

變，惟福音異象與上帝恩典從不改變。福音電影及福音電視的事

工雖使我們的製作擔子大了不止十倍。但對於使團同工們同時得

著更大的祝福和恩典，這又算得上什麼。我們發展至今，無論辦

公室空間及製作器材也不足應付目前需要，為著未來面對更重大

的挑戰，迎接更多本土加拿大福音電視製作，經過禱告與交託，

我們董事會決意開展加拿大影音使團歷史性的新里程，憑信心定

下籌建團址及專業錄影廠房的計劃。

2007年，我們會繼續堅守使命，將福音努力帶進人群，讓主

的愛祝福世人。 

順祝　主恩常溢！ 

主內  

影音使團董事

鄺仲文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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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影音使團

美國
影音使團

回顧事工  同沐奇妙主恩
雖然二零零六年已經過去，但神給予我們的恩典極其豐盛。

從年首起，福音電影《天地孩兒》繼續在美國不同城市放映，其

中在芝加哥，喬太的分享更造就了不少人。

《隱形鬥室》四月底在美國也開始了全球放映，而在三藩市，

因影片內容回應了多個當地抑鬱症個案，得到華人電視台、電台

及報刊的廣泛報道。另外，《愛��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也在十月

底開始全球巡迴放映。面對日趨嚴重的自殺案例、同性戀者的掙

扎、家庭暴力等社會問題，此片無疑為那些活在焦慮與恐懼中的

同路人，啟示出一條人生出路，讓他們認識福音中的大愛。在眾多

的佈道聚會中，共接觸逾12,000人，並帶領102人決志信主，超過

300人慕道及回轉。

此外，香港影音使團總幹事袁文輝弟兄和同工梁藝齡姊妹等

在十月及十一月走遍了羅省、紐約及三藩市灣區，分享異象，接觸

逾500位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成為我們極大的鼓勵。

前瞻異象  攜手邁向新頁
來年，我們將繼續配合香港影音使團籌拍不同的福音電影、

舉辦全球巡迴佈道事工，務求完成神所託付的「福音遍傳」大使

命。

自從創世電視台在香港啟播以來，我們一直期望把它的高質

素製作，放到美國本地不同的華人電視台上，令基督信息帶進每

個家庭。經過不斷的禱告和等候，我們將在2007年4月開始，透

過不同的美國本地華人電視台以及互聯網站，播放創世電視的多

元化福音節目。第一輯播放的節目將是《地球深度行》，盼望在俗

世洪流中，令更多人以上帝為生命焦點，改寫人生。

配合美國本地電視播放事工，《人生熱線》服務也將同步發

展至美國，為本土的來電者及有需要的人提供輔導和幫助。

謹此敬祝  主恩常祐！

主內  您的弟兄

美國影音使團  董事

葉祖堯（Gilbert Yip） 敬啟

許多時候見到大批夾雜著不同種族的群眾聚集的情景時，

心中會問：多少人未曾聽聞福音？多少人已聽聞福音仍未信主？

但願我們謹記和遵行主給信徒的大使命，讓人生焦點回到主耶穌

的身上，領受人生真諦！

事工回顧--餐飲業團契事工
在2月27日威爾斯卡迪夫華人基督教會的午夜餐飲業團契播

放福音電影《天地孩兒》，並分享佈道信息。聚會有17人出席，有

2位表示對信仰有興趣。在5月28、29日則放映了《隱形鬥室》，兩

場共有25人出席，6位是新朋友，當中一位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

我們全年共接觸2,092人，帶領71人決志、3人回轉及慕道。

「金色年華」福音茶座
在2月份的週四下午開始的「金色年華」免費茶座，播放了見

證影片，每次平均有20人出席。感謝神引領一位有佛教背景的青

年來到當中，讓他很平安地信了主，實在感恩。

有關「影音使團事工」的參與 
5月中香港影音使團派出攝製隊(吳宗文牧師和梁永善牧師

隨行)到歐洲採訪和拍攝《地球深度行II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我們亦順利聯絡在倫敦的兩間教會，令攝製隊得以順利完成採訪

和攝製。

展望︰籌劃開辦「福音戒賭小組」
我們計劃短期在中心開辦「福音戒賭小組」事工，並以剛完

成的《福音戒賭事工手冊》為工具，盼望他們藉著福音的大能離

開賭博的捆綁。中心亦計劃在英國申請註冊成為「慈善團體」，

但願你們也一同代禱記念！

以馬內利 ! 

