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編號：

區/

家團：
電話：

訂購人

姓名：
電郵：

請選擇提取地點 (只可選一個)：

 c 茘灣花園            c 俊匯中心 c 元朗永富閣

B10050 曠古絕今的聖經 特價$4.0 現場免費贈送

B10052 歷史中的耶穌基督復活了 特價$4.0 現場免費贈送

B10115 絕地重生 特價$4.0 現場免費贈送

B10119 末日序幕戰 特價$4.0 現場免費贈送

B10142 疫戰世紀 特價$4.0 現場免費贈送

B10043 神家詩歌(五) 特價$2.0 $1.0

B10014C 福音使者裝備(三)教會開荒建造進程 $2.0 $1.0 !

B10021 生命之路　約翰福音輔讀(中) $15.0 $1.0 !

B10022 生命之路　約翰福音輔讀(上) $10.0 $1.0 !

B10470 神家詩歌(十) (大字版) 特價$5.0 $1.0 !

B10025 愛的默念(大)（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40.0 $5.0 !

B10030 心連心的約會 $25.0 $5.0 !

B10038 神人永遠安息之所──家的實質 $20.0 $5.0 !

B10039 神人永遠安息之所──家的恢復 $20.0 $5.0 !

B10046 得勝與超越的生命 $20.0 $5.0 !

B10047 奇妙的結連與幸福 $20.0 $5.0 !

B10100 榮耀的救贖 $20.0 $5.0 !

B10101 天程寶訓(一) $20.0 $5.0 !

B10102 天程寶訓(二) $20.0 $5.0 !

B10105 復興的呼聲 $20.0 $5.0 !

B10279 進入主的戀慕 $30.0 $20.0

B10276 屬靈的智慧與悟性 $40.0 $30.0

B10472 享受基督是我的生命 $40.0 $30.0

B10475 信徒成長路(4)守住所信的道 $50.0 $40.0

B10648 建造全城全地合一相愛的教會 $20.0 $15.0

B10473 享受父和主從亙古的愛夢 $30.0 $20.0

B10536 專注進入神的心、祂的情愛、榮美、情感 $30.0 $20.0

B10580 被恩感的心靈 $30.0 $20.0

B10650 原罪、罪性的錯謬 $30.0 $20.0

B10395 深深經歷神‧與主情愛交流 $35.0 $25.0

屬靈書全線八折或以下

福音小冊子免費贈送

$1至半價區

絶版系列（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生命流秋季書展──訂購表格　

歡迎訂購，於秋季書展以現金付款後，我們便通知訂貨人於指定地點取書，請訂貨人憑單於

取貨限期內取貨。優惠書本（慈惠系列及特價品除外）限量發售，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零售價HK$
書展價

(八折或以下)
訂購數目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零售價HK$
書展價

(八折或以下)
訂購數目

B10489 信心的默想──進入真相、享受的橋（附MP3光碟） $35.0 $25.0

B10493 向神歌唱，湧流讚美、敬拜 $35.0 $25.0

B10500 短禱‧愛箭穿雲 $35.0 $25.0

B10532 深深經歷神‧與主情愛交流（2） $35.0 $25.0

B10482 從甜美日程的生活進入主的心底 $40.0 $30.0

B10541 記念耶和華的名‧享受神兒子的情愛和喜悅 $40.0 $30.0

B10548 瞻仰、默想與敬拜 $40.0 $30.0

B10565 起初原有的愛‧天上真良人的情歌 $40.0 $30.0

B10481 成長歷程．榮上加榮 $45.0 $35.0

B10564 活在主恩中，心靈釋放 $45.0 $35.0

B10590 重修建造大衛的帳幕，活出這時代主的託付 $45.0 $35.0

B10715 看見神的榮耀 $50.0 $40.0 新NEW

B10411 從永恆到永恆 $50.0 $40.0

B10601 至深無限幸福的聯合 $50.0 $40.0

B10603 現在的事和將來必成的的事 $50.0 $40.0

B10664 短禱‧進入與主同行的生活 $50.0 $40.0

B10554 主愛歷程‧宇宙七奇 $60.0 $45.0

B10563 神永恆的心意與雅歌屬靈進程 $60.0 $45.0

B10419 踏定教會路徑 $70.0 $55.0

B10547 合神心意的人追求的路 $70.0 $55.0

B10723 慈惠月曆 $30.0 買五送一 新NEW

B10722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過去現在將來 $100.0  不設折扣優惠 新NEW

