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迴響
Dr. Barry Chant牧師

吳宣倫博士

澳洲泰柏神學院創校校長

美藉華裔科學家

「一 開始我有很多疑問，但看完電影，我所有疑問都得到解答。所有
的可能性中，最大可能就是挪亞方舟。電影突出了《聖經》和福音可
信性的訊息。在我多年教書生涯中，常被問到《聖經》是否真是上帝
的話？《聖經》故事是否真實可信？對於這些人，這齣電影定會讓他
們重新思考。」

「這是一套非常好的電影，探索過程絕不簡單，而且令人感動！有人
說，深藏在雪山上的大型木結構是UFO，即是＂Unclassifed
Frozen Object＂，但我認為很可能是IFO，即＂Identified Frozen
Object＂，因為聖經明確地記載著，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讓我們知
道方舟是歷史事實。」

Dr. Greg Clarke

蔡幸昇牧師

澳洲聖經公會總幹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直教會主任牧師

「挪亞和大洪水的記載是世人最為熟悉的《聖經》記載之一，它表達
了上帝對世界的關注、對人類拒絕祂美好創造的憂傷，以及祂的救贖
美意，就是拯救那些憑信心轉向祂的人。現今世人十分關注天災、恐
怖主義，擔心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看這齣電影，就是回顧歷史、思想
明天的好機會。」

「這是一部非常有意義的電影，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而且這不是一
次兩次，是連續6、7年這樣，所以很能夠激勵我們傳福音。」

「國家地理2010十大考古發現」

吳宗文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

蘇穎智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主任牧師
「當我看畢這套新的電影時，我發覺有些層面豐富了，是我過去未曾
接 觸 到的。就 是引用了哈 佛大 學的 考 古 學 博 士、南 方 神 學 院 院 長，
與 及一些 專家，讓 他 們以自身的專 業 意 見，去評 論 這 些被 發 掘的東
西 究 竟 是 甚 麼。這 件 事 情，我 認 為 值 得 用上我 們的禱告去支 持、去
鼓勵他們。」

「這齣電影比較多篇幅著重在方舟的探索上，不過前後的敍述、專家
的意見，為探索方舟做了一個時空的定位，探索方舟經歷了七年的時
間，起初是南亞海嘯、之後是日本地震和海嘯，將這個探索人類古文
明的傳說帶到今日，原來在今日天災人禍非常之頻繁，地震海嘯非常
多的世代裡，方舟所隱含的現代屬靈意義，對現代人有很大的提醒。」

柳鎮平牧師
國際百夫長事工總裁

林以諾牧師
香港阡陌社區浸信會牧師
「我覺得整個電影的信息很清晰，讓全球看這套電影的人會見到末世
真的 很 近，讓 非 信 徒 有一 種 看 法，聖 經 是 真 實的，不 是 一 個 神 話，
我們的信 仰是 在真實的歷史下，不 信的人 要 快 些 信耶 穌，信的要 趕
快傳福音。」

陳歐陽桂芬女士
以勒基金總幹事
「這齣電影裡，我看到最感動的是文輝、Fiona、祥哥，他們都不是爬
山專家，特別文輝有高血壓、Fiona車禍之後，但他們那份熱切、為神
作工的心，確令人感動。登上亞拉臘山的危險性是很高的，特別在火
山石上攀爬，是拿性命去搏的，可是，為何他們仍如此拚命來為主上
路﹖其實我們能有機會如此表達對神的回應，是很大的恩典，探索隊
這份對生命的熱切會否挑旺你呢？可否成為你傳揚福音的基礎呢？」

「這次看到這套電影很受感動，看到探索隊員的委身，以生命去拼
搏，我覺得基督徒在這個末世的時候，每一個都要儆醒，落力傳
福音，所以希望所有的教會，所有的弟兄姊妹，知道耶穌基督來
的日子越近了，我們每一個都要落力、不懶惰，要儆醒、奉獻金
錢、奉獻時間，與及多點代禱，帶領更多的人參加佈道聚會。」

王祖祥牧師
馬來西亞神召會中文總監
「上帝借方舟提醒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該把握機會，廣傳福音，
讓大家更相信耶穌基督。教會牧師們要提醒會眾去關心靈魂，去愛
靈魂，所以我們應該支持這個影音使團，在世界各地傳福音，在禱
告上經濟上支持他們。」

我們鼓勵全港教會、學校及工商機構以戲院包場作佈道平台，
透過電影積極帶領家人及親友歸主。
電影包場佈道專線 ︰ 2209 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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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視的末世警號
不得不傳的福音信息