歐洲影音使團董事

譚健生  敬上

推動「城市宣教、栽培
與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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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影音使團

美國
影音使團

回顧事工  同沐奇妙主恩
雖然二零零六年已經過去，但神給予我們的恩典極其豐盛。

從年首起，福音電影《天地孩兒》繼續在美國不同城市放映，其

中在芝加哥，喬太的分享更造就了不少人。

《隱形鬥室》四月底在美國也開始了全球放映，而在三藩市，

因影片內容回應了多個當地抑鬱症個案，得到華人電視台、電台

及報刊的廣泛報道。另外，《愛��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也在十月

底開始全球巡迴放映。面對日趨嚴重的自殺案例、同性戀者的掙

扎、家庭暴力等社會問題，此片無疑為那些活在焦慮與恐懼中的

同路人，啟示出一條人生出路，讓他們認識福音中的大愛。在眾多

的佈道聚會中，共接觸逾12,000人，並帶領102人決志信主，超過

300人慕道及回轉。

此外，香港影音使團總幹事袁文輝弟兄和同工梁藝齡姊妹等

在十月及十一月走遍了羅省、紐約及三藩市灣區，分享異象，接觸

逾500位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成為我們極大的鼓勵。

前瞻異象  攜手邁向新頁
來年，我們將繼續配合香港影音使團籌拍不同的福音電影、

舉辦全球巡迴佈道事工，務求完成神所託付的「福音遍傳」大使

命。

自從創世電視台在香港啟播以來，我們一直期望把它的高質

素製作，放到美國本地不同的華人電視台上，令基督信息帶進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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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美國，為本土的來電者及有需要的人提供輔導和幫助。

謹此敬祝  主恩常祐！

主內  您的弟兄

美國影音使團  董事

葉祖堯（Gilbert Yip） 敬啟

許多時候見到大批夾雜著不同種族的群眾聚集的情景時，

心中會問：多少人未曾聽聞福音？多少人已聽聞福音仍未信主？

但願我們謹記和遵行主給信徒的大使命，讓人生焦點回到主耶穌

的身上，領受人生真諦！

事工回顧--餐飲業團契事工
在2月27日威爾斯卡迪夫華人基督教會的午夜餐飲業團契播

放福音電影《天地孩兒》，並分享佈道信息。聚會有17人出席，有

2位表示對信仰有興趣。在5月28、29日則放映了《隱形鬥室》，兩

場共有25人出席，6位是新朋友，當中一位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

我們全年共接觸2,092人，帶領71人決志、3人回轉及慕道。

「金色年華」福音茶座
在2月份的週四下午開始的「金色年華」免費茶座，播放了見

證影片，每次平均有20人出席。感謝神引領一位有佛教背景的青

年來到當中，讓他很平安地信了主，實在感恩。

有關「影音使團事工」的參與 
5月中香港影音使團派出攝製隊(吳宗文牧師和梁永善牧師

隨行)到歐洲採訪和拍攝《地球深度行II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我們亦順利聯絡在倫敦的兩間教會，令攝製隊得以順利完成採訪

和攝製。

展望︰籌劃開辦「福音戒賭小組」
我們計劃短期在中心開辦「福音戒賭小組」事工，並以剛完

成的《福音戒賭事工手冊》為工具，盼望他們藉著福音的大能離

開賭博的捆綁。中心亦計劃在英國申請註冊成為「慈善團體」，

但願你們也一同代禱記念！

以馬內利 ! 

歐洲影音使團董事

譚健生  敬上

推動「城市宣教、栽培
與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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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城市宣教新計劃



