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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五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内弟兄姐妹們平安：
在這春回大地之時，神州傳播協會全體同工向大
家問好，願主的恩典更豐盛地加添給你們。

道系列《我為什麼願意成爲基督徒》。范學徳弟兄
19 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中共中央黨校，來
美後信主，到慕迪聖經學院深造，成爲一名全時間
傳道人。這種轉變並不是每一個常人都能理解的。
他在十二集見證中，詳細敍述了這一轉變。這十二
講標題為:

產品訊息
由七位海外學人的見證組成的《獻身信仰──中國
學人在美國》VCD 系列，已經製作完成。這些見證人
有不同的背景，在神的大愛感召下，由無神論者成爲
基督徒，進而獻身成爲牧師或傳道人。他們的奇妙改
變，一定可以成爲不信者的啓迪和基督徒的激勵。他
們的簡介如下:
●

張路加: 原留學德國，後入美國進修神學，畢
業後牧會傳道。
趙

莉: 原遼寧省人大代表，來美進修時信主，
夫婦一起牧會傳道。

劉同蘇、侯君麗: 原北京大學和耶魯大學學生，
現在舊金山灣區牧會。
范學德: 原中共中央黨校學生，來美信主，傳
道至今。
徐志秋: 原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現為波士頓一
華人教會牧師。
張志剛: 畢業於上海教育學院，夫婦一起牧會
傳道。
曾經撰寫《我爲什麽不願意成爲基督徒》一書
的范學徳弟兄，剛剛錄製完成了一套十二集見證佈
●

1. 摘下「有色眼鏡」、2.解開「義和團情結」、
2. 告別理性專制主義 、4.反思中華文化 、
5. 重審「洋教」、6.質疑基督徒 、7.降卑自己 、
8. 清除心靈垃圾 、9.我是誰 、10.你是誰 、
11.回家的路 、12.阿爸，父啊！
《劉同蘇侯君麗見證佈道系列》十二集也已錄製
完成。劉同蘇和侯君麗夫婦先後就學於北京大學和
耶魯大學，原來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和中
國律師協會的律師。在神的奇妙帶領下，經過輾轉
迂迴的道路，他們雙雙降服在十字架下，先後按立
為牧師，在美東創立與牧養教會多年，主親自用釘
痕的手扶持着他們走過艱辛的侍奉道路。
●

劉同蘇牧師共有九講，題目分別為:
1．

遮在人生窗口上的簾子──進入超越

2．

燙火中的同在──超越苦難

3．

信仰就是活著──從腦到心的歷程

4． 須臾的價值──時間裏的永恒
5． 重生的中國──中國文化的更新之路（上）

6．

重生的中國──中國文化的更新之路

同工情況

（下）
7．

無能的大能──拯救的奧秘

感謝主！勞則成、王蜀華夫婦已從東岸平安遷居到
西岸，從一月份起投入到神州大家庭一同事奉。他們
8． 補地之石──十字架上流下的大愛
兩位已先後退休，願意將餘下的歲月被主使用。目前
9． 進行破碎的建造者──基督與文化的辯
勞弟兄擔任行政執行主任，勞姐妹則是財務主管。勞
證關
弟兄在 2002 至 2003 年也曾參與我們《十字架──耶
穌在中國》的後期製作事工。
係
侯君麗牧師共有三講，題目分別為:
1．尋找的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我信永生的上帝
2．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我願跟隨永生的上帝

●

我們的同工張建強弟兄在神的帶領下，為了裝備自
己能更好的事奉主，已於今年一月進入台福神學院選
修基督教研究碩士，願神親自保守賜福他前面的道
路。
●

張永益弟兄和陳逸瑾姐妹於今年加入神州傳播協會
的事奉。張弟兄畢業於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陳姐妹
是 Loyola Marymount 大學電視專業畢業生。他們年紀
──我願服事永生的上帝
很輕，立志一生侍奉神，這是神賜下的恩典。願
● 應海内外一些弟兄姐妹的要求，我們將遠志明見證
神保守他們的心志，在下一部電視片《福音》的
佈道系列十二集《我爲什麽信耶穌》、馮秉誠見證佈
製作中充分發揮恩賜。
道系列十五集《信仰科學人生》製做成了聲音 CD，以
3．無悔人生、永不回頭

●

便於在居家或開車時聆聼，内容與原來的 VCD 相同，
此產品書店沒有代售。
最近我們的網站已經可以自由下載《神州》和《十
字架——耶穌在中國》兩部電視片，歡迎前往下載，
我們的網址是 www.chinasoul.org，或者
www.chinasoul.com。
●

爲了鼓勵大家用《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傳福
音，即日起凡購買 VCD 或 DVD 五套以上者，均享有八
折優惠。

代禱事項
大型電視片《福音》目前處於劇本創作階段，
請大家繼續為遠弟兄禱告，求神加添他身心靈的
力量；為電視片所需大量影像資料的來源和版權
購買事宜禱告；為所需專業基督徒人才尤其是音
響、平面和三維設計以及翻譯人才禱告。
●

●

新成立的示每拿培訓資料中心負責製作發行高品質
的 VCD 培訓光盤，包括先前錄製的《中國教會史》在
內，如有需要者可向示每拿索取。
示每拿培訓資料中心的聯絡方式如下：
Smyrna Resource Center
19180 Masterson Place
Castro Valley, CA 94552
(510) 885-1773
nathanclarawu@yahoo.com
●

