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以後
謝文杰
2004 年 7 月
最近有一部電影 ， 片名是「明天過後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 讓我想到這篇文章的
題目 ， 「那日以後 The Day After 」。以前我從事電腦軟件開發的工作 ， 每一個大的計
劃都有它送廠之「日」。 在這日子以前，所有的工程師都日以繼夜拼命地幹，為要能如
期將產品送廠生產。過了產品送廠生產之「日」以後，工程師們總算可以鬆一口氣。但幾
個禮拜或幾個月以後，過去一年或一年半，工程師們所做的功夫就顯現出來。當產品到顧
客的手中，顧客開始使用後，會有很多的軟件「蟲」顯現出來。有一點像蟬的幼蟲在地裏
十幾年，突然全部出現一樣。如果整個團隊的素質都很好，出現的軟件「蟲」就不會太多，
也不是太嚴重。但一個團隊中若有一些不是太稱職的人，那產品就可能有非常嚴重的軟件
蟲，公司就得急忙出修正版。像以前微軟的視窗 3.0 的版本就無法使用，視窗 3.1 的版本
就非常的穩定。
在神州傳播的事奉也有類似的情形，我們也有一個送廠之「日」。在這日子以前，大家也
日以繼夜拼命地幹，為要能如期將產品送廠生產。產品送廠以後，總算可以鬆一口氣。但
幾個禮拜或幾個月以後，過去三年我們所做的功夫就顯現出來。如果產品發表以後沒有反
應，就表示這部片子無法影響它的觀眾。若有觀眾有反應或有劇烈的反應，就表示我們同
工們真的盡心竭力的，做成神所托付我們的工作。
自從去年十一月《十字架 — 耶穌在中國》發行以後，國內外的迴響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
我們收到了很多的鼓勵與感謝的信件，從各地湧入的訂單，更是肯定我們工作的一個表現。
過一陣子以後，當然也開始有一些暗流，首先在網路上出現。以往網路上的攻擊都指名遠
弟兄，前一陣子我發覺我的名字居然也上了網路，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件事讓我產生一
絲自豪的心，覺得自己突然變得很重要，好像我總算配為耶穌 的 名受辱；當然這樣的心
態是不健全的。
至於謠言就更不用說了，從不同的管道，我們接到了許多的謠言。有人要我們主動闢謠，
但謠言常常是越描越黑，讓造謠的人達到他們的目的。正如一位 弟兄 所說，《十字架》
這部片子可以替自己做見證，不需要我們替它說些甚麼。是的！你如果 想 對這部片子 發
表 任何意見，請自己先看過一遍， 千萬 不要人云亦云。好像從香港傳來的謠言說 ： 由
於政府當局要逮捕影片中出面的弟兄姊妹，所以大家不該看這部影片 。 這謠言似乎在挑
戰香港基督徒們的智商。有一家非常出名 的 基督教英文雜誌， 也把預測當作新聞來報導，
我不得不做些回應。後來我 聽 說，這家雜誌以往接到有關中國教會的任何新聞，都向趙
天恩牧師求證，但趙牧師於今年初過世。
我開始從事中國的福音事工較晚，雖然很早就知道趙天恩牧師的事蹟，卻沒有機會認識他，
沒想到第一次見到他是參加他的葬禮。在追思禮拜中，講員在台上講許多道理時，我的心
思卻飄到中國。我心裏想，趙牧師的逝世，代表中國教會一個時代的結束。不知道在中國

的基督徒們，會怎樣為趙牧師蓋棺論定？在 David Aikman 所著的《耶穌在北京》這本書
裏提到，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影響中國教會最大的三位外國人中，趙天恩牧師是其中
的一位。我 想 在國內的弟兄姊妹們， 不會有 人認為趙牧師是外國人，大家都把他當作自
家人。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這樣的評語：趙天恩牧師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中國家庭教會，
就睡了，回到耶穌的懷裏。
常有人問我，你們搞這些影片圖謀些甚麼？在最大的市場中國大陸不能發行，賺不了錢又
常遭麻煩。你們服侍的對象，也不見得每個人都感謝你。對這些人我們解釋說： “ 這是神
給我們的使命，我們只好盡心竭力的去達成 ” ，他們無法了解。但也許當神接我們回天家
的「那日以後」，在世上說不定也有人會說： “ 這個人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中國教會，就
睡了， 回到耶穌的懷裏 ” 。

