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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0 福音               作著      價格     數量 

T104 救恩與我 梁家聲 $ 0.50  

T105 生命初階 梁家聲 $ 0.50  

T106 無比的救恩 史伯誠 $ 1.50  

 

T200–A 真理小冊            作著      價格     數量 

T201 聖靈充滿的神聖目的 史伯誠 $ 1.00  

T202 「靈浸」的真理 史伯誠 $ 1.00  

T203 長老執事的意義和功用 史伯誠 $ 1.00  

T204 「按手」的真理 史伯誠 $ 1.00  

T205 「擘餅」的真理 史伯誠 $ 1.00  

T206 神的行政 史伯誠 $ 1.00  

T207 「按立」的真理 史伯誠 $ 1.00  

 

T200–B 靈命基礎           作著      價格     數量 

T210A 晨更指引 史伯誠 $ 1.75  

T210B Morning Watch Guide 史伯誠 $ 1.75  

T211 靈浸的目的、真理和經歷 史伯誠 $ 5.75  

T212 聖靈的水流–工作的三思 史伯誠 $ 5.50  

 

T200–C 信息類                  作著      價格     數量 

T220 那日子那時辰 史伯誠 $ 4.95  

T221 榮耀國度的異象 史伯誠 $ 2.95  

T222 雙倍的聖靈 史伯誠 $ 5.95  

T223 神兒子豐滿的見證 史伯誠 $ 6.80  

T224 看哪！神的羔羊 史伯誠 $ 2.95  

T225 追求進入神諸天之國 史伯誠 $ 3.10  

T226 目標和道路 史伯誠 $ 1.50  

 

T300–A 靈命追求               作著      價格    數量 

T301 靈程指引 莫林諾 $ 5.75 缺書 

T302 征服迦南 賓路易師母 $ 4.85  

T303 聯合與基督的死和復活 賓路易師母 $ 1.55  

T304 靈命的歷經與危機 蓋恩夫人 $ 4.25  

T305 從上頭得力的祕訣 慕安得烈 $ 4.55  

T306 永遠同在的祕訣 慕安得烈 $ 4.55 缺書 

T307 靈裏禱告的祕訣 慕安得烈 $ 4.55  

T300–B 靈命追求—史百克   作著     價格    數量 

T310 在基督的學校裏作門徒 史百克 $ 5.25  

T311 救贖八段 史百克 $ 13.00  

T312 神對人失職的反應 史百克 $ 8.95  

T313 上面來的呼召 史百克 $ 8.50  

T314 先知的職事 史百克 $ 5.85  

T315 聖城新耶路撒冷–教會的意義 史百克 $ 10.25  

S300–A 靈命進深—史百克   作著     價格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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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1 屬天道路的先鋒 史百克 $ 7.95  

