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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GOOD TV
App

好找 好用 好分享
您需要的，我們幫您排好了

文◎媒體平台、行銷組

GOOD TV App 4.0 六月隆重登場，為您量身
打造短版節目頻道、精心排播 40 多個電視頻
道、大幅減化操作步驟，滑到想看的節目，
只需 One Click，點一下立刻觀看。

「善

用強而有力的媒體通路，將好消息傳播
出去，是 GOOD TV 的異象，也是我們的
熱情所在。」在神的恩典中，GOOD TV
邁向 20 週年，網際網路已然成為媒體通路的主流。
2017 年，我們推出 GOOD TV App，同步直播 GOOD
TV 一台 ( 有線電視第 15 台 )、二台、12 個輪播台，
並將上萬集節目按主題分為 12 類隨選節目，提供每天
24 小時、全年不間斷服務。
自推出後，我們收到許多正面的回應，過去在海外
地區，很多觀眾透過有線電視收看，在亞洲、北美許
多地區則是透過網路電視及衛星小耳朵收看。自從有
了 GOOD TV App 收看節目更便利，也成為許多朋友通
勤時的良伴。在上班途中邊開車邊聽節目，就算到達
公司時還未聽完，隨選節目中諸多個人化的功能，例
如：斷點續聽 / 看的功能，方便下一次開啟時繼續收看，
非常便利。

為何改版 ?
這二十年來，GOOD TV 累積了豐富多類型的節目，
包含傳福音的預工節目、福音節目，以及供應基督徒
屬靈資源的靈修造就節目，打開 GOOD TV App 就像進
到一座大型圖書館或商場，我們渴望與更多人分享豐
富的屬靈資源，卻也讓使用者花費很多時間尋找、挑
選要觀看的節目。如何讓使用者以更輕省的方式找到
想要的節目，如何幫助第一次使用的朋友更輕易上手，
收看節目更直覺 ? 我們為此不斷研發精進。六月起，
為您推出 APP 4.0，兼具以下特點 :

40+ 電視頻道 全天播出
打開 GOOD TV App 就是「電視頻道」，為了方便您
好找、好用，我們為個別節目設置專屬頻道，包含好
消息一台、二台即時播映，7 天回看。以及特別新設
立的短片頻道，目前已開發出 40 多個節目頻道，24
小時播出。
我們將 40 多個電視頻道分成以下區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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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短版
我們特別為了分秒必爭的行動族群製作短片，將廣
受好評的福音見證、家庭節目、主題講道、信仰觀點
等完整節目濃縮為短版，並成立專屬頻道，讓您更便
利的觀看、分享及應用。製作這些短版節目，並非單
純剪輯而已，為保持節目完整度、精采度，相較於比
製作長版難度更高。
期盼短影音，就像屬靈的雞精一樣方便，方便使用
者在任何時間，隨時得到高品質的屬靈供應。

節目短版頻道包含：
1. 真情部落格
2. 國度新聞
3. 共享觀點
4. 詩歌音樂
5. 禱告大軍
6. 幸福學堂
7. 愛 + 好醫生
8. 烤箱讀書會
9. 我們 EYE 旅行
10. 孫叔唱副歌
11. 健康新煮流

其他完整節目分為：見證、讀經、音樂、特會、家
庭、兒少類型。例如 : 想看慕約翰牧師傳講有關國家祭
壇的信息，可以鎖定〈特會系列 - 禱告與轉化〉頻道。
想看黃瑽寧醫師談幼兒過敏的健康醫療內容，可在首
頁的〈愛 + 好醫生〉專屬頻道立即收看。

見證
1. 真情部落格   本台經典見證節目，囊括各行各業故
事及深入簡出信息，分享主恩奇妙。
2. 真情之夜   在夜裡有歌、有故事，陪您以真情感受
上帝所創的奇妙人間。

講道
1. 葉光明 統整葉光明牧師在世講道內容，每週固定
放送融合聖經與生活之信仰精神。
2. 大衛鮑森 生活中遇到難解習題？大衛鮑森牧師精
彩講道，助您靠神解惑得勝！
3. 國際講員 無需遠赴重洋，知名國際講員隨時和您
分享真理、傳講真道。
4. 共享觀點 新世代青年關心什麼？切入基督信仰與
生活，為青春找尋真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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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恩典時分 以詩歌伴您進入幔內，由寇紹恩牧師分
享真理，助您領受恩典、天天得勝。
6. 華語講員 從華人角度切入的講道內容，讓眾多牧
者以生命證道伴您與神更親近。
7. 職場新視野 職場中如何靠主得勝？讓喬美倫老師
信息、各界菁英生命見證來助您一臂之力。
8. 空中主日學 ( 生活 ) 生活、信仰有不解或兩難？華
人知名講員聖經分享為您找良方。
9. 劉三講古 劉曉亭牧師風趣幽默的台語傳道，結合
戲劇內容解答信仰疑問於無形。
10. 福氣人生 閩南語族群明白真道的最佳途徑，信息
結合生活、見證，淺顯易懂、親切熟悉。