《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簡報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在海内外引起的震撼，不在於這部紀錄片本身，而是中國基督
徒美好生命在觀衆内心引起的震撼，是一部鮮爲人知又令人驚嘆的歷史乍一曝光引起的震
撼，是上帝在中國的奇妙作爲突然展現在人們面前引起的震撼。一切榮耀歸給被殺的羔羊
和祂在神州的衆聖徒。
曾經多次在電話中聽到對方一邊哭泣一邊訴說内心的震撼，他們都是剛剛看完《十字架》
關上電視便迫不及待拿起電話的主内弟兄姐妹。我們更收到無數的電郵和來信，常見的一
句話就是：“太感人了！我們流著淚一氣看完。”在歐洲和北美十幾場首映式上，上千人決
志信主，幾百人獻身傳道。最後一次在休士頓舉行，第一晚放映《生命泉》，近兩千五百
人出席，大約二百人走到台前決志信主；第二晚放映《苦杯》，大約一千五百名基督徒出
席，數十人站出來獻身傳道。《十字架》也激勵了美國及各國的弟兄姐妹們，英文版發行
越來越多，其他各種語言版本的譯製，包括八种歐洲語言，阿拉伯文、韓文和日文等，都
有人主動承擔，大部分已經完成。
《十字架》帶給大陸信徒的激勵更是可想而知。無以計數的《十字架》拷貝在神州大地上
廣泛流傳並飛速擴展著。各各分散在東西南北的中國基督徒們，第一次看見神家裏的弟兄
姐妹如此衆多，遠方的親人們是如此可愛，神的國度是如此興旺，個個禁不住淚流滿面。
有的教會通知弟兄姐妹們要帶著手絹來看《十字架》。有的農村教會看一會兒就停下來流
淚禱告一會兒，然後再接著看。有的城市團契先放電影《手機》（表現婚外濫情、道德淪
喪、家庭破碎）再放《生命泉》，每一場都有人悔改信主。有人將《生命泉》複製幾千套，
在大街、路邊、機場、車站派發。一些年輕傳道人看了《十字架》說：比起老一輩，我們
差得太遠了！老一代傳道人說：看到年輕人繼續背負十字架，我們很欣慰。難怪有人說
《十字架》在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福音運動，在教會掀起了一場復興運動。其實這不是什
麽人間的運動，這是神自己的奇妙作爲，這是聖靈的火在燃燒——我們不是聽説過，等耶
穌來了，祂要用聖靈和火給人們施洗嗎？

《十字架》不僅激勵基督徒，也震動無神論者甚至政府官員。耶穌基督那甘願自我犧牲的
大愛，藉著中國聖徒的活生生見證，叫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扎心。這就是基督徒 ? ！這
就是基督信仰 ? ！這就是我們原來不了解、以爲是迷信的人們 ? ！爲什麽他們有如此的患
難？爲什麽在如此的患難中卻如此的感恩？他們不正是當今中國社會最需要的人嗎？中華
民族千年沉睡的良知在上帝大愛的感召下漸漸蘇醒過來。許多從來沒有聼過福音的人當場
信主，也有看過《十字架》的政府官員私下大發感嘆，對基督徒深爲欽佩。据 說 中央部
門也在仔細研究《十字架》揭示出來的問題，有識之士開始反省歷經五十多年至今沒有
“與時俱進”的宗教政策。
回想《十字架》發行兩個月時，四面八方都是讚揚聲，一位親愛的弟兄冷靜地說：“怎麽
回事啊？攻擊爲什麽還不來呢？魔鬼不可能保持沉默啊？”果然，第三個月的時候，各種
傳言鋪天蓋地而來，什麽《十字架》引起大逮捕啦（ 英文 《今日基督教》也刊登了這一
“來自香港的消息”），什麽裏面有異端邪教、東方閃電啦，什麽未經當事人同意啦，什麽
見證人是假的啦，等等。由於《十字架》震撼人心的事實一個也否認不了，於是全都是旁
敲側擊，全都是隱姓埋名，大多貼在不必負責的網路論壇，個個似乎有眉有眼有根有底，
然而全都是謊言。好心人勸我出來澄清一下，神卻感動我：不要讓那些蒙面人在黑暗中發
表的任何一句不必負責的話進入你那一顆清靜仰望我的心。還是那位親愛的弟兄對我說：
“你看，這不是來了！這才是正常的嘛！怎麽？有人希望你出面辯解？不！不要辯解！
《十字架》不需要辯解。凡是看過《十字架》的人無不深受感動，《十字架》本身就是
《十字架》自己最有力的辯解，你還辯解什麽呢？你若辯解，就是為自己辯解，為自己的
名辯解！《十字架》是屬於上帝的，上帝已經使用它，還要大大使用它，至於你，你就背
上自己的十字架吧”！哈利路亞！是的，神在察看一切，掌管一切。我的使命只是跟著耶
穌一直向前走。時間不理會一切謊言，只留下真理（太 15 ： 13 ）；聖靈能參透萬事萬物，
叫聖徒相通（約 16 ： 13 ）。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你們的禱告都是最大的幫助和愛護。謝謝你們！感謝主！
主内弟兄 遠志明