S302 恢復神兒子豐滿的見證 史百克 $ 7.95  

S303 神奧祕事的管家（上冊） 史百克 $ 11.95  

S304 神奧祕事的管家（下冊） 史百克 $ 6.95  

S305 末世神的工作 史百克 $ 4.95  

S300–B 靈命進深             作著     價格    數量 

S308 敬拜的祕訣 慕安得烈 $5.00  

S309 代禱的祕訣 慕安得烈 $ 5.00  

S310 交通的祕訣 慕安得烈 $ 4.50  

S311 基督的靈 慕安得烈 $ 12.50  

S312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達祕 $ 5.75  

T300–C 靈命追求               作著      價格    數量 

T320 生命追求的祕訣（第一冊） 史伯誠 $ 4.95  

T321 生命追求的祕訣（第二冊） 史伯誠 $ 5.00  

T322 屬靈生命的脈動 史伯誠 $ 11.75  

T323 住在基督裏 史伯誠 $6.25  

T324 與神同行 史伯誠 $ 6.25  

T330 禱告的生命 史伯誠 $ 6.95  

T331 信心的禱告 史伯誠 $4.50  

T332 交通的禱告 史伯誠 $4.50  

T333 爭戰的禱告 史伯誠 $ 4.50  

T340 愛的經歷 史伯誠 $ 9.25  

T341 如何得著聖靈九恩賜 史伯誠 $ 12.75  

T342 聖靈內住的神聖經歷 史伯誠 $ 11.75  

T343 基督的十字架 史伯誠 $ 11.50  

T344 苦難的意義與達到榮耀 史伯誠 $ 12.95  

T345 寶血偉大的啟示和經歷 史伯誠 $ 12.95  

T400 研經釋經               作著      價格     數量 

T401 凡不因主跌倒的有福了–馬太 史伯誠 $ 15.95  

T402 人子來乃事要服事人–馬可 史伯誠 $  10.85  

T403 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路加 史伯誠 $ 17.95  

T404 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約翰 史伯誠 $ 16.75  

T405 聖靈的水流–使徒行傳釋義 史伯誠 $ 11.95  

T406 路得記伴讀 史伯誠 $ 2.50  

T407 雅歌概論 史伯誠 $ 6.95  

T408 何西阿書伴讀 史伯誠 $ 5.95  

T409 實行的天國 史伯誠 $ 5.95  

T410 羅馬書伴讀 史伯誠 $ 6.95  

T411 望斷以及於耶穌–希伯來書 史伯誠 $ 10.80  

T412 神旨意的完成–啟示錄信息 史伯誠 $ 7.95  

T413 讀經方法與解經原則 史伯誠 $ 12.75  

T500 傳記見證               作著      價格     數量 

T501 詩人與詩歌（第一、三集合訂） 史伯誠 $ 12.50  

T502 詩人與詩歌（第二集） 史伯誠 $ 15.50  

T503 倪柝聲殉道史 史伯誠 $ 12.00  

T504 Martyrdom of Watch Nee 史伯誠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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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05 中國聖徒血跡腳蹤 史伯誠 $ 11.75  

T506 郭顯德傳 史伯誠 $ 5.25  

T507 孟遜教士傳 史伯誠 $ 6.00  

T508 恩流錢塘—蕭山大復興之一 蕭山教會 $ 12.50  

T509 恩流信江—蕭山大復興之二 蕭山教會 $ 15.50  

 

T600 預言系列              作著      價格     數量 

T601 預言之光 史伯誠 $12.75  

T602 預言之光續一 史伯誠 $ 2.50  

T603 預言之光續二 史伯誠 $ 4.75  

T604 預言之光續三 史伯誠 $ 9.75  

T605 預言之光合購 史伯誠 $ 25.00  

 

T700 教會歷史              作著      價格     數量 

T701 中國基督教簡史 顧長聲 $ 12.95  

T900 詩歌                    作著      價格     數量 

T901 聖徒詩歌–紅、藍、綠 見證出版社 $ 28.50  

T901L 聖徒詩歌精裝本金邊皮面 見證出版社 $ 52.95  

T902 聖徒詩歌短詩集 見證出版社 $ 12.50  

T903 聖徒詩歌伴奏機（缺貨） 見證出版社 $120.00  

T904 聖徒詩歌套裝 見證出版社 $140.00  

T905 倪柝聲詩歌全集（三卷） 見證出版社 $ 24.00  

S906 插卡式聖徒詩歌伴奏機 代售 $250.00  

L100 福音               作者      價格     數量 

L101 到底有沒有神？ 張郁嵐 $ 2.50  

L102 耶穌是神的兒子嗎？ 張郁嵐 $ 2.50  

L103 聖經是神默示的嗎？ 張郁嵐 $ 2.50  

L104 福音見證﹝一﹞ 福音書房 $ 2.00  

L105 福音見證﹝二﹞ 福音書房 $ 2.00  

L106 福音見證﹝三﹞ 福音書房 $ 2.00  

L107 福音故事 張郁嵐 $ 5.50  

L108 基督與神 倪柝聲 $ 3.50  

L109 基督與基督教 倪柝聲 $ 3.50  

L110 基督與新生命 倪柝聲 $ 3.50  

L111 基督與基督徒 倪柝聲 $ 3.50  

L112 福音問題 倪柝聲 $ 3.50  

L113 如何傳福音 倪柝聲 $ 3.00  

L114 耶穌是誰？ 戴馬雷斯 $ 7.75  

L115 耶穌是誰？〔研讀指引〕 戴馬雷斯 $ 3.50  

L116 聖經可靠嗎？ 索斯 $7.75  

L117 聖經可靠嗎？〔研讀指引〕 索斯 $3.50  

 

