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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愛主更深」湧在心頭，我們這不完全

的人常比較愛自己、較多愛自己、甚至專愛自

己，怎可能愛主更深？但主愛的激勵、主愛的澆

灌，使我們飽嚐主愛且能有此心願，怎能不感

恩？怎會不愛主? More Love to Thee

切願深愛我主，愛主更深，

我心向主傾吐，願主聽聞，

求主安慰我苦，導我深愛我主，

愛主更深，愛主更深。

當願意每日親近主，奇妙的主作那美善的

工，讀主的話與向主傾訴中，我們的主更深的在

我們生命中祝福，渴慕愛祂、甘心愛祂，有甚麼

比這是更美的祝福？我們奔波、我們關懷、我們

作各樣的工，這些都不能取代我們愛主、親近

主、讀主的話、向主的禱告。主的話在我們需要

的時刻顯在我們的思維中，安慰我們、調整我

們、賜我們盼望、給我們平安，何等的寶貴！有

時候人的話佔滿我們的心，神的話無處可容，以

致其中的辛苦或許已有精煉過的人現在可以意

會。但願主真在我們的心作王，主的話深藏我們

的心，我們不迷失、不慌亂，在今世倚靠祂的過

程中，我們不後悔，我們是越跟隨越喜樂、越感

恩、越有勁，靠主成為祂榮耀的見證。

苦難之中，叫我更愛我主，

因主為我眾罪，受苦受死。

主阿我今情願，更加深愛我主，

愛主更深，愛主更深。

主啊，賜福我們，不叫我們的心被世界所吸

引，不叫我們的心在忙亂痛苦中迷失；讓我們的

心被祢吸引，愛主更深，在祢的愛中我們的心安

穩，我們的心渴慕祢的話，祢的話導引我們，祢

的話充滿我們，繼續賜福我們攀登祢恩惠高嶺，

歌頌祢永遠的愛，享受祢永不止息的愛！

士每拿聖經影視教材第二十套「一般書信」

終於出爐了。每一期通訊我們的董事謝文杰長老

作新課程的簡介，盼望藉此激起弟兄姊妹一睹新

課程之心，樂意更多學習。我們教材至今已涵蓋

了所有聖經各書卷，希望能繼續出版一些重要書

卷的DVD，求主帶領我們前行的路，賜我們講

員、同工、經費及愛慕主話語的讀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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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一）：基督論、救恩論》  主講：周學信老師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課程內容：十片VCD。每片約兩單元各三十分鐘，共二十單元；簡體的中文字幕。

55

《教會歷史》  主講：蘇文峰牧師
    Church History

 課程內容： 八片VCD。每片兩單元各三十分鐘，共十六單元；簡體的中文字幕。

44

《家庭生活》  主講：李秀全牧師、李林靜芝師母
 
 Family Life

 課程內容：八片VCD。每片兩單元各三十分鐘，共十六單元；重點中文字幕。

33

《先知書概論》  主講：謝文杰老師
   Major and Minor Prophets

 課程內容： 十九片VCD。每片兩單元各三十分鐘，共三十八單元；簡體的中文字幕。

88

《基本要道》  主講：李悌華傳道
 Basic Doctrine

 課程內容： 十五片VCD。每片兩單元各三十分鐘，共三十單元；簡體的中文字幕。

22

《摩西五經》  主講：梁潔瓊院長
 Pentateuch

 課程內容：十五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三十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77

《中國教會史》  主講：蘇文峰牧師
 Chinese Church History

 課程內容： 十三片VCD。 前十二片，每片兩單元各三十分鐘， 共二十四單元；簡

體的中文字幕。

11

《詩篇與智慧書》  主講：賴建國老師
 Psalms & Wisdom Books

 課程內容：十三片VCD。每片兩單元各三十分鐘，共二十六單元；簡體的中文字幕。

66



《聖經導讀》  主講：饒孝榛老師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課程內容： 共十一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二十二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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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主講：黃子嘉牧師
 Romans

 課程內容：  共十五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三十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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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導論》  主講：潘秋松牧師
 Pauline Epistles

 課程內容： 共十五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三十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1313

