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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代禱信
遠志明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感恩節又到了，
願主耶穌的恩典多多加給你們！

身體狀況
今年二月，我頜下出現一個小腫瘤，
摸上去很硬。三月初 CT 掃描，不到兩公
分。四月份從歐洲六國佈道回來，腫瘤見
大見多，體重也下降了十幾磅，容易疲
勞。我不得不取消一些東岸和加拿大的佈
道，只主領一些西岸聚會，加上我不再染
髮，滿頭銀絲（我原是少白頭），於是，
見到我的人和沒有見到我的人，都很擔心
我的健康。那時，我的確也有安息主懷的
心理準備。原計劃七月份到澳洲、紐西
蘭、新加坡和香港佈道，同時帶妻子、女
兒旅遊，我怕身體吃不消，一度想取消行
程。女兒反對。她九月要去哈佛上大學，
離家前這個暑期的合家旅遊，已經渴望許
久。女兒對我說：爸爸，不要取消，到時
候你就好了。五月，作全身 CT 掃描，沒
發現問題。六月，作穿刺，也沒問題。七
月，就出發了。一路上十多場佈道會，主
施大憐憫，不僅場場降下榮耀，八月回來
後，體重還增加好幾磅（也感謝太太替我
分享兩場見證）。

回來後，腫瘤仍在。醫生說，上一次
穿刺，取出的細胞是唾液腺細胞，懷疑取
樣不准。於是，九月份，另一位醫生再次
取樣，化驗結果依然是正常的唾液腺細
胞。我對神說：主啊，這瘤既是你給我
的，就只有你才明白，只有你能拿走。
這半年多，神親自教授我許多寶貴
的生命功課，是平時學不到的。眾牧師長
者、兄弟姐妹也給予我極大幫助。神的恩
典、真理和能力，如滾滾洪流，注入身
心。這件事一開始，慈愛天父就叫我看見
祂那一片苦心、一番美意。所以，這些日
子與其説是在爭戰中度過的，不如説是在
感恩讚美中度過的。眼下天父還在耳提面
命地給我上課，等我下了課，一定向大家
彙報心得。

《福音》進展
大家關心的電視片《福音》進展如
期，劇本初稿已完成，正搜集影像資料，
為剪輯作準備，明年此時可以和大家見
面。
許多中國人藉著《十字架——耶穌在
中國》一片，看到大陸基督徒爲福音的緣
故前赴後繼、流淚撒種、歡呼收割的動人
見證，心裏不免會問：什麽是福音？這些
人爲什麽不惜性命傳福音？於是聖靈就把
製作下一部電視片《福音》的異像，明確
擺在我們心中：要直接將福音，就是上帝
的兒子耶穌，介紹給十二億多不認識耶穌

的中國人。《福音》由三集組成，每集大
約一小時：
第一集《尋找》，從人類文明各方
面，展示人類尋找真理的艱辛路程。人類
原本不知道自己尋找的是什麽，直到今天
也沒有找到答案，反而在科學、道德和生
命三大領域，都陷入新的困境。
第二集《降臨》，全面介紹入世拯救
世人的耶穌。依據《約翰福音》一章十四
節，人們在這一集中，將看見耶穌身上那
無與倫比的恩典、真理和能力。
第三集《普化》，介紹兩千年來福音
對世界各方面，包括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和歷史過程的巨大影響。
請因福音而生的眾教會和弟兄姐妹
們，不要忘記為《福音》的後期製作、影
音版權的購買、專業同工的參與禱告。

聖誕禮物
感恩聖誕季節，有一件禮物獻給大
家，就是迦南詩歌的卡拉ＯＫ，也可以説
是 MTV，名字叫《主啊我讚美你》。
《主啊我讚美你》配有精美畫面和三
個聲道選擇（演唱、伴奏、二胡），適合
海外基督徒團契、國内家庭教會等小型場
合的敬拜讚美，大家跟著一起唱。當然也
可以用來個人靈修和欣賞。
《主啊我讚美你》收錄了海内外教會
最熟悉的二十首小敏詩歌，包括最知心的
朋友、中國的早晨五點鐘、唱一首天上的
歌、這裡有神的同在，等等。其中四首是
小敏本人在七月烈日下演唱，另外十六首
由北京迦音詩班和芝加哥兩位優秀歌手衛
平和樂蜜演唱，全部由俄羅斯管弦樂隊伴
奏。
《主啊我讚美你》有 DVD 和 VCD 兩種
產品。DVD 適合海外和大陸城市團契使
用，VCD 則是特爲大陸廣大農村教會製作
的（大部分農村家庭沒有 DVD 播放機，只