L200         靈命進深         作者      價格     數量 

L201 正常基督徒生活 倪柝聲 $ 8.50  

L202 認識神的途徑 倪柝聲 $ 5.25  

L203 正常的基督徒信仰 倪柝聲 $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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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04 悟性的更新 倪柝聲 $ 3.50  

L205 眼淚 倪柝聲 $ 2.50  

L206 魂的得救 倪柝聲 $ 4.00  

L207 聖靈與實際 倪柝聲 $32.55  

L208A 神的福音﹝上冊﹞ 倪柝聲 $ 9.50  

L208B 神的福音﹝下冊﹞ 倪柝聲 $ 9.50  

L209 神救贖的計劃 麥頓諾師母 $ 4.75  

L210 得勝的生命 倪柝聲 $ 8.25  

L211 不要愛世界 倪柝聲 $ 6.25  

L212 門與路 倪柝聲 $ 1.60  

L213A 初信造就﹝上冊﹞ 倪柝聲 $ 8.75  

L212B 初信造就﹝中冊﹞ 倪柝聲 $ 9.60  

L213C 初信造就﹝下冊﹞ 倪柝聲 $10.50  

L214 基督是一切屬靈事物 倪柝聲 $ 3.50  

L215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倪柝聲 $ 9.50  

L216 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 倪柝聲 $5.75  

L217 這人將來如何 倪柝聲 $ 7.00  

S200 代售書籍                作者      價格     數量 

S201 渴慕神 陶恕 $ 8.95  

S202 超然的經歷 陶恕 $ 8.95  

S203 義人之根 陶恕 $ 8.75  

S204 受教的心 陶恕 $ 9.25  

S205 敬拜的真義 陶恕 $ 8.50  

S206 榮耀的人子耶穌 陶恕 $ 8.25  

S207 靠聖靈成事 陶恕 $ 9.25  

S208 無盡的一章 陶恕 $ 8.50  

S209 聖靈的大能 陶恕 $ 8.75  

S210 午夜的復興 陶恕 $ 8.95  

S211 勝過撒但 陶恕 $ 8.95  

S212 心意日新 陶恕 $ 17.50  

S213 聖靈全備的祝福 慕安德烈 $ 6.95  

S214 等候神 慕安德烈 $ 7.95  

S215 內在生活 慕安德烈 $ 9.50  

S216 住在基督裏 慕安德烈 $ 9.50  

S217 謙卑 慕安德烈 $ 9.50  

S218 十架寶血 慕安德烈 $ 10.50  

S219 寶血的能力 慕安德烈 $ 6.60  

S220 馨香的沒藥 蓋恩夫人 $ 7.50  

S221 純愛的凱歌 蓋恩夫人 $ 5.60  

S222 簡易祈禱法 蓋恩夫人 $ 4.30  

S223 蓋恩夫人的信 蓋恩夫人 $ 9.50  

S224 與神聯合 蓋恩夫人 $ 4.00  

S225 由死亡的生命 蓋恩夫人 $ 3.00  

S226 神的傑作 保羅班德 $ 10.95  

S227 神的形像 保羅班德 $ 10.95  

S228 禱告 哈列斯比 $ 10.95  

S229 標竿人生 華理克 $ 17.95  

S230 信徒快樂的秘訣 史哈拿 $ 10.95  

S231 與神同在 勞倫斯 $ 3.50  

S232 勞倫斯屬靈格言 勞倫斯 $ 2.50  

S233 汪佩真傳 陳福中 $ 11.60  

S234 不要照我的意思 慕安德烈 $ 8.95  

S235 新生命 慕安德烈 $ 13.95  

S236 全然成聖 宣信 $ 4.25  

S237 十字架的道路 曼德爾 $ 6.00  

S238 史百克傳 陳福中 $17.00  

S241 默想聖經人物 活泉 $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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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2 祈禱出來的能力 邦茲 $ 7.95  