電影內容
本片籌備與製作長達七年，片中詳盡紀錄了華人方舟探索隊最驚心動魄的經歷。
土耳其亞拉臘山在當地稱為「痛苦之山」，是聖經記載挪亞方舟在大洪水過後停泊的所在地，千百年來，亞
拉臘山被視為探險家的尋夢園，過去為數不少的探險家登山尋找方舟，最終一去不回，令這個冰封山嶺成為
聞風喪膽的英雄塚。
一隊甘願冒死的中國探索隊，攀上超過4000米的亞拉臘山雪嶺上，地震、雪崩、雷擊、隨時會在亳無預兆下
出現。加上高山地區空氣稀薄，山路陡峭崎嶇，要登山進行探索是意志和體力的挑戰，經過一幕幕寒山雪嶺
上驚心動魄的經歷，一段段與大自然角力面對死亡衝擊的威脅後，最終發現多個冰封絕嶺的巨型木結構間隔，
並親眼看見令人震懾的景物，此發現隨即登上國家地理雜誌的「國家地理2010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一個全球關注的課題
一套屬於全世界的電影

李耀輝先生

一個全人類必需面對的真相
歷史上首隊華人探索隊成功拍攝
藏於亞拉臘山4000 多米雪嶺中的木結構：
木間格、木樓梯、動物圍欄、古代器皿，
相信是挪亞方舟遺骸！
電影《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將登陸全球
影像證據絕密曝光
挪亞方舟被發現是繼基督復活，另一項最震撼的事件，
是極具影響力的傳福音課題，獨有的時代警號，
將改變全球人士對《聖經》的觀念。

前英軍體能訓練教官
方舟探索隊成員

電影製作感言
袁文輝先生

影音使團總幹事
資深福音電影監製 /方舟探索隊成員

「這電影是按著上帝的時間表
和心意去寫，祂才是這電影的導
演。很高興我能參與這齣電影的
製作，這亦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
製作，我期望這齣電影可以去到
全世界，發揮佈道的
果效，祝福每
一個民族。」

「挪亞方舟是上帝在人類歷史上留
下的Master Piece(傑作)，如果能夠
找到方舟，就能使人更明白《聖經》
和上帝，我們期盼藉電影叫人相信吩咐此
挪亞建造方舟的上帝。」
「方舟探索讓我經歷了人生中
最大的挑戰，如果不是從神而
來的感動，祂親口對我說我是被
差派出去的，我一定不會去拿起
監製︰袁文輝
這苦杯，但神的感動與愛大大的充
導演︰楊永祥
滿我，讓我流著淚，笑著回應神說︰
劇本︰楊永祥
製作︰影音使團、艷陽國際 『我願意！』」

梁藝齡

基督徒藝人
方舟探索隊成員

楊永祥先生

資深傳媒人
《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導演
方舟探索隊成員

「第一次上山回來後，我便發現身
體起了變化，檢查結果是淋巴癌第
四期！雖然身患絕症，但這兩年我沒有
放下上帝給我的任務，反而繼續上山探
索，因為我深信是神要我去的，祂一定
會保守，就算這在人看來是不合邏輯、
沒有可能的，祂一樣可以成就，就好像
祂成就了這電影一樣。」

電影《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
全球巡迴佈道運動經已展開
電影剛於澳洲悉尼歌劇院、香港亞洲博覽館，
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首度播放，接觸逾萬人，
並計劃於11月在台灣、中國、南韓、日本、印尼
等十多個國家進行電影全球巡迴佈道運動，盼
望能於電影院內，藉著方舟讓觀眾對基督教信
仰及聖經真實性有更深入的認識，目標最少三
萬人歸主。
懇請你按感動奉獻回應及支持《挪亞方舟驚世
啓示2》全球巡迴佈道運動，在上帝感動我們的
同時，也同樣加倍感動你。

從戲院到香港大球場，從睇戲到決志
戲院大球場一票通
呼籲全港信徒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入戲院
觀賞電影《挪亞方舟驚世啓示2》及出席10月23日
香港大球場《方舟千奇百趣》音樂見證佈道會

決志歸主

10月6日
全港各大戲院隆重獻映

鼓勵全港教會、學校及工商機構以戲院包場作佈道平台
電影包場佈道專線︰2209 6280

凡包場單位方可優先獲取
「方舟千奇百趣」香港大球場音樂見證佈道會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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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森美、衛詩及
一眾基督徒演藝人
大玩超級千奇百趣
大會講員：
美籍華裔科學家吳宣倫博士
笑談「聖經•方舟•UFO」

天使心計劃回應表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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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下列表格連同存款收據，寄回影音使團總辦事處或傳真至2763 0570

計劃會員可獲4款禮品

我願意參加「天使心計劃」成為會員
( 每月定期奉獻支持7大平台基本營運及同工薪酬 )