有 VCD 播放機）。海外弟兄姐妹可以將
VCD 送給大陸親友，他們使用和複製都很
方便。
感謝神帶領華欣弟兄，趁神學院暑
期，主持製作這套卡拉ＯＫ。願神記念他
的勞苦，也大大使用這一影音精品。
另外，還有一場迦南詩歌音樂會的實
況錄像（今年四月在洛杉磯舉辦），也製
成了 VCD，名字叫《中國早晨五點鐘》。
這場音樂會由北京基督徒音樂家蘇文星指
揮，中國一流歌手、基督徒龍濤（電視片
《十字架》插曲《哭過笑過唱過沉默過》
的演唱者）、高蕾、吳培等獨唱，洛杉磯
眾教會聯合大詩班合唱。我也有一個短講
和呼召。那時我剛剛剃了光頭（為不再染
髮），口乾舌燥，身體軟弱，但神的恩典
顯然夠用。
弟兄姐妹們，雖然《神州》、《十字
架》和系列佈道集，都產生了很大影響，
但神州傳播協會只是一個有三、五位同工
的小福音機構。神賜下的異像越大（尤其
是關乎十三億靈魂的大異像），就越需要
仰望祂的大恩典，否則會不堪重負。或攻
擊，或攪擾，或顯明，或隱秘，都不會
少，根子都在靈界。所以請眾教會、眾弟
兄姐妹，常常用禱告記念我們，托住我們
和家人。
最後，我代表總幹事謝文杰（神的恩
典在他身上，他又建立一個福音機構「士
每拿」，專門製作培訓資料），執行主任
勞則成和財務主管 Esther 夫婦（他們是
在 DC 退 休 後 舉 家 搬 遷 加 入 事 奉 的 義
工），逸瑾和媛媛兩位姐妹（胡暉即
Helen 姐妹和 Steven 弟兄均因家庭需要
南遷了），祝你們感恩節聖誕節喜樂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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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傳播協會產品訂購單 (November 2005)
(1) Please provide daytime phone number

(

)

(2) E-mail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名稱

VCD 獻身信仰—中國學人在美國（5 片）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VCD 《十字架原始資料選編》（6 片）

套

DVD 卡拉 OK《主啊我讚美你》（1 片）
VCD 卡拉 OK《主啊我讚美你》（2 片）

(3) Billing Addres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CD 音樂會《中國早晨五點鐘》（2 片）
VCD 范學徳見證佈道系列（12 片）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_ State: ______

Zip: _______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Shipping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_ State: ______

Zip: _______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數量

VCD 劉同蘇侯君麗見證佈道系列（12 片）

單價
$15
$10
$10
$30
$30
$15
$20

《十字架 - 耶穌在中國》(共 4 集 4 小時)
VCD 國語發音 中文字幕 （4 片）

套

$20

DVD 中文版 （2 片）

套

$20

DVD 英文版 （2 片）

套

$20

音樂 CD 《十字架的愛》（2 片）

套

$20

歌本《十字架的愛--迦南詩歌精選 52 首》

本

$20

《神州》完整版 (共 7 集 3.5 小時)
DVD 國語 （2 片）

套

$20

VCD 國語 （4 片）

套

$20

VHS 錄像帶 國語 （4 盤）

套

$20

VHS 錄像帶 粵語 （4 盤）

套

$20

(5) Method of Payment:
( ) Check
( ) Money Order
( ) VISA
( ) Master Card
( ) Discover ( ) AMX
Credit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ation Date: ______month ______year

DVD 國語 （1 片）

套

$15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CD 國語 （2 片）

套

$15

VHS 錄像帶 國語 （1 盤）

套

$15

Make check payable to: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請將定購單(與支票)寄到:
Please send order 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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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精華版 (共 1 集 1.5 小時)

《馮秉誠見證佈道系列》(共 15 小時)
$35

CD 1-15 集 （15 片）

套
套

錄音帶 1-15 集 （8 片）

套

$25

VCD 1-15 集 （15 片）

$30

《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共 12 小時)
VCD 1-12 集 （12 片）

套

$30

CD 1-12 集 （12 片）

套

$25

錄音帶 1-12 集 （6 片）

套

$20

本

$15

本

$15

本

$5

零售折扣辦法: 單價已包括北美地區運費及銷售稅在 《神州懺悔錄》繁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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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與聖經》
五套以上六折優惠。
《老子原文與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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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總額

$

折扣

總額

神州傳播協會 (November 2005)

禱告奉獻回應單
我願意奉獻
 一次奉獻＄____________
 每月／每年奉獻＄______
 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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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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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往大陸申請單*
（每系列限一套，每次總共限五套）
《生命泉》(十字架第一集) VCD_____套
《神州》電視片完整版

VCD_____套

《神州》電視片精華版

VCD_____套

《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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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