讀經
1. 大衛鮑森 生活中遇到難解習題？大衛鮑森牧師精
彩講道，助您靠神解惑得勝！
2. 空中聖經學院 神學院師資伴您逐卷查考，系統化
呈現聖經課程，隨時隨地都可深度讀經。
3. 空中主日學 ( 查經 ) 系列神學裝備及造就課程，幫
助您深入、完整、有系統的了解聖經。

音樂
1. 詩歌精選 為您整理各式音樂、詩歌，讓您 24 小時
擁抱與神同在的美好時刻。
2. 經典音樂河 重現經典詩歌生命力，讓您在歌中感
受上帝亙古榮耀作為和救贖大恩。
3. 福音佈道音樂會 集結蔡琴、巫啟賢等知名藝人及
團體，透過現代福音詩歌傳揚耶穌福音。
4. 敬拜讚美音樂 24 小時、隨時隨地，您都能敬拜寶
座上的真神，用詩歌樂章來讚美祂！

特會
1. 特會系列：禱告與轉化 集結慕約翰等牧者信息，
一同走向祭壇，為國家、家庭、個人轉化努力。
2. 特會系列：研經培靈 台北研經培靈會經典信息匯
整，知名講員和您分享聖經精妙，奮興屬靈生命。
3. 特會系列：天國文化  天國文化特會信息匯整，與您
分享如何將神國自然且帶著能力進入生活各層面。
4. 特會系列：天父的心 感受及了解天父的心，讓您
屬靈生命開始長大成熟…
5. 特會系列：醫治釋放 康麥克等知名講員信息，幫
助您處理生命捆綁、破除堅固營壘。
6. 特會系列：以色列專題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認識以色列，了解上帝對萬國列邦的心意。
7. 特會系列：末世信息 面對末日無須怕！完整信息
讓您了解神救贖的終點，及聖經啟示應許的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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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特會系列：宣教 宣教是什麼？誰能夠宣教？如何
預備自己去宣教？為您一一解答宣教疑問。

家庭
1. 轉轉發現愛 從真理出發的家庭談話性節目，針對
現代婚姻家庭議題讓您輕鬆掌握關注方向。
2. 幸福學堂 知名家庭大師幫你了解如何愛、樂活生
活及享受愛，一同學習幸福的祕訣。
3. 愛＋好醫生 針對家中疑難雜症，黃瑽寧醫師與專
家們給家長實際建議，讓孩子快樂成長。
4. 幸福家庭頻道   精選本台《幸福來敲門》、《我們
EYE 旅行》等節目，讓您開心擁抱幸福家庭。

兒少
1. 烤箱讀書會 結合繪本、烘焙、律動等親子內容，
讓您和孩子快樂相處、創意成長！
2. 卡通 從卡通動畫讓孩子了解新約故事、屬靈偉人
見證，寓教於樂教養兒童當行的道。
3. 少年體驗隊 透過體驗幫助少年打開新視野、練出
正向力，學習課本裡學不到的事…
以上特色頻道，您只要向上下左右滑動，想看什麼
節目，就點選哪一台，就像轉動遙控器一樣方便。

隨選節目―10

更多個人化功能 滿足行動收視需要
為了讓 GOOD TV App 貼近您的生活，我們會持續開
發新功能 : 推播通知、優化純音頻使用介面、社群分
享、智能搜尋、Apple TV 專用版、Android TV 專用版
…等，敬請期待。
GOOD TV 在網際網路主流數位平台的觀眾遍及 180
餘國，每年超過 4,600 萬人次收視。透過 GOOD TV 聽
聞福音而加入教會的朋友常有所聞，讓基督信仰融入
每個人的生活，是我們致力的目標。面臨行動載具系
統及應用功能快速汰舊、日新月異的挑戰，我們必需
持續的開發系統及優化，讓使用者跟隨科技進步，穩
定使用 GOOD TV App，也享用更便利的功能，請以奉
獻及代禱支持我們。
邀請您立即掃描下方 QR CODE 下載 GOOD TV APP，
也邀您的朋友下載、分享 GOOD TV App，同得福音的
好處。
「更多…」個人功能，
置於頁面左上方，包含
建立「播放清單」、收
藏「我的最愛」，更貼
近行動族群的需要。

大系列分類

十大系列包含：
1. 福音見證系列
2. 講道教導系列
3. 禱告靈修系列
4. 培靈特會系列
5. 生命查經系列
6. 幸福家庭系列
7. 溫馨兒少系列
8. 詩歌音樂系列
9. 國度新聞系列
(CWN、好消息國度
新聞、以色列新聞 )
10. 健康休閒系列 ( 旅
遊、烹飪 )

上下左右滑動 40 多個節
目頻道供您選擇。

您發現了嗎？ 我們把最常用的「近期觀看」、
「搜尋」功能鍵並列在頁底，方便您續看、搜
尋特定節目。

掃描立即下載
隨選節目廣納 10 大系列每週上架最新節目，清楚而
直覺的系列名稱，簡單易找，從研經、靈修、主題特
會、福音見證，到打造幸福家庭的節目…等，充分滿
足個人、小組或教會全方位的需要。

GOOD TV APP
更多資訊請上本台官網 :

www.goodtv.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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