每人每月$300支持影音使團7大平台基本營運及同工薪酬

$300

「天使心計劃」為影音使團唯一定期奉獻計劃，支持7大平台基本營運、薪酬及《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全球
巡迴佈道運動。盼望透過天使心會員的定期奉獻，讓福音事工能持續發展，有穩定人力資源開展事工。

$500

請於合適

內劃上

$1,000

或以上$ ＿＿＿＿＿＿＿＿
我願意一次過奉獻支持《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全球巡迴佈道運動
$5,000
$10,000
$30,000
或以上$ ＿＿＿＿＿
新會員個人資料
姓名：（中）＿＿＿＿＿＿＿＿＿（英）＿＿＿＿＿＿＿＿＿＿＿＿＿＿＿＿
身份証號碼：＿＿＿＿＿＿＿＿＿＿＿＿＿＿＿＿＿ 性別：＿＿＿＿＿＿＿
通訊地址：＿＿＿＿＿＿＿＿＿＿＿＿＿＿＿＿＿＿＿＿＿＿＿＿＿＿＿＿＿
＿＿＿＿＿＿＿＿＿＿＿＿＿＿＿＿＿＿＿＿＿＿＿＿＿＿＿＿＿＿＿＿＿＿

贈品1
水晶立體方舟飾物盒乙個

聯絡電話：＿＿＿＿＿＿＿＿＿ 電郵：＿＿＿＿＿＿＿＿＿＿＿＿＿＿＿＿＿
職業：＿＿＿＿＿＿＿＿＿ 所屬教會：＿＿＿＿＿＿＿＿＿＿＿＿＿＿＿＿＿

別緻的方舟外型，配上水晶作點綴的飾物盒，
可作傳福音禮品之用。

指定取《天使心》月刊的OK便利店店舖號碼：＿＿＿＿＿＿＿＿＿＿＿＿＿＿
奉獻方法
信用卡（可直接傳真至2763 0570）

VISA

MasterCard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英文正楷）：＿＿＿＿＿＿＿＿＿＿＿＿＿＿＿＿＿＿＿＿＿＿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月 / ＿＿＿＿＿年（最少兩個月內有效）

贈品2

簽署日期：＿＿＿＿＿＿＿＿＿＿ 簽署：＿＿＿＿＿＿＿＿＿＿＿＿＿＿＿

馬灣方舟多媒體博覽館
全年通行證
方舟多媒體博

覽館全年通
NOAH’S ARK 行證
EXPO
ANNUAL PASS

自動轉賬（授權書將稍後寄上）（只適用於每月定期奉獻）
繳費靈PPS：致電「繳費靈」電話18013登記，登記完成後請致電18033，

贈品3

《天使心月刊》

按指示輸入閣下之電話號碼或#天使心編號，輸入奉獻金額及記下付款編號。

贈品4

或可登入網站www.ppshk.com ，進行網上捐款。

「創世電視」精選DVD

( 定期送上 )

影音使團的繳費靈商戶號碼為「9445」
PPS付款編號：＿＿＿＿＿＿＿＿＿＿＿＿＿＿＿＿＿＿＿＿＿＿＿＿
閣下之電話號碼 / 天使心編號：＿＿＿＿＿＿＿＿＿＿＿＿＿＿＿

Fiona Leung
梁藝齡

奉獻日期：＿＿＿＿＿＿＿＿＿＿ 金額總數：＿＿＿＿＿＿＿＿＿
每月繳款後，請將閣下之天使心會員編號及上列資料郵寄或傳真到影音使團辦理
（如以傳真之資料，切勿郵寄以免重覆。）

通行證編號：

AA10111234

0001

影音使團為註冊慈善團體，捐獻HK$100或以上可憑收據於香港申請免稅。
需要奉獻收據
可於有效期內免費進入多個展館，
及以優惠價購買門劵。

全年超過100個福音專題，緊貼社
會最熱門的話題，助你隨時隨地與
人分享福音，為生命帶來新希望。

節錄創世電視台的重點節目，內容
涵蓋不同的範疇，讓你隨時與家人
觀看精彩福音節目。

天使心會員熱線：3108 6012
備註：#天使心編號將於收到填妥之參加表格兩星期後發出。
收到填妥之表格一星期內，將有專人聯絡核實以上資料。
所有個人資料只供上述計劃及其相關活動使用。

影音使團總辦事處：九龍觀塘鴻圖道19號富登中心22樓
天使心會員熱線：3108 6012 傳真：2763 0570 電郵：info@media.org.hk
影音使團網址：www.media.org.hk 天使心網址：www.media.org.hk/angelheart
創世電視網址：www.creation-tv.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