L300 事奉系列                 作者      價格     數量 

L301A 主工人的性格 倪柝聲 $ 6.00  

L301B Character of the Lord’s Worker 倪柝聲 $ 9.00  

L302 教會禱告的職事 倪柝聲 $ 3.50  

L333 教會的事務 倪柝聲 $ 7.10  

L304 工作的再思 倪柝聲 $ 9.80  

L305 事奉殿呢事奉神呢 倪柝聲 $ 3.75  

L306 聖潔沒有暇疵 倪柝聲 $ 4.75  

L377 倪柝聲弟兄三次公開的見證 倪柝聲 $ 2.50  

L308 倪柝聲弟兄的禱告 倪柝聲 $ 2.50  

L309 禱告的工作 倪柝聲 $ 1.55  

L310 權柄與順服 倪柝聲 $ 3.85  

L311 神話語的職事 倪柝聲 $ 9.50  

L400 研經釋經               作者      價格     數量 

L401 讀經之路 倪柝聲 $ 5.00  

L402 讀經一年一遍 倪柝聲 $ 1.90  

L403A 默想撒母耳﹝上﹞ 陳則信 $4.00  

L403B 默想撒母耳﹝下﹞ 陳則信 $4.00  

L404 啟示錄–極峰的啟示 陳則信 $ 7.20  

L405A 默想啟示錄﹝上﹞ 倪柝聲 $ 8.50  

L405B 默想啟示錄﹝下﹞ 倪柝聲 $ 8.50  

L406 啟示錄要義 倪柝聲 $ 4.50  

L407 超越虛空–傳道書 赫戴維 $ 5.20  

L408A 聖經提要﹝一﹞ 倪柝聲 $ 4.80  

L408B 聖經提要﹝二﹞ 倪柝聲 $ 4.80  

L408C 聖經提要﹝三﹞ 倪柝聲 $ 4.80  

L408D 聖經提要﹝四﹞ 倪柝聲 $ 4.80  

S409 出埃及記 麥敬道 $ 14.95  

S410 利未記 麥敬道 $ 11.80  

S411 民數記 麥敬道 $ 14.50  

L700 文集系列              作者      價格     數量 

L701 倪柝聲文集第一輯（20 冊） 倪柝聲 $240.00  

L702 倪柝聲文集第二輯（26 冊） 倪柝聲 $336.00  

L703 倪柝聲文集第三輯（16 冊） 倪柝聲 $192.00  

L704 初信造就（3 冊） 倪柝聲 $28.85  

L705 聖經提要（4 冊） 倪柝聲 $ 21.50  

L706 十二藍全套﹝十二冊﹞ 倪柝聲 $ 55.00  

L707 屬靈人﹝三卷﹞ 倪柝聲 $ 27.25  

B800 聖經系列              作者      價格     數量 

B801 金邊皮面通用─﹝兩段﹞   $ 49.00  

B802 金邊皮面串珠─﹝兩段﹞   $ 58.00  

B803 新舊約小本﹝兩段﹞   $ 7.50  

B804 新舊約大本﹝直行﹞   $ 24.50  

B805 真皮拉鍊超薄﹝兩段﹞   $ 52.95  

B806 真皮超薄本﹝兩段﹞   $ 44.00  

B807 姊妹版聖經﹝普通版﹞  國際聖協 $ 29.99  

B808 姊妹版聖經﹝豪華版﹞  國際聖協 $ 39.99  

B809 中英文新舊約聖經   $ 29.95  

B810 中英文金皮面姆指聖經  國際聖協 $ 49.95  

B811 中英文拉鍊袖珍聖經 國際聖協 $ 59.95  

B812 新約聖經—漢語拼音版 國際聖協 $ 14.99  

B813 耶穌聖蹟合參注釋 證主 $ 32.00  

J800 聖經簡體系列           作者      價格     數量 

J801 聖經膠面小本 使者大陸 $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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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02 聖經膠面中本  使者大陸 $ 10.95  

