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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即將於 12 月 5 至 7 日在舊金山召開的“一
代人的見證”特會，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
段。大會節目已基本排定。
周五晚上為禱告會，與會的三百名大陸傳道
人和同工，將同于力工、邊雲波等老一代傳
道人，及舊金山灣區教會牧師們一起，為這
次大會禱告。
周六上午第一節時間見證分享，分享人是大
陸城市教會領袖、企業家團契領袖、以及小
敏等海内外藝術家基督徒。
周六上午第二節時間，下午第一節時間，分
爲七個專題討論，分別是：
一. 靈命成長專題，主持與參與人：
張志剛、唐侃、龔明鵬等。
二. 教會建造專題，主持與參與人：
祝健、周小安等。
三. 福音事工專題，主持與參與人：
張伯笠、徐志秋、蘇百達等。
四. 神學建設專題，主持與參與人：
李亞丁、馮秉誠、辛立等。
五. 大陸教會專題，主持與參與人：
劉同蘇、張路加、趙莉等。
六. 文化使命專題，主持與參與人：
范學德、周媛媛、任不寐等。
七. 社會責任專題，主持與參與人：
洪予健、余杰、王怡等。
周六下午第二節時間，與會者將聚集到晚會
會場，由作曲家黃安倫和指揮家蘇文星，帶
領大家練習大會主題歌《一代人的見證》。

周六晚上為 3000 人福音見證大會，向北加州
華人社區開放。見證人包括劉同蘇和侯君麗
、胡元琦和趙莉、張志剛、張伯笠、寧子、
邱林、蘇百達、范學德、徐志秋、馮偉、孫
波濤和高偉川、遠志明等海外傳道人，以及
孫海英呂麗萍等大陸著名基督徒藝術家。
周日上午第一節時間為主日崇拜，邊雲波弟
兄講道。第二節時間為大會專題總結報告，
由各專題負責人一一歸納分享，並通過一項
信仰呼籲書。
下午時間為中國禱告，與會者和當地眾華人
教會弟兄姐妹，將一起聚集在太平洋海邊，
為大洋彼岸的中國，為十三億靈魂呼求天
父，其時天上必有回應，彼岸必有感動。
周日晚上為 3000 人生命復興大會，參與者是
眾教會基督徒。見證人包括：王峙軍和屈儆
聆、孫新民和杜微微、周小安、洪予健、熊
焱、祝健、張路加、龔明鵬、唐侃、華欣 、
馮秉誠等海外傳道人 ，以及小敏等大陸傳道
人。
到目前為止，三百人名額已經報滿，中國大
陸應邀前來聚會的教會領袖和各界基督徒，
也已陸續辦理簽證。
大陸傳道人齊聚一起，感恩讚美見證分享，
這是第一次。屆時將有專業拍攝，作為《彼
岸》的一集在海内外發行。
唯獨我們的主，配得我們這樣盛大的讚美，
配得我們一代人的稱頌，不然，黃山和泰山
的石頭就要歡呼起來。

最新消息，小敏已經拿到護照，正在辦理簽
證。感謝讚美主！

張路加‧馮秉誠‧遠志明
佈道培靈系列 DVD 現已發行
張路加宣教培靈系列
《擴張你的帳幕之地》
張路加牧師來自中國，先後畢業於材料
科學及德語專業。任材料工程師六年之久。
在大學時代真正經歷重生得救，於德國柏林
理工大學材料研究所深造期間蒙召全職事奉
。在美先後完成宣教及神學方面的裝備，並
拓植及牧養教會達六年。目前擔任「播種者
」國際宣教協會中華事工部主任，致力於教
會同工培訓及校園事工。同時也在世界各地
主領佈道、培靈及宣教特會，推動福音及宣
教事工。張牧師同時為多份基督教雜誌的編
委，其文章及專欄散見於多家報刊，並在北
美數間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
1 屬天異象引導人生
2 奮起爭戰迎接復興
3 披荊斬棘靠主前行
4 脫離浮躁邁向進深
5 前我出走今要歸回
6 更新生命承接使命

7 在主懷中恩上加恩
8 與主同工力上加力
9 為主受苦榮上加榮
10 擴張你的屬靈身量
11 擴張你的守望責任
12 擴張你的人生使命

馮秉誠培靈佈道系列
《我們是神的見證》
馮秉誠，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1982
年赴美，1987 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學位
。先後在俄亥俄大學和西方儲備大學工作。
1993 年後，在威斯康辛醫學院從事基礎醫學
研究工作。1992 年復活節受洗。1997 年蒙召
專職傳道，2001 年夏天，畢業於美國海外神

學院。現任威斯康辛州米城中華基督教會差
傳牧師和真道培訓中心主任，著有《游子吟
》、《領人歸主》、《聖經的權威》和《聖
經的詮釋》。
《上集》
家庭篇
聖經的家庭觀
主耶穌和他的家人
在親子關係中見證神
生活篇
存謙卑的心
凡事謝恩
以善勝惡
慎用舌頭
信仰篇
聖經無誤與當代信徒
(上)(下)
認識基督
神的國度和榮耀
生命之道