請大家為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代禱與奉獻。

二零零四年，我們在神的恩典與弟兄姐妹的愛
心支持下，結餘超過五十萬美元。鑒於我們目前
的辦公室（一千二百多平方呎）早已不敷使用，
董事會決定購買一個不超過一百万元的辦公室
（這在北加州灣區不可能很大，不過四、五千呎
左右）。至目前爲止，我們尚未找到一個合乎條
件的地點，請為我們禱告。“耶和華豈有難成的
事嗎？”（創 18:14）
●

二零零四年財務報告

收入
產品收入
神州版稅
專款奉獻
一般奉獻收入
其他收入

總收入

$664,344
119,594
140,000
121,217
3,809
$1,048,964

支出
製作節目費用(包含人事費用)
器材折舊及軟體分攤費
DVD/VCD/CD 生產費用
辦公室費用
一般人事費用
其他支出

總支出
總結餘

$112,323
51,738
138,784
126,059
60,329
18,599
$507,832
$541,132

神州傳播協會產品訂購單 (May 2005)
(1) Please provide daytime phone number

(

)

(2)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Billing Addres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 State: ______ Zip: ___________

產品名稱
范學徳見證佈道系列
VCD (國語，12 片裝)
劉同蘇侯君麗見證佈道系列
VCD (國語，12 片裝)
獻身信仰—中國學人在美國
VCD (國語，5 片裝)
《十字架原始資料選編》
VCD (國語，6 片裝)

數量

單價

套

$30

套

$30

套

$15

套

$20

套

$20

套

$30

套

$20

套

$20

本

$20

套
套
套

$20

套
套

$20

套
套
套

$15

VCD 1-12 集（12 片裝）

套

$30

CD 1-12 集（12 片簡裝）

套

$25

錄音帶 1-12 集(6 盒裝)

套

$20

VCD 1-15 集 （15 片裝）

套

$35

CD 1-15 集 （15 片簡裝）

套

$30

錄音帶 1-15 集（8 盒裝）

套
本
本
本

$25

折扣

《十字架 - 耶穌在中國》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Shipping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 State: ______ Zip: ___________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Method of Payment:
( ) Check
( ) Money Order
( ) VISA
( ) Master Card
( ) Discover ( ) AMX
Credit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CD 國語發音 中文字幕
(4 小时 4 片装)
DVD 中英雙語 聲道選擇
(4 小时 4 片装)
DVD 英文版
（4 小時 2 片裝）
音樂 CD 《十字架的愛》
迦南詩歌精選(2 小時 2 片装)
歌本《十字架的愛--迦南詩歌
精選 52 首》

《神州》完整版
VHS 錄像帶 (國語)
VHS 錄像帶 (粵語)
DVD 國語 (2 片裝)
VCD 國語 (4 片裝)
錄音帶 國語

$20
$20

$15

《神州》精華版
Expiration Date: ______month ______year

DVD 國語 (1 片裝)
VCD 國語 (2 片裝)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ke check payable to: China Soul for Christ
請將定購單(與支票)寄到：
Mail order form (with check) to:
China Soul 神州傳播協會
P.O. Box 450
Petaluma， CA 94953-0450
美國以外地區請用 Credit Card
Tel: (707)-782-9588
Fax: (707)-782-9586
E-mail: info@chinasoul.org
或者上網訂購：www.chinasoul.org

零售折扣辦法: 單價已包括北美地區運費及銷售稅在內，
其它地區郵費另加。
電視片《神州》: VHS 或 DVD 五套以上八折優惠，VCD 五套
以上六折優惠。
遠志明和馮秉誠見証佈道系列: VCD 五套以上六折，錄音帶
五套以上七折優惠。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 VCD 或 DVD 五套以上八折優惠。

VHS 錄像帶 (國語)

$15
$15

《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

《馮秉誠見證佈道系列》

《神州懺悔錄》繁體版
《老子與聖經》
《老子原文與譯文》

$15
$15
$5

購買總額

$

總額

神州傳播協會
CHINA SOUL FOR CHRIST
P.O.Box 450
Petaluma，CA 94953
U.S.A.

禱告奉獻回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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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大陸申請單*

我願意奉獻
 為《福音》製作
 為擴大辦公空間
 為同工生活費
 一次奉獻＄____________
 每月／每年奉獻＄______
 其他方面

（每系列限一套，每次限五套）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信用卡：
( ) VISA
( ) Master Card
( ) Discover ( ) AMX
Credit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ation Date:
_____month _____year

《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VCD_____套

我願意參與神州傳播事工
 我可以參與影視、電腦、文字事工
 我可以參與中英文翻譯事工
我願為神州傳播代禱，請寄以下資料

神州代禱信
 《神州通訊》和《福音》等影視消息

《生命泉》

VCD_____套

《神州》電視片完整版 VCD_____套
《神州》電視片精華版 VCD_____套

《馮秉誠見證佈道系列》VCD_____套

是否曾經申請過(Y/N)：_______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限美國地區，其它地區個案處理
*如您有感動，可為這項傳福音事工奉献

中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的地址有變化，請將新地址填在上面；如果其他弟兄姊妹需要以上福音產品，
也請您轉告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