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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見證大會圓滿落幕
由神州傳播協會和灣區華人春令會聯合舉
辦的“一代人的見證”大會，已於 2008
年 12 月 8 日在舊金山圓滿落幕。
正式報名參加大會的大陸傳道人和同工共
360 人，周六晚上福音見證晚會大約 3300
人出席，周日晚上生命復興晚會大約
2400 人出席。
周六上午，來自大陸的迦南詩歌作者小敏
，演員孫海英、呂麗萍、遠征，牧師金明
日、崔權和黃磊，企業家團契領袖趙曉，
作家余杰和王怡，分享了他們牧養教會、
生命更新、作光作鹽的感人見證，令大家
又是掌聲，又是眼淚。聼著他們的信息，
太平洋此岸與彼岸的教會連接在一起，海
内與海外信徒的心一起跳動。
七個專題討論——靈命成長、教會建造、
福音使命、神學教育、大陸教會、文化使
命、社會責任——時間短促，但是内容豐
富，各位主持者都作了很好的歸納。願意
進一步了解，可在網上與主持者溝通。進
入www.chinasoul.org一代人的見證大會
專欄即可。
周六晚上十幾位海外傳道人與國内基督徒
爲主作見證，包括劉同蘇、胡元琦、趙莉
、孫海英、呂麗萍、孫波濤、高偉川、邱
林、寧子、小敏、蘇百達、范學德、張伯
笠、遠征、徐志秋、馮偉、張志剛、劉欣
如、遠志明，最後有 153 位慕道友決志信
主。

主日崇拜中邊雲波弟兄以“患難與共”為
題，講了一篇震撼人心的道。“我們若不
能在地上彼此饒恕，將來在天上何顏相見
？我們若不能在基督裡合而爲一，何談在
祂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這
位瀕臨死亡又被主留下來的老弟兄，向一
代傳道人發出肺腑之言。
主日下午，全體與會者一起來到太平洋海
邊，列成長長的四排隊伍，面朝太平洋彼
岸的祖國，同心合意，流淚禱告。這時，
在前方，在遼闊的海面上空，陽光穿透烏
雲，灑下一條長長的金色光帶，與禱告隊
伍平行。這條光帶伴隨著禱告，持續了一
個多小時。當禱告結束時，輝煌的太陽，
整個噴薄而出，燦爛而溫柔的陽光灑落在
每一個祈禱者身上。直升飛機航拍了海邊
禱告全程。
主日晚上的生命復興晚會，也有十幾位傳
道人見證，包括王峙軍、屈儆聆、孫新民
、杜微微、阿蘭、洪予健、祝健、小敏、
劉明耀、熊焱、劉欣如、周小安、張路加
、龔明鹏、唐侃、華欣、遠征、馮秉誠，
最後有 21 人立即獻身侍奉主，137 人願
意在主呼召時會將自己全然獻上。
禱告會、分享會和兩場大型晚會，均由
CCNTV 網路直播到中國大陸，收視率高達
兩萬。大陸弟兄姐妹們同步收看後激動萬
分，說沒想到能夠同時看到這麽多熟悉的
講員同台榮耀神！
這次大會最重大的意義，是這些年來一直
各自各方殷勤侍奉主的大陸傳道人，都放

下自己，聚集一堂，共述主恩。這件事本
身，就成了一代人的集體見證。傳道人之
間也有機會或深入交通，或相互激勵，或
彼此認罪。大會絕大多數人還形成了一個
《舊金山共識》，面對劇烈轉型的時代，
表達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看見和我們的祈
禱。
這次大會得以召開，完全是神自己的帶領
；這次大會達到如此果效，更完全是神的
恩典。我們原來的意思，只是要拍攝《彼
岸》電視片：與其四處去採訪一個個大陸
傳道人，不如把他們一齊請來。後來又想
，這麽多大家熟悉的講員既然來了，何不
召開福音和培靈聚會？一步一步，神的異
像引導我們，直到達成祂的旨意。
感謝灣區華人春令會的眾同工們，還有各
教會的幾百位大會服侍同工們，沒有他們
的忠心擺上，這次大會是不可能召開的。
也感謝眾教會的牧長們，不僅全力支持這
次大會，還有十幾位，專程從不同教會趕
來，同心合意為大會禱告。
當然，更要感謝許多屬靈前輩們，沒有他
們就沒有我們。特別是《海外校園》蘇文
峰鄭期英夫婦，十幾年來一直關注、關懷
和幫助我們成長。還有天道福音中心容保
羅牧師，兩場晚會為我們祝福的于力工、
王永信牧師，全程參加大會的《使者》總
幹事周大衛牧師，等等。求主親自記念每
一位在主的國度裡扶助我們這一代人的祂
的僕人們。
在這感恩的時刻，我們更不會忘記那些將
生命獻給中國的西方傳道士們。他們的血
為我們而流，如今也流在我們這一代中國
傳道人身上。
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聖父聖子聖靈三位
一體的獨一真神！阿們！

附錄之一
大會共出三套 DVD：
第一套是周六晚上福音見證晚會的多機專
業錄影，大約三小時。
第二套是周日晚上生命復興晚會的多機專
業錄影，大約三小時。
第三套是白天所有節目，包括週五晚上禱
告會，周六上午見證分享會，主日講道和
海邊禱告。
預計 20 天內完成製作。有需要者可以預
購，每套 15 美元（含美國國內郵費和稅
金）。
電話：(707) 585-9588；
傳真：(707) 585-9581；
Email：info@chinasoul.org

附錄之二
大會財務細節尚未完成，大概情況如下：
花費：大約 22 萬美金
報名費收入：大約 6 萬美金
奉獻收入：大約 8 萬美金
虧缺：大約 8 萬美金
- - - - - - - - - - - - - - - - - -

產品訂購/奉獻單
○ 我要訂購現場錄像 DVD (每套 15 美元)
12 月 6 日周六福音見證之夜 _____套
12 月 7 日周日生命復興之夜 _____套
白天見證分享，主日講道和海邊禱告___套
○ 我有感動為此次大會奉獻 ______美元
付款方式：
○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oul
○ 信用卡：(不受理 Debit Card)
VISA、Master、Discover、AMX
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______月 ______年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州傳播協會產品訂購單
(2008 年 12 月)
訂購人 / 機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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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產品需購買 5 套以上享有批發優惠。
2.從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批發優惠折扣定
為六折，郵費另加。
3.收到貨後，請於 30 日內付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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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費自
付。
5.《十字架原始資料選編》現在批發價每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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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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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30
DVD 馮秉誠《我們是神的見證》(下集)(15集)
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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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價格$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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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價格$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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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價格$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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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

$

運費

$

購買總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