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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太 16：24）

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
白白地捨去。（太 10:8）

《神州》《十字架》免費送往中國
馬禮遜二、三事
明年是馬禮遜來華、也就是基督新教傳入中國
二百年。二百年前中國的宗教政策是∶外國人在中
國傳教者，斬！中國信教者，斬！所以，馬禮遜來
華傳福音，不僅是公然觸犯中國的法律，而且是不
要命地觸犯中國的法律；不僅他自己不要命，他也
不顧中國人的命，因為他領誰信了主，誰就被判了
死刑，隨時可能遭害。據說當時與他來往的蔡高
（後來成為中國第一位基督徒）和梁發（後來成為
中國第一位牧師），身上都帶著毒藥，一旦被發現
就服毒自盡，免得遭受酷刑致死。
馬禮遜在給蔡高秘密施洗時禱告說：主耶穌
啊，今天，我給中國第一個基督徒施洗，今後一定
會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成為你的信徒。阿們！
1815 年，馬禮遜印行了他翻譯的新約聖經，他
所任職的東印度公司為了在中國的商業利益，立即
宣佈解雇他。
1822 年，馬禮遜來華 15 年後，他的妻子馬
利、同工米憐牧師和師母三人去世，年紀都不到四
十歲。馬禮遜在日記中寫道：如今我們四人中的三
人都在不到四十歲的時候離開世界，只留下我孤苦
伶仃地獨自生存。然而，主的旨意是好的。他們都
是在福音的應許和盼望中去世，而且都死在自己的
崗位上。他們沒有一個臨陣逃亡，這使我滿心快
樂。甚至我最為不幸的馬利，也回到中國才身亡，
也在中國福音的土壤上為主捨命。
1834 年，馬禮遜也死在中國，葬於澳門，年僅
52 歲。每一個有良心的基督徒，假如沒有機會到馬
禮遜的墓地上默禱致敬，也應該在自己舒適的家裏
或者教堂裏默想、紀念他。飲水者，當思源；追古
者，當撫今。

幾年來，神州傳播協會一直免費提供七集電
視片《神州》及其精華版，供大家帶往中國大陸送
給親友。同時提供的 VCD 還有馮秉誠和遠志明的
見證佈道系列。這些福音光碟在中國大陸廣泛流
傳，影響很大。如今，除上述光碟以外，我們也開
始免費提供《十字架》VCD，同時還有劉同蘇和侯
君麗夫婦、范學德弟兄的見證佈道系列。索要者請
填好後面的“送往大陸申請單＂寄回，或者打電
話、上網電郵亦可。
免費提供、免費郵寄，雖然花費很大，但這是
主的旨意，也全靠主的恩典。白白得來的，也要白
白捨去，這是指生命，更何況金錢呢！凡是受聖靈
感動的人，可以為這件美事奉獻。凡是願意將福音
光碟送往大陸的人，不管奉獻不奉獻金錢，你們都
是在奉獻愛心和生命，我們要感謝你們。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聼。（可 16：15）

電視片《福音》製作順利
電視片《福音》原計劃三集，現已改為五集，
分別是：降臨，恩典，真理，生命，呼喚。總長度
大約三小時，按計劃在今年聖誕節之前完成，目前
正在後期剪輯中。
《福音》一方面揭示了人類在道德、知識和生
命三大領域的困境，一方面著重介紹了耶穌給人類
帶來的恩典、真理和永生。的確，福音絕不僅僅關
乎教會，乃是關乎萬民，關乎人類的命運，關乎每
一個個人，每一個家庭。相信上帝一定會使用電視

片《福音》，打開億萬人靈魂的眼睛，真看清、真
知道耶穌是誰。
《福音》一片中，自始至終沒有出現耶穌的形
象（因為各種電影中耶穌的形象相差懸殊），只有
他的聲音，就是《聖經》留給我們的寶貴話語。這
是一個難度很大的嘗試。我們知道許多弟兄姐妹一
直在為《福音》禱告。禱告中也請記念許多影視資
料的版權購買，願主使一切順利，最後榮耀那當
受、獨受榮耀的名！
將祂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
（賽 12：4）

張伯笠、趙莉、洪予健見證佈道系列
錄製完成
洪予健牧師，文革中的老三屆。1982 年畢業於
上海復旦大學化學系，1991 年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
學（U. Penn）物理化學博士學位，同年赴加拿大作
博士後研究期間信主。1992 年秋入讀溫哥華維真神
學院（Regent College），並參與該校中國研究部事
奉，帶領卑詩大學（UBC）中國學人查經班。1995
年春取得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自 1996 年 5 月起
任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主任牧師至今。洪予健信主
後，其前半生之所學所思一一化爲深刻敏銳的析辨
恩賜，尤其擅長於秉持永恒信仰的宏觀視野，檢驗
科學、哲學，乃至政治、社會、倫理的價值與定
位。十幾年來，洪牧師除了牧養一個以大陸移民群
體為主的教會以外，也經常受邀前往北美、歐洲、
東南亞各地，向華人—— 特別是來自中國大陸的學
人和移民佈道、培靈，並數次應唐崇榮牧師之邀，
講授歸正神學課程。
(一) 解開人生之謎之一：人生之源
(二) 解開人生之謎之二：人生之惑
(三) 解開人生之謎之三：人生之路
(四) 真理與啟示
(五) 真理與自由
(六) 科學溯源
(七) 信心之道
(八) 認識神的名
(九) 不再作外人
(十) 科學與科學主義
(十一) 最大的喜訊
(十二) 十字架的真義