《使徒行傳》  主講：魏啟源老師
 Acts

 課程內容： 十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二十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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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二）：末世論》  主講：周學信老師
 Eschatology

 課程內容：十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二十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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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歷史書(上)—從約書亞到所羅門》  主講：陳一萍老師
 Old Testament History (I)

 課程內容：十一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二十二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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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主講：陳宗清牧師
 Gospel of Matthew

 課程內容：十八片VCD。含95個經文段落，全部教材約十八小時；簡體的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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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主講：潘秋松牧師

 Gospel of John
  課程內容：共十五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三十課；簡體的中文字幕。

1616
《舊約歷史書（下）》  主講：賴建國老師
 Old Testament History (II)

 課程內容：共十三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二十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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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願意奉獻 

 □一套VCD/DVD (建議奉獻美金30元)

 □二套VCD/DVD (建議奉獻美金60元)

 □三套VCD/DVD (建議奉獻美金90元)

 □五套VCD/DVD (建議奉獻美金150元)

 □十套VCD/DVD (建議奉獻美金300元)

 □為同工生活費 元

 □為辦公行政費 元

 □其他 元

□ 請寄VCD/DVD    ＊1∼18為VCD；19∼20為DVD　舊約5套 新約7套        

請代禱支持，謝謝您！

1.可上網www.smyrnasrci.net下載申請表

2.請加郵費：三套以下5元；三至六套8元；七套及以上10元

《啟示錄》  主講：潘秋松牧師
Revelation

       課程內容：本課程共十五片VCD，每片兩課各三十分鐘，共三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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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國教會史  (13片)
□ 2.基本要道系列  (15片)
□ 3.家庭生活系列  (  8片)
□ 4.教會歷史  (  8片)
□ 5.系統神學 (一)  (10片)
□ 6.詩篇與智慧書  (13片)
□ 7.摩西五經  (15片)

□ 8.先知書概論  (19片)
□ 9.馬太福音  (18片)
□10.舊約歷史 (上)   (11片)
□11.系統神學 (二)  (10片)
□12.使徒行傳  (10片)
□13.保羅書信導論  (15片)
□14.羅馬書  (15片)

□15.聖經導讀 (15片)
□16.約翰福音  (15片)
□17.舊約歷史(下)  (13片)
□18.啟示錄  (15片)
□19.系統神學 (三)  (5片DVD)
□20.一般書信          (8片DVD)

□ 請寄mp3      系列名稱

《系統神學（三）：教會論、聖靈論》  主講：周學信老師
Ecclesiology &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課程內容：《教會論》約5小時，分成10課，兩片DVD。《聖靈論》約8.5小時， 

  分成20課，三片DVDs。

《一般書信》  主講：吳存仁老師 (華神老師)
General Epistles

這系列含括《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 

 《猶大書》，以及《啟示錄》。一般基督徒對這些書信的背景資料大 

 多缺乏了解，也涉獵不深。吳老師針對每本書的作者，讀者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重要  

 性以及正典的緣由，主旨大綱以及核心的勸勉信息等等，都做了深入的探討。針對一些  

 關乎重要神學議題的經文，吳老師更進一步做詳細的解說。這系列的教材可以幫助弟兄  

 姊妹對每一本書有個整全的概念，對一些困難的經文，也能有較中肯的認知；也可以拿  

 來做查經時的背景資料。

 課程內容：本課程共八片DVDs，共約15小時，分成30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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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主講：吳存仁老師 (華神老師)

這系列含括《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書》，  

新產
品

新產
品

 《猶大書》，以及《啟示錄》。一般基督徒對這些書信的背景資料大 

 ●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Smyrna Resource Center, Inc.（抵稅奉獻收據將會寄給您)

 ●   每次索取各系列以一套為原則，若需超過，請說明，另議。申請者請務必   

 提供中英文名字、電話、地址、和email以利作業及聯繫。

 ●  台灣地區請郵政劃撥18442991，帳戶：財團法人基督教靈友堂（台北市泰順 

 街39巷28號）請註明為吳保星牧師宣教事工，以便開減稅收據。索取VCD， 

 請填寫清楚資料，傳真張美雲姊妹 (07)531-1390，手機0927-706-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