J803 聖經膠面﹝串珠附簡介﹞ 使者大陸 $ 15.95  

J804 聖經膠面大本 使者大陸 $ 17.95  

J805 姊妹版聖經﹝普通版﹞  國際聖協 $ 27.99  

J806 中英皮面金邊聖經  聖者書房 $ 49.95  

J807 中英硬面金邊聖經  國際聖協 $ 49.99  

J808 聖經膠面研用版 使者大陸 $ 25.95  

J809 中英文拉鍊袖珍簡聖經  國際聖協 $ 44.99  

J821 新約聖經—漢語拼音版 國際聖協 $ 14.99  

V900聖樂 CD & 錄音帶     作者      價格     數量 

V901 Then Sings My Soul 棕林聖樂 $ 22.00 缺貨 

V902 你真偉大小提琴聖樂 1 棕林聖樂 $ 14.95 缺貨 

V903 我靈歌唱小提琴聖樂 2 棕林聖樂 $ 14.95 缺貨 

V904 讚美救主小提琴聖樂 3 棕林聖樂 $ 14.95 缺貨 

V905 十字架的愛﹝兩片﹞  神州傳播 $ 15.00  

V906 靈音之聲﹝三輯﹞   $ 15.00 缺貨 

V907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 神州傳播 $ 15.00  

V908 電視片—神州完整版 神州傳播 $15.00  

V909 電視片—神州精華版 神州傳播 $15.00  

V910 電視片——福音 神州傳播 $ 20.00  

V911 大喜的信息—路加福音 國際聖協 $  3.50  

V912 聖經聆聽新約全書 國際聖協 $ 44.99  

V913 聖經聆聽新舊約全書 國際聖協 $110.00  

V914 KJVNT Audio Cassette Bible   $ 5.00  

V915 活水光碟 使者大陸 $ 2.00  

J300 簡體書籍系列           作者      價格     數量 

J101 認識真理 使者大陸 $ 6.25  

J102 在基督里長進 使者大陸 $ 6.95  

J103 遊子吟 里程 $ 10.95  

J104 彼此服事﹝輔導叢書﹞ 蓋時珍 $ 3.25  

J105 神州懺悔錄 遠志明 $ 5.00  

J106 荒漠甘泉﹝袖珍﹞ 考門夫人 $ 6.35  

J107 荒漠甘泉﹝平裝﹞ 考門夫人 $ 8.75  

J108 荒漠甘泉﹝精裝﹞ 考門夫人 $ 10.75  

J240A 初信造就﹝上冊﹞ 倪柝聲 $ 9.75  

J240B 初信造就﹝中冊﹞ 倪柝聲 $ 12.00  

J240C 初信造就﹝下冊﹞ 倪柝聲 $ 12.00  

J301 賓路易師母傳 證主 $ 5.00  

J302 雷杰生靈修辭典 證主 $ 6.00  

J701 倪柝聲文集全集（62 冊） 倪柝聲 $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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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購 單 

（ 價格變動，以新價格為準，恕不預先通知） 

姓名（ 英）  

郵寄地址：  

 

Email：  

電話： 



美國見證書室 

書籍目錄 

 7 

信用卡號碼： 

（MC/VISA）                                               有效期                / 

 

書號 書名 數量 單價 小計 

     

     

     

     

A.小計  

B.折扣  

C.合計 

D.（C*9.00%） 

加州訂購銷售稅 

  

加拿大地區另加 GST15%   

E. （C*10%）S&H 

F（C+D+E）總計   

   

 

付款方式 

1. 信用卡 (Visa/Master)，請提供卡號和截期。  

2. 支票：請用郵件連同訂購單寄到本站地址，抬頭請註明：

Testimony Bookroom 

郵寄時間和方式 

國內： 

1. 收到訂單後一週內寄出  

2. 運費由買者負擔。普通郵件國內費時七至十個工作天，   非普通

郵件請註明郵寄方式或收到限期；非普通郵件 按郵費成本加

10%計。  

國外： 

只有空運，時約 5至 7 天。郵件按郵費成本加每箱五元計算手

續費。 

 

聯絡方式 

美國見證書室：  

電話：626-280-2447，傳真：626-307-0202   

電子郵件信箱：testimonybookrm@aol.com  

書室訂書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  1：00 ~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