B10139 今生的盼望 $40.0 $30.0

B10314 全人更新 $30.0 $20.0

B10425 默想神的屬性‧祢真偉大 $40.0 $30.0

B10071 愛的默念(一) (小) $15.0 $10.0

B10072 愛的默念(二) (小) $15.0 $10.0

B10428 甜美的日程 $18.0 $10.0

B10713 甜美的日程(大字版) $25.0 $15.0

B10569 享受永生 $9.0 $5.0

B10003 我們的信仰 $6.0 $4.0

B10281 願祢裂天而降 $40.0 $30.0

B10296 歸神為聖 $40.0 $30.0

B10332 生命再登高峰 $40.0 $30.0

B10606 神的統治與行政 $10.0 $8.0

B10325 我們起來建造吧！尼希米記概略 $50.0 $40.0

B10018C 家族跟主之路 $15.0 $10.0

B10082 神造人的目的 $15.0 $10.0

B10083C 得救的確據與穩妥 $15.0 $10.0

B10012 永久的平安 特價$4.0 不適用

B10013 給全球的信息 特價$4.0 不適用

B10120 奇妙的傑作            特價$5.0 不適用

B10539 誰主人生 $15.0 $8.0

歡迎即場預訂，享書展八折或以下優惠！

最新慈惠推介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零售價HK$
書展價

(八折或以下)
訂購數目

B10574 原來是愛 $15.0 $8.0

B10589 智慧根源 $15.0 $8.0

B10004 福音使者裝備(二)完備有效的信息 $12.0 $9.0

B10521 我有我天地 (寫給姊妹們) $25.0 $20.0

B10660 不一樣的結連 $30.0 $20.0

B10655 神家詩歌(十二)  (細)(增訂版) $10.0 不適用

B10680 神家詩歌(十三)  (細)(增訂版) $10.0 不適用

B10681 神家詩歌(十四)  (細)(增訂版) $10.0 不適用

B10656 神家詩歌(十二) (大字版)(增訂版) $15.0 不適用

B10719 神家詩歌(十三) (大字版)(增訂版) $15.0 不適用

B10720 神家詩歌(十四) (大字版)(增訂版) $15.0 不適用

B10035 服侍與捨命(簡) $8.0 $5.0

B10070 心連心的約會(簡) $20.0 $15.0

B10078C 愛的默念(一)(簡) $13.0 $10.0

B10079 愛的默念(二)(簡) $13.0 $10.0

B10080 神人永遠安息之所──家的實質(簡) $17.0 $10.0

B10081 神人永遠安息之所──家的恢復(簡) $17.0 $10.0

B10084 奇妙的結連與幸福(簡) $17.0 $10.0

B10085 得勝與超越的生命(簡) $17.0 $10.0

B10086 心靈立腳點(簡) $17.0 $10.0

B10295 福音使者的裝備(合訂本)(簡) $40.0 $30.0

B10333 給全球的信息──人生的奧秘(簡體畫冊) 特價$9.0 不適用

B10623 給全球的信息(簡體黑白版) 特價$4.0 不適用

B10441 從永恆到永恆(簡) $42.0 $30.0

B10439 信徒成長路(1)成了神家裡的人(簡) $42.0 $30.0

B10513 信徒成長路(2) 建立美好根基(簡) $42.0 $30.0

B10476 信徒成長路(3)進入更深的享受(簡) $42.0 $30.0

B10506 信徒成長路(4)守住所信的道(簡) $42.0 $30.0

B10570 享受永生(簡) $9.0 $5.0

B10544 誰主人生 (簡) 特價$7.0 不適用

B10575 原來是愛 (簡) 特價$7.0 不適用

B10632C 智慧根源 (簡) $15.0 $10.0

B10635C 但以理書 (簡) $50.0 $40.0

B10654 建造全城全地合一相愛的教會（簡） $15.0 $10.0

B10474 神家詩歌(十) (簡体) 特價$5.0 不適用

B10724 神家詩歌(十二)  (細)(簡) $10.0 不適用 新NEW

B10726 神家詩歌(十三)  (細)(簡) $10.0 不適用 新NEW

B10728 神家詩歌(十四)  (細)(簡) $10.0 不適用 新NEW

B10725 神家詩歌(十二) (大字版)(簡) $15.0 不適用 新NEW

B10727 神家詩歌(十三) (大字版)(簡) $15.0 不適用 新NEW

B10729 神家詩歌(十四) (大字版)(簡) $15.0 不適用 新NEW

B10581 Abba's Beautiful Heart: Enjoying the Deepest Affection of the Heavenly Father $40.0 $30.0

