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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入華史簡明教程

三集專題片《宣教士》問世

親愛的朋友，
你知道
福音是怎樣傳入中國的嗎？
你知道
曾經有多少宣教士來到中國？
你知道
在背後推動他們的是一股什麼力量？
你知道
他們前赴後繼的身軀裏跳動著怎樣一顆心？

摘
自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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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他們要向我們述說。

落
地

【

你知道
他們所做的與你有什麼關係？

】

你知道
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宣
教
士
心
聲

馬禮遜：我們到中國來，不是來試圖改變中國文化，不
是來說我們比中國好；我們是來愛中國的。福音需要活
出來，而不僅僅是說出來。
戴德生：我們不是要消除中國人的民族觀念，而是希望
他們成為基督徒。我們盼望看到他們既是真正的基督
徒，也是道地的中國人。
狄考文：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前景無比美好。我很
慶幸有機會爲她邁向輝煌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艾德華師母：親愛的，我相信你們不會忘記躺在中國土
地上的我們。我一點也不後悔来中國，只是遺憾為她所
做的事太少了。
畢得經：親愛的，你要告訴我們的兒子小何理，他父親
最後的遺願是，當他25歲時，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
國來！
艾瑞延：我全心全意熱愛中國人，只想留在他們當中。
我把一切交給主，欣然對主說：願你的旨意成全！

蒐集大量珍貴歷史資料 採訪多位中外專家學者

福音入華史簡明教程《宣教士》
親愛的弟兄姐妹，主內平安！
整整5年前，在2011年11月的代禱信中，我們
請大家為《宣教士》項目禱告：“中國教會的誕生
和發展，離不開來華宣教士的生命奉獻。今天明天
直到永遠，中國教會都要飲水思源，不能忘本。但
是，福音入華的歷史，目前還沒有一部詳盡生動的
影視資料。我們願意來做這件事，不僅爲華人教會
和社會，也爲一直愛著中國人的西方教會。一切都
是爲了祂的國、祂的義。願主的旨意成全！”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感恩的心情告訴大家，《宣
教士》製作完成了。
耗時5年，前3年斷斷續續地搜集資料，從事研
究，構思寫作。去年和今年兩年，集中精力進行後
期編輯製作。
感謝弟兄姐妹們一路陪伴，用默默的禱告和奉
獻，托住我們的心和手，托住我們的事工。
現在呈獻給大家的，是一本教科書附贈三盤
DVD。教科書的內容，除了三盤DVD的文字和大
量插圖外，還選介了105名西方宣教士的事蹟。
三集專題片《宣教士》，中文版和英文版，每
集大約50分鐘，內容如下：
第一集：叩門
從漢朝多馬入華的傳說，經唐朝景教，元朝也
裏可溫教，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千多年間叩
門、開門和關門的故事。主要人物有：唐太宗、馬
可波羅、忽必烈、沙勿略、範禮安、利瑪窦、湯若
望、南懷仁、徐光啓、康熙等。
第二集：落地
從馬禮遜來華，經鴉片戰爭；到戴德生來華，
經義和團事件；直至本土教會的興起。兩百多年
間，萬名宣教士以生命作福音的種籽，落地死去，
紮根發芽，結出豐碩的果實來。
第三集：光照
第一所學校，第一家醫院，第一座孤兒院，第
一個戒毒所，第一個實驗室，第一份報紙，第一支
球隊，第一次參加奧運會…… 幾乎在近代中國的
每一個角落裏，都有宣教士塵封的腳印。
《宣教士》蒐集了大量珍貴的歷史圖像資料，
採訪了多位中外專家學者。這一套教程，適合教會
主日學、查經班、神學院使用，也適合基督徒個人
靈修和傳福音使用。目前已有一些神學院願意使用
《宣教士》為教學資料。

歡迎訂購
《宣教士》福音入華史簡明教程
一書加三碟 每套$25

o 中文版：中文解說 繁體中文字幕
o 英文版：英文解說 可選擇英文字幕
訂購 ____ 套
共計$ _____
一、支票抬頭 China Soul
二、使用信用卡，請填寫內頁訂購單，撕下或複
印，郵寄或傳真給我們。
三、傳真：1-707-585-9581
四、電話訂購： 1-707-585-9588
五、上網訂購 ：www.chinasoul.org
六、電郵訂購或諮詢：info@chinasoul.org
郵寄地址：P.O. Box 1600
Rohnert Park, CA 94927 USA
美國境內免稅免郵費 中國大陸恕不寄發