張伯笠牧師，一個蒙了大恩的罪人。他曾
是記者、作家、北大人、通緝犯、逃亡者、偷
渡客，他曾是普林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也是美
國臺灣腎臟醫院的垂死病人。耶穌基督的拯
救，使他出死入生，成爲新造的人。在惠頓大
學和台福神學院四年裝備後，他獲得道學碩士
學位並進修新加坡神學院博士學位。如今在世
界各地奔走，並為大華府豐收華夏基督教會及
蒙福華夏基督教會的主任牧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平安的生命
喜樂的生命
豐盛的生命
天國的寶藏
人生的困境
人生的轉折
生命的重整

趙莉姊妹畢業於東北師範大學教育系，取得碩
士學位，曾在一所高校任教五年。信主之前，她曾
是堅定的無神論者、共產黨員，真誠地相信共產主
義並願意為之奮鬥終身。1992 年，她作爲訪問學者
來到美國，聽到了福音，被神的大愛所折服，1993
年歸信基督。信主之後，她的生命發生了翻轉性的
巨變，以往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了根本
性的轉變。全能的神使她從一個依靠自己、驕傲剛
硬的人變成一個仰望神、信靠神的人；全能的神使
她從一個看重今世成就的人變成一個看重永恒價值
的人。她在生活中多次經歷了神無比的信實與不變
的愛，正是神這莫大的憐憫使她能夠回應神恩典的
呼召，成爲一名傳道人。她曾在 Fuller 神學院、台
福神學院學習，同時也在教會牧會，後又與丈夫一
起在海外神學院、國際神學院學習。目前在真道培
訓中心事奉，也與丈夫一起在費城信望愛教會配搭
事奉。
(一)
(二)
(三)
(四)
(五)

人生的目的在於榮耀神
智慧的人生
在婚姻中榮耀神
在教會中榮耀神
在家庭和工作中榮耀神

神州傳播協會產品訂購單 (價格已全面下調 June 2006)
(1) Please provide daytime phone number

數量

單價

VCD 洪予健見證佈道系列 （12 片）

套

$25

VCD 張伯笠見證佈道系列 （7 片）

套

$20

VCD 趙莉見證佈道系列 （5 片）

套

$15

VCD 范學徳見證佈道系列（12 片）

套

$25

VCD 劉同蘇侯君麗見證佈道系列（12 片）

套

$25

VCD 獻身信仰—中國學人在美國（5 片）

套

$15

VCD 《十字架原始資料選編》（6 片）

套

$15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VD 卡拉 OK《主啊我讚美你》（1 片）

套

$10

(4) Shipping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VCD 卡拉 OK《主啊我讚美你》（2 片）

套

$10

VCD 音樂會《中國早晨五點鐘》（2 片）

套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Billing Addres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_ State: ______

Zip: 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名稱

《十字架 - 耶穌在中國》(共 4 集 4 小時)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_ State: ______

Zip: _____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Method of Payment:
( ) Check
( ) Money Order
( ) VISA
( ) Master Card
( ) Discover ( ) AMX
Credit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ation Date: ______month ______year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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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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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書以外，所有產品，購買五套以上，八折優惠。
購買十套以上，六折優惠。

VCD 國語發音 中文字幕 （4 片）

套

$15

DVD 中文版 （2 片）

套

$15

DVD 英文版 （2 片）

套

$15

音樂 CD 《十字架的愛》（2 片）

套

$15

歌本《十字架的愛--迦南詩歌精選 52 首》

本

$15

《神州》完整版 (共 7 集 3.5 小時)
DVD 國語 （2 片）

套

$15

VCD 國語 （4 片）

套

$15

VHS 錄像帶 國語 （4 盤）

套

$15

VHS 錄像帶 粵語 （4 盤）

套

$15

《神州》精華版 (共 1 集 1.5 小時)
DVD 國語 （1 片）

套

$10

VCD 國語 （2 片）

套

$10

VHS 錄像帶 國語 （1 盤）

套

$10

《馮秉誠見證佈道系列》(共 15 小時)
VCD 1-15 集 （15 片）

套

$30

CD 1-15 集 （15 片）

套

$20

錄音帶 1-15 集 （8 片）

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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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25

CD 1-12 集 （12 片）

套

$20

錄音帶 1-12 集 （6 片）

套

$20

《神州懺悔錄》繁體版

本

$10

《神州懺悔錄》簡體版

本

$5

購買總額

$

折扣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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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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往大陸申請單
（每種只限兩套）

《十字架》

VCD_____套

《劉同蘇、侯君麗見證佈道系列》
VCD_____套
《范學德見證佈道系列》VCD_____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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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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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秉誠見證佈道系列》VCD_____套

我願為神州傳播代禱，請寄以下資料

神州代禱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您有感動，可為這項傳福音事工奉献。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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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