他已成就了大事
胡暉
2003 年 9 月 22 日 ，一個平凡的秋日，可是這一天對於我來 說 ，卻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因為從這天起，我成為神州傳播協會的一員。
四年前 , 神用他的大愛揀選我成為他的兒女，可是由于懷孕、生 產 以及撫育兩個幼孩的
緣故，這幾年來很少在教會中侍奉。一下子成為全時間的同工，而且這工作與我以前在
high-tech 公司所做的完全不同，自己能勝任嗎？心里不禁有些不安，於是不住地在心里

禱告，神也在聖經中明明白白地告訴了我：神拯救了我們，又選召我們做他的聖工，並不
是因為我們配，乃是因為他的計劃。
走進神州，我立刻就感受到了弟兄姐妹的愛，在工作中大家搭配服事，在生活中大家相互
幫助，在屬靈方面大家更是同心禱告，彼此造就。很快我就熟悉了業務，工作儘管忙碌，
可以有條不紊。
十一月初，大型紀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開始在全球首映，好評如潮，訂單從網上、
從信件中一下子如洪水般湧來，每天辦公室電話鈴聲響個不停，有查詢的，有訂貨的，可
是我們人手短缺，辦公室狹小，而神州傳播協會的銷售系統也無法承受這樣大量的訂貨。
為了把產品盡快地送出去，同工們加班加點，義工們也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有的來辦公室
幫我們裝箱，有的在技術上支持我們，讓我們的銷售系統得以不斷改進與完善。最值得感
謝的是主 內 的弟兄姊妹，因著基督的愛，他們不僅成為我們的代禱勇士，而且包容了我
們在寄發中的一些失誤。
如今半年時間過去了，對我來 說 ，這是忙碌而有意義的半年，是我的生命經歷了成長和
更新的半年。《十字架》中那些見證人對神的愛，對信仰的執著，以及他們為主的擺上常
常感動著我，激勵著我。感謝主！能選擇我這樣卑微的人，成為你的使女，在事奉中去學
習怎樣事奉你。
在這短短的半年中，《十字架》光盤僅在美國的銷售就超過三萬套，我們不禁從心底發出
讚嘆：哈利路亞，榮耀歸天父！因為你為我們成就了大事。

神州與我
張建強
今年年初，我剛完成媒體藝術專業的碩士論文，正等候神在我人生中下一步的帶領。 我
一方面準備履歷和面試，另一方面更期望找到能直接服事主的機會，尤其是去年底在芝加
哥中國福音大會上已經獻身了自己，心裏一直火熱，揣摩著神的旨意是否要我立即放下一
般工作機會來念神學。冷靜一分析，發現限制條件很多，又好像沒有神明確的引導，於是
陷入了找工作與直接侍奉主之間兩難的境地。
一夜晚睡覺前我跪在床前向神禱告，得到很大的平安並 計劃好 明天要跟遠志明 弟兄 聯絡。
這是神對我的提醒。一個月前我已考慮過跟神州傳播協會聯係， 但未去嘗試，因那時對
全時間奉獻還猶豫不決。然而， 此時真的已奉獻了自己並希望有機會加入像神州這樣有
影響力的福音機構，心中卻生起另外一種顧慮：像我這樣沒有什麼神學訓練又沒有多少工
作經驗的畢業新生，他們會考慮我嗎？即便會考慮，他們也未必就在這時候需要新的同工。
顧慮使我信心減小，以至第二天就忘了跟神州聯絡。 奇妙的是， 在我忘掉的這天， 在外

州的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問是否可以幫我問一問遠弟兄，而他事先根本不知道我想過要聯
絡神州！
接下來幾日，是神州主動聯絡我， 他們正需要 有專業裝備 的同工。讚美主，這是他的旨
意和引領！當我明確意識到這一點時，我為神的信實發出驚嘆。 我第一次聽聞神州是在
三年前，那時我剛信主，看了《神州》電視片，當時我也剛從物理專業轉學電影媒體，並
願意用這新專業投身中國的福音事工。《神州》影片更激勵了我的這個信念。然而此後兩
年走在這條路上的坎坷經歷，使自己起初的立志和承諾幾近淡忘，用不用影視專業來服事
神覺得不再重要了。但是，人淡忘了的承諾，神卻絲毫未忘。我幾乎不守起初的立志與承
諾了，他卻在我軟弱時幫我堅守！
神使人以為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當我成了神州的同工時，我既是在全時間的服事神，又
是將專業工作融合在服事崗位中，所學能有所用。神將我在直接侍奉和找對口專業的兩難
境地，變成一條兩全其美的路。不僅如此，我更喜歡說這是“一舉三得”，因為神幫我守信，
讓我用影視媒體專業服事他，圓了我已久的心志。榮美之事，在我們的神手裏，又豈止於
此？