B10089 Assurance of Salvation $12.0 $8.0

簡體中文系列

外語系列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零售價HK$
書展價

(八折或以下)
訂購數目

B10094 Daily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8.0 $5.0

B10551 Deeply Experience God $40.0 $30.0

B10584 Enjoy Eternal Life $10.0 $8.0

B10671 Equipping Gospel Messengers 2 $12.0 $9.0

B10088 Everlasting Peace $8.0 $5.0

B10484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50.0 $40.0

B10076 God's Family Hymnal (1) $30.0 $20.0

B10037C Good News to the World $6.0 $5.0

B10044 Intimate Communion With God $23.0 $15.0

B10131 Live Out and Build the Household of God $15.0 $10.0

B10692 Love Song of Heaven and Earth $15.0 $10.0

B10553 Meditation of Love (1) $20.0 $15.0

B10568 Meditation of Love (2) $18.0 $14.0

B10602 Rebuild The Tabernacle of David $45.0 $35.0

B10270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Dickie $65.0 $50.0

B10636 Seven Wonders of the Universe $50.0 $40.0

B10693 Shepherd My Sheep $18.0 $10.0

B10552 Short Prayers - Arrows of Love Pierce Heaven $38.0 $30.0

B10585 Songs of Love $36.0 $25.0

B10691 Sweet Daily Living $10.0 $8.0

B10107 THE BIBLE: An Incomparable Book $8.0 $5.0

B10638 The End-time of Tribulation $50.0 $40.0

B10620 The Essence Of God's Family $30.0 $20.0

B10658 The Love in the Beginning - Love Songs of the True Beloved in Heaven $50.0 $40.0

B10621 The Path of Life $25.0 $20.0

B10663 The Restoration of God's Family $30.0 $20.0

B10582 The Son's Love and Delight $40.0 $30.0

B10093 Walking with the Lord $8.0 $5.0

B10707 給全球的信息(日文) $10.0 $8.0

B10718 給全球的信息(菲律賓文) $8.0 $5.0

B10687 Canciones de Amor (2) Himnario en Espanol（西文詩歌2） $36.0 $25.0

B10694 God's Beautiful Heart $30.0

B10690 You and I -- The Rich and The Poor我與你─貧富懸殊 $60.0

B10592 小思小詩．走過的日子 $70.0

B10685 小思小詩．風雨中上路 $45.0

B10637C 至美的心 (詩歌CD+專輯，簡體) $100.0

B10557C 留在心中的片段 $70.0

B10640C 請聽，這是我的故事 (CD+書) $150.0

B10610 磚廠‧加德滿都 $120.0

B10249 與主同行(筆記簿)  (5本) (數量以套為單位) $12.0 $10.0

B10721 神家日誌2018 $20.0 $15.0

訂購總金額： 訂購總數量： 0

筆記簿

慈惠系列 - 不

設折扣優惠

慈惠系列 - 不設折扣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