王永信牧師 容保羅牧師 陳道明牧師
劉彤牧師 關國瑞牧師

一組美國硅谷工程師的觀後感

推薦的話

王姐妹：神在一千多年前，中國就是祂福音計劃裡的
一部分，中國從來沒有被遺忘過。

“……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
的，怎能聽見呢？……”使徒保羅一針見血地道出
了基督徒遵行主耶穌大使命的關鍵——需要去傳
道，領人歸主。歷代的宣教士們都是抱著這樣的
信念；他們不顧性命，不怕艱辛，翻山越嶺，只為
了讓在遠方的民族有機會聽到耶穌的福音，並且相
信。
感謝神，宣教士們沒有忘記遠在東方的古老中
國。成千上萬的宣教士曾多次多方前來中國，他們
前赴後繼，不僅將福音帶來中華，更為中國的現代
化作出了不少貢獻，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史蹟。
可惜，華人信徒對宣教士來華的歷史和貢獻認識不
多，也沒有較全面的教材可資應用。誠為可惜！
現在，神州傳播協會製作出一套有關宣教士來
華及他們對中國社會貢獻的影片《宣教士》，補上
了這方面的空缺。遠志明牧師和同工們花了五年的
時間，到英、美等地搜集相關資料，並採訪對福音
來華多有研究的中外學者們，務使影片更信實。
我們幾位牧師看後，一致覺得內容深入淺出，
不僅適合神學院的華人教會歷史課程使用，也適合
教會的主日學、信徒靈修和傳福音使用，讓華人更
瞭解宣教士對中國教會及社會的貢獻。同時，亦盼
望藉此鼓勵更多華人信徒步宣教士的後塵，勇敢踏
上宣教路。為祝為禱！

陈姐妹：這麼多的人，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關顧了我們
中國這片土地。

濱生弟兄：他們和世界列強有著本質的不同，因為他
們來是幫助中國，使中國人民走向世界，使中國人得
到真正的福音。

榮偉弟兄 ：真的，是上帝的愛帶領他們來到中國。
同時也想到我們自己，我們是反過來，當我們從中國
來到美國的時候，我們追求的是一個美好的生活。這
個反差特別大。當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淚水就下來
了。
方姐妹：我們願意去幫自己周圍的好朋友，但他們跟
我們無親無故的，看到我們這麼貧瘠，遠隔重洋就過
來幫助我們。這種無私的愛是從哪來的？從神。神說
愛人如己。這種愛太偉大！
王姐妹 ：一百多年前，宣教士已經在中國開了痲瘋
病院和精神病院。上帝的心腸真的很廣大。連精神病
人，痲瘋病人祂也不忘記。祂差遣祂的僕人來，把愛
帶給這樣的人。我覺得上帝的愛真的很廣大。
杰夫弟兄 ：看到這麼多上帝的使者，將他們的生命
奉獻給這片土地，把上帝的愛、上帝的靈，帶到中國
來，我覺得非常震撼。有上帝的愛觸摸的地方，有上
帝的靈降臨的地方，生命就得到翻轉，民族就得到復
興。因為上帝是創造生命的。有祂的同在，就有生
命，就有活力，就有文明。

神州福音產品訂購和奉獻
（2016年11月）

《宣教士》

數量 單價 總價 訂購人資料

《宣教士》中文（書+附贈DVD）

$25

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教士》英文（書+附贈DVD）2017年初發行

$25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遠志明書籍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遠方》（簡體）
《天歌》DVD系列（實況錄像2集約4小時）

$20
$20
$20
$15

《香港天歌》佈道培靈大會DVD
《天歌2014-歸家》雪梨市政廳DVD
《天歌2012》雪梨歌劇院DVD
《天歌2012》音樂CD（2集約2小時）
《彼岸》DVD（精裝中文簡繁體及英文字幕）

$6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彼岸》全9集約8小時
《四海學蹤》單集
《天涯浪跡》單集
《紐約日記》單集
《夢圓巴西》單集
《鳳凰城的網路新娘》單集
《溫哥華的春天》單集
《舊金山傳奇》單集
《三藩不老情》單集
《告別故土》單集
《福音》DVD（4集約3.5小時）

$20
$30

《十字架》DVD（4集約4小時）
英文配音____

收貨人資料（若與訂購人不同）

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

我願奉獻支持《宣教士》事工
美國境內奉獻者收據可以減稅

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整版 DVD（7集約3.5小時）中文字幕
精華版 DVD（约1.5小時）中英文字幕

w所有產品五本/套以上八折優惠
w美國境內購買免稅免郵費
w美國境外國際郵費自付
w中國大陸恕不寄發

付款方式（美國以外請用信用卡）
支票/Money Order

$15
$10

信用卡：[

擡頭請寫：China Soul
[

] VISA

[

] AMEX [

] Mastercard
] Discover

信用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計
優惠
總額
郵費 (國際)
合計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

$15

《神州》DVD

$
$
$
$

請將訂貨和奉獻單寄至: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P.O. Box 1600
Rohnert Park, CA 94927 USA
電話訂購：1 (707) 585-9588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

地址（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VD 中文____ 粵語____ 英文配音____
《拿撒勒人耶穌》故事片DVD（6小时）
DVD 中文____

地址（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訂購：1 (707) 585-9581

有效日期：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_年

請將訂貨和奉獻單寄至:
國際郵費參數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郵費
購買總額
P.O. Box 1600
$50 以下
$25.00
Rohnert Park,$50
CA 94927
USA
至 $99
$30.00

電話 TEL: 1-707-585-9588
$100 至 $149
傳真 FAX: 1-707-585-9581
$150 至 $199
網上 WEB: www.chinasoul.org
超過 $200
查詢 EMAIL: info@chinasoul.org

網上訂購：www.chinasoul.org

$35.00
$40.00
$55.00

Email：info@chinasou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