消息與代禱



請為《十字架》的見證人禱告。雖然到目前為止，他（她）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因
《十字架》遭受逼迫，然而恐嚇、謠傳和各種誘惑還是有的，家庭教會面臨的壓力
依舊很大。求神保守他們的心不偏離十字架，剛強壯膽，注目耶穌，不看風浪，在
主里有平安！



四小時的《十字架》取材於數百小時的原始資料，許多見證人只採用了一些片斷。
我們計劃陸續從這些寶貴的歷史資料中整理編輯一套《十字架見證資料》 VCD ，
目前已完成袁相忱、林獻羔、謝模善、以巴弗、李天恩、楊心斐等老一代傳道人的
完整見證，每人一個小時。隨後編輯中青年集體見證、敬拜讚美和禱告聚會的場面
等專輯，供給各教會、機構、神學院和有心保存的弟兄姐妹。請為這個項目禱告。



《十字架》製片主任勞則成弟兄義務幫忙一年，完成《十字架》製作以後回到華盛
頓與家人團聚。他和 Esther 夫婦倆計劃舉家西遷，於八月搬到北加州，雙雙加入
神州傳播協會的侍奉。《十字架》編輯張微姐妹，蒙神恩典，影片完成時喜得一子，
目前在家照顧相隔兩歲的一女一子。請為勞弟兄夫婦和張微姐妹一家代禱。



感謝神，在《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大量發行時，胡暉姐妹加入侍奉，擔負繁重
的日常工作。稍后張建強弟兄前來，負責《十字架見證資料》的編輯工作（請看他
們的簡短見證）。義工劉勇弟兄百忙中幫助我們改進電腦銷售和資料系統。義工林
新通弟兄將《十字架》放在網上已有很多朋友下載。請為他們的侍奉和家庭禱告。



下一部電視片《福音》的撰寫製作即將開始，需要有以下專長的弟兄姐妹參與：精
通英文、愛好中文寫作又熟悉電腦網絡者；精通影視圖像，尤其是 3D （三維動畫）
的專業人員；可以從事中譯英者。



英語觀 眾 的好消息：《十字架——耶穌在中國》英文版 DVD 已經發行，製作成
本比中英文雙語 DVD 降低許多（見訂單），可以推薦給美國弟兄姐妹或下一代青
少年 。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多語言版本 DVD ，已經製作完成。這套四片裝 DVD
包括英語、法語、德語、阿拉伯語四种聲道選擇，俄語、挪威語、瑞典語、芬蘭語、
荷蘭語五种字幕選擇，將由一家歐洲機構總發行。查詢可上網： www.btj.org.uk 或
www.backtojerusalem.com 。



去年神州傳播協會與海外校園合作 ， 拍攝了一套由蘇文峰牧師主講的《中國基督
教史》VCD 。 這套教材由即將成立的神州培訓資料中心出版發行 ， 目前暫由神
州傳播協會代理發行（見訂單）。今後還會有一系列類似的影像培訓教材問世。



遠志明弟兄今明兩年的佈道日程已經排滿，2006 年 雖有空當 ， 但因 下一部電視
片《福音》 屆時將進入後期製作 ， 難以 再接受 外地 教會的邀請，請為遠弟兄代
禱。

2003 年的財務報告

感謝神，從十一月出版《十字架》以後，財務狀況由原先的虧損，轉為盈餘。比起 2002
年虧損約二十萬美元， 2003 年盈餘約十一萬美元。以下是 2003 年收支表：
神州傳播協會 2003 財務報表（一月至十二月；現金結算；未經會計師審核）

收入
產品收入 $ 337,756.03
神州 版稅 $ 4,747.99
專款奉獻（ 包含 $10,040 轉給大陸教會的奉獻）
$ 90,040.00
一般奉獻收入 $ 177,811.92
其他收入 $ 2409.08
總收入 $ 612,765.02

支出
製作節目費用 $ 175,555.05
器材折舊及軟體分攤費 $ 48,709.00
DVD/VCD/CD 生產費用 $ 107,245.00
辦公室及一般人事費用 $ 139,429.33
其他支出 $ 30,334.07
總支出 $ 501,272.45

總結餘 $ 111,49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