07年，我們繼有線電視和香港寬頻後登陸now寬頻電視，

接觸觀眾由原來90萬戶家庭激增至160萬戶家庭，而籌備已久的

直播系統也將啟用，為創世電視的發展帶來一個嶄新階段。

過去，創世電視節目以三小時為單位循環播放，隨著直播系

統的啟用，將演變成每天24小時不同的節目播放，以更快更適切

的資訊，實行全天候福音直播，以迎合各觀眾的需要，包括：

全球最權威的科學家、學者、專家，
展示最強的《聖經》確據

《地球深度行IV客旅尋根》（暫名）為世界創造尋根溯源，

揭示《聖經》的確據，透過深入調查及考證，邀請世界各地頂尖

科學家分享最新的科學發現，讓觀眾明白生命的焦點與目標。

震動心弦的影視名人生命改變經歷
「見證」是上帝給予人類的珍貴禮物，因此我們將投放更

多資源製作見證特輯，讓觀眾全年最少目擊240個城中名人、藝

人的生命見證，如梁藝齡的震撼見證《生命深度行》、江華夫婦

的《唐三藏取聖經》、粵劇名伶文千歲夫婦的《「戲」假歸真》，

以及《科學家信耶穌》、《企業家的卓越人生》等。

2007創世電視
展望 4月登陸now寬頻電視

接觸家庭激增至160萬 最具影響力的大型佈道會講員 
向百萬家庭直接呼召

透過直播系統，直播佈道會、培靈會等重要聚會，與全港市民直接互動，

教會團體更可參與「人生熱線」進行即時決志祈禱與裁培，加強佈道效果，開

啟一個嶄新的跨媒介福音計劃。

改變世界的基督教新聞報導
24小時不停傳送

末日危機，如箭在弦，《愛地球觀察站》結合直播系統，為觀眾帶來各地

基督教新聞、代禱訊息，以及各種地球危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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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數碼電影
展望 推動全港18區巡迴放映《真的戀愛了？》

重尋世上最偉大「愛」的老師

真的戀愛了？
承接2006年「人生熱線影院」數碼電影系列之《隱形鬥室》

及《愛��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的良好口碑，2007年 我們將繼續

透過深入社區的巡迴佈道方式，與教會合辦優質電影佈道聚會，

延續電影懾人的影像魅力，使生命見證能勉勵更多都市人找到

人生目標。

第三部「人生熱線影院」製作《真的戀愛了？》貫徹回應時代

潮流，關注社區人心需要的信念，再次透過18區教會、學校巡迴

佈道，由基督教信仰出發，探討不同階層及年齡的「戀愛」問題，

助觀眾重尋世上最偉大「愛」的老師。

兼具輔導與信仰的影音製作
回應青少年愛的探索

《真的戀愛了？》集結「人生熱線」感情問題求助者的來電

個案，經過詳盡的資料搜集後，以片中的幾段愛情故事，從原生

家庭、自我形象、男女關係等角度，探討它們對城市人戀愛成長的

影響，藉此啟發不同年紀的人由愛情的疑惑，思考到上帝的愛。影

片秉持「人生熱線影院」過往兼具輔導和信仰的特色，用上帝的

角度看世間的愛情，並特別回應青少年的求知需要，為他們對愛

的基本訴求提供適切的指引和教導。

7月「人生熱線影院」與您一起談情說愛！
LOVE IS ...... Coming soon.

LOVE IS ....