《下集》
事奉篇
神所喜悅的事奉
屬世領袖和屬靈領袖
領人歸主(上)(下)
現今的機會
關於神學體系 (上)(下)
信心篇
信心與行為
信心與神蹟
信心與苦難
信心的操練
教會篇
建立基督的身體
葡萄樹與枝子
主裏的團契

遠志明佈道培靈系列
《到耶穌這裡來》
遠志明,電視政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
一九九一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信主,一九九
二年入讀美國改革宗神學院，一九九五年加
入《海外校園》事奉,一九九九年任神州傳播
協會總編導,著有《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信仰對話錄》、《老子與聖經》、《老子
原文與譯文》、《信仰隨筆》、《神州懺悔
錄》等書，編導電視片《神州》、《十字
架—耶穌在中國》和《福音》。
1
2
3
4
5
6

認識耶穌
信靠耶穌
跟隨耶穌
幸福的人生
成功的人生
信徒在世界

7 上帝在中國
8 捨棄就得著
9 有的還給他
10 耶穌的入世
11 耶穌的受難
12 耶穌的復活

神州傳播協會產品訂購單
(2008 年 10 月)
訂購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碼:_______

收貨人資料 (若與訂購人不同)：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碼:________

付款方式 (美國以外請用信用卡)：
○

支票 / Money Order
抬頭請寫: China Soul
) VISA
(
) Master
○ 信用卡: (
(
) Discover ( ) AMX
信用卡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_______月
_______年

訂購辦法：
請將訂購單與支票寄至：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P.O. Box 1600, Rohnert Park, CA 94927
電話訂購：(707)585-9588
傳真訂購：(707)585-9581
網上訂購：www.chinasoul.org
洽詢 E-mail: info@chinasoul.org
1.產品單價已包含美國國內運費和銷售稅。
美國以外郵費另加。
2.除 2008 年最新佈道培靈 DVD 系列以外，
所有音像產品每種購買 5 套以上，8 折優惠。
3.電視片《神州》VHS 錄像帶，有 3.5 小時
完整版(國語或粵語)與 1.5 小時精華版(國
語發音，中英文字幕)，免費贈送，請來電
索取，運費自付。
4.《十字架原始資料選編》半價優惠$7.50，
無折扣。

數量 單價 折扣 總額
產品名稱
2008年最新佈道培靈DVD系列 (2片裝)
無
DVD 張路加《擴張你的帳幕之地》(12集)
套 $30
DVD 馮秉誠《我們是神的見證》(上集)(12集)
無
套 $30
DVD 馮秉誠《我們是神的見證》(下集)(15集)
無
套 $30
無
DVD 遠志明《到耶穌這裡來》(12集)
套 $30
《福音》(3.5小時)
DVD 中文版（2片）
套 $20
DVD 英文版（2片）
套 $20

DVD 粵語版（2片）

套

$20

VCD 中文版（4片）
套 $20
《十字架 - 耶穌在中國》(4小時)
DVD 中文版 （2片）
套 $15
DVD 英文版 （2片）
套 $15
VCD 中文版 （4片）
套 $15
VCD 《十字架原始資料選編》（6片）
套 $7.50 無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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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小時)
DVD 中文版 （2片）
套 $15
VCD 中文版 （4片）
套 $15
錄像帶 VHS 國語版 / 粵語版 （4盤）
套 免費贈送，運費自付
《神州》精華版 (1.5小時)
DVD 中文版 （1片）
套 $10
錄像帶 VHS (國語發音，中英文字幕)（1盤）
套 免費贈送，運費自付
馮秉誠見證佈道系列《信仰科學人生》(15小時)
VCD 1-15集 （15片）
套 $30
CD 1-15集（15片, 簡裝）
套 $20
錄音帶1-15集 （8盤）
套 $20
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我為什麼信耶穌》(12小時)
VCD 1-12集 （12片)
套 $25
CD 1-12集（12片, 簡裝）
套 $20
錄音帶1-12集 （6盤）
套 $20
其它見證佈道系列
VCD 洪予健《永恆的呼喚》（12片）
套 $25
VCD 范學徳《我為什麼願意成為基督徒》(12片)
套 $25
VCD 劉同蘇侯君麗見證佈道系列(12片,簡裝)
套 $23
VCD 張伯笠《活出豐盛的生命》（7片）
套 $20
VCD 趙莉《榮耀神的人生》（5片, 簡裝）
套 $13
VCD 《獻身信仰—中國學人在美國》(5片)
套 $15
其它產品
DVD《拿撒勒人耶穌》中文版 (6小時，4片)
套 $35
DVD 卡拉OK《主啊我讚美你》（1片）
套 $10
VCD 卡拉OK《主啊我讚美你》（2片）
套 $10
書《神州懺悔錄》繁體版
本 $10

購買總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