「人生熱線影院」宣傳活動圖片44

 時間 星期六 星期日

 0:00 am 神彩飛揚 愛地球觀察站

 0:30 心火相傳 人生熱線Action

 1:00  創世非常談

 1:30 深宵劇場 心火相傳

 2:00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早晨 靈修早晨

 9:00 愛地球觀察站

 9:30 吻兒樂趣坊 

 11:30 愛地球觀察站  主日講壇

 12:00 pm 人生熱線Action 

 12:30 創世非常談

 1:00 心火相傳  

 1:30 福音劇場 劇場: 生命天使

 3:00 吻兒樂趣坊 

 6:00 愛地球觀察站 愛地球觀察站

 6:30  
康來昌牧師 「信心的偉人」

 7:00 唐崇榮「以弗所書」

 7:30     創世非常談-母親節專輯 （13/5）

 8:00 心火相傳 每週福音電影

   心的起點（6/5），滿月（13/5）

 8:30 大型文獻紀錄片<<福音>> 天使心（20/5）， 天生我才（27/5）

 9:30 星火飛騰 人物見證篇-文千歲（6/5） 
   人物見證篇-朱源和（20/5）

 10:00 「職場搏客」佈道會（5/5） 「末世狂潮」福音講座（6/5）

  「末世狂潮」 「感謝��對我的愛-人生下半場」
  福音講座（12/5）   佈道會 （13/5）

  「感謝��對我的愛-人生下半場」 優質家庭教育
  佈道會（19/5） 研討會(一) （20/5）

  優質家庭教育  優質家庭教育研討會
  研討會(一)（26/5） (二, 三) （27/5）

創世電視節目表
5月1日起，24小時全新節目編排

有線電視15台 香港寬頻數碼電視719台 寬頻電視545台
 時間 節目性質 星期一至五
 0:00 am 感人見證 神彩飛揚
 0:3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1:00 福音連續劇 生命天使
 2: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2:30 基督教教育 屬靈教室
 3:00 講道 主日講壇
 4:00 人生智慧 創世非常談
 4:30 基督教教育 屬靈教室
 5:00 講道 主日講壇
 6:00 靈修時段 靈修早晨
 9: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9:30 講道 主日講壇
 10:3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11: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福音記錄片 地球深度行(I)
 12:00 pm 感人見證 神彩飛揚
 12:30 關懷社會 人生熱線Action
 1:0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1:30 人生智慧 創世非常談
 2: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2:30 關懷社會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3:00 福音連續劇 生命天使
 4:00 親子時光 吻兒樂趣坊
 5:00 人生智慧 創世非常談
 5:30 關懷社會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6: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6:3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7:00 感人見證 神彩飛揚
 7:30 音樂時刻 歌唱有時-音樂會系列
 8:00 基督教新聞 心火相傳
 8:30 人生智慧 創世非常談
 9:00 感人見證 神彩飛揚
 9:3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10:00 關懷社會 人生熱線Action
 10:30 基督教教育 *屬靈教室
 11: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福音記錄片 地球深度行 (I)

* 星期一︰康希牧師 星期二︰賴若瀚牧師 星期三︰葉光明牧師 星期四︰郭朝南牧師
 星期五︰喬依絲邁爾牧師  (此節目將放翌日凌晨2:30及4:30重播)

** 節目及節目內容如有更改以創世電視最後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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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1:30 人生智慧 創世非常談
 2: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2:30 關懷社會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3:00 福音連續劇 生命天使
 4:00 親子時光 吻兒樂趣坊
 5:00 人生智慧 創世非常談
 5:30 關懷社會 人生熱線急救手冊
 6: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6:3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7:00 感人見證 神彩飛揚
 7:30 音樂時刻 歌唱有時-音樂會系列
 8:00 基督教新聞 心火相傳
 8:30 人生智慧 創世非常談
 9:00 感人見證 神彩飛揚
 9:30 使團資訊 心火相傳
 10:00 關懷社會 人生熱線Action
 10:30 基督教教育 *屬靈教室
 11:00 基督教新聞 愛地球觀察站
 11:30 福音記錄片 地球深度行 (I)

* 星期一︰康希牧師 星期二︰賴若瀚牧師 星期三︰葉光明牧師 星期四︰郭朝南牧師
 星期五︰喬依絲邁爾牧師  (此節目將放翌日凌晨2:30及4:30重播)

** 節目及節目內容如有更改以創世電視最後公佈為準。



《天使心》月刊自創刊以來，每月銷量超過10,000本。我們

展望月刊在2007年可吸納更多不同年齡及階層的讀者，讓上帝的

信息可傳入各個社區、群體、學校及家庭，作為香港人，甚至海外

人士接觸福音信息的一大平台。

為進一步實踐這個目標，我們推出「焦點人生」送贈計劃，期

望全年召集5,000名參與者，以每人每月100元訂閱6份月刊，用一

年時間定期讓讀者與5位摯愛親友分享福音信息，令25,000人最

終以上帝為生命焦點，得著屬天的喜悅，進一步達成主給我們的

傳揚福音大使命。

結合福音VCD及專題講座
成為最強城市宣教文字工具

去年月刊搜羅了不少全城關注的福音話題及人物見證，

2007年我們將投放更多資源強化及提升內容質素，以各種感動

人心的見證或文章，如福音專題、藝人信主見證、基督徒企業家

管理智慧、科學家生命改觀的故事等，或摘取月刊的專題文章及

見證製成福音單張，結合隨刊贈送的高質素福音VCD，令讀者可

與親友一起分享信息。

2007天使心月刊
展望 推動「焦點人生」送贈計劃

令全年25,000人生命改變
此外，我們更籌劃舉辦每月專題講座及佈道會，邀請各地著

名牧者或城中基督徒名人與讀者分享福音信息或見證，讓讀者及

親友可以進深認識福音，以及大大開啟未信者的信主希望之門。

我們深信以上帝為生命焦點，奇蹟將會在身邊發生。透過《天

使心》月刊的福音內容、佈道VCD、舉辦的專題講座或佈道會，以

及福音單張，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期望《天使心》月刊的讀者，有一

顆像天使一樣的心、擁有從上帝而來的價值觀、人生觀和生活態

度，為宣講福音到地極的大使命盡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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