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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3 2016/第1季（普通本）         新出版 $45 2151 伴你高飛 -- 路加福音                    $56

每經每經每經每經 0194 2016/第1季（簡體字）         新出版 $45 2152 $42

日釋日釋日釋日釋 0195 2016/第1季（大字本）         新出版 $52 2153 $56

讀義讀義讀義讀義 0196 2016/第2季（普通本）         稍後出版 $45 2154 $42

由由由由 0197 2016/第2季（簡體字）         稍後出版 $45 2155 $56

2015年2015年2015年2015年 0198 2016/第2季（大字本）         稍後出版 $52 2156 $42

至至至至 0199 2016/第3季（普通本）         稍後出版 $45 2157 $42

2019年2019年2019年2019年 0200 2016/第3季（簡體字）         稍後出版 $45 2158 $56

五年五年五年五年 0201 2016/第3季（大字本）         稍後出版 $52 2159 $56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0202 2016/第4季（普通本）         稍後出版 $45 2160 $42

循環循環循環循環 0203 2016/第4季（簡體字）         稍後出版 $45 2161 $42

**** 0204 2016/第4季（大字本）         稍後出版 $52 2162 $56

2163 $42

1501 每日讀經釋義(粵語MP3)Vol.1 $86 輔讀版輔讀版輔讀版輔讀版 2164 $42

1502 每日讀經釋義(粵語MP3)Vol.2 $86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2165 $42

有聲釋義有聲釋義有聲釋義有聲釋義 1503 每日讀經釋義(粵語MP3)Vol.3 $86 2166 $42

1504 每日讀經釋義(粵語MP3)Vol.4 $86 2167 $42

1505 每日讀經釋義(粵語MP3)Vol.5               新出版 $86 2168 $42

2169 $56

**** 1006 舊約輔讀（上）--- 救恩的盼望       $130 2170 伴你高飛  - -  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猶大書 $42

**** 1007 舊約輔讀（下）--- 救恩的盼望       $130 2171 $42

**** 1008 新約輔讀---救主的再臨              $130 2172 伴你高飛  - -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約翰一二三 $42

成年讀成年讀成年讀成年讀 1009 上主僕人的恩言--曾立華牧師作品集        新書 $68 2173 $42

經材料經材料經材料經材料 1316 慈牧慈聲 $62 2174 $42

**** 1002 舊約輔讀-永恆之約（下） $95 2175 伴你高飛  - -  何西阿書、阿摩司書、約拿書 $42

**** 1004 新約輔讀（簡體字） $42 2176 $42

**** 1005 詩與思 - 默想詩篇365天 $72 2177 $42

2178 $42

2179 $42

**** 1101 １－耶穌是救主 $52

**** 1102 ２－無所不能的神 $52 **** 2001 $42

長長長長 1103 ３－神看顧屬祂的人 $52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2002 $42

者者者者 1104 ４－神聽禱告 $52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2003 $42

讀讀讀讀 1105 ５－主必愛我到底 $52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2004 $42

經經經經 1106 ６－跟隨耶穌行 $52 ︱︱︱︱ 2005 $42

材材材材 1107 ７－神賜下智慧 $52 氧氧氧氧 2006 $42

料料料料 1108 ８－神的大能大力 $52 OOOO 2007 $42

︱︱︱︱ 1109 ９－神是隨時的幫助 $52 XXXX 2008 $42

聖聖聖聖 1110 １０－奇妙的救主 $52 YYYY 2009 $42

道道道道 1111 １１－信徒的福氣 $52 GGGG 2010 氧１０（撒下,彼前,彼後,約一,二,三,耶1） $42

日日日日 1112 １２－祂顧念我們 $52 EEEE 2011 $42

糧糧糧糧 1113 １３－神向我說話 $52 NNNN 2012 $42

︵︵︵︵ 1114 １４－神發出的警告 $52

大大大大 1115 １５－平安的秘方 $52 **** 2013 $42

字字字字 1116 １６－以基督的心為心 $52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2014 $42

版版版版 1117 １７－主耶穌必再來 $52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2015 $42

︶︶︶︶ 1118 １８－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52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2016 $42

**** 1126 聖經金句咭 -- 靈言蜜語(全套52張金句咭) $52 ︱︱︱︱ 2017 $42

聆聆聆聆 2018 $42

LLLL 2019 $42

每每每每︵︵︵︵ 1119 天地之始 $32 IIII 2020 $42

日大日大日大日大 1120 復活與更生 $32 SSSS 2021 $42

靈字靈字靈字靈字 1121 教會我家 $32 TTTT 2022 聆１０（撒下,彼前,彼後,約一,二,三,耶1） $42

糧版糧版糧版糧版 1122 聖徒生活 $32 EEEE 2023 $42

  ︶  ︶  ︶  ︶ 1124 敬候主臨 $32 NNNN 2024 $42

及及及及 2027 $25

**** 1301 聖經－時代的見證 $75 簡體版簡體版簡體版簡體版 2028 氧 2 ( 創2,詩1,約,小先知書1）(簡體字） $25

**** 1302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72

**** 1303 馬太福音-新約卷釋 $32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2051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１（創1,啟,伯） $62

專專專專 1304 羅 馬 書-新約卷釋 $32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 2052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２（創2,詩1,約,小先知書1） $62

題題題題 1305 劃時代的解經 $18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2053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３（出,詩2,小先知書2,徒） $62

探探探探 1308 請差遣我 $13 ︱︱︱︱ 2054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４（利,詩3,加,帖前,帖後,結1） $62

討討討討 1312 聖經大綱咭 -- (全套) $82 修訂版修訂版修訂版修訂版 2055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５（民,詩4,來,提前,提後,結2,但) $62

**** 1313 萬事有起頭 $45 氧氧氧氧 2056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６（申,詩5,羅,雅,拉,尼,斯） $62

**** 1315 神旨意的奧秘--研讀《以弗所書》 $62 OOOO 2057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７（書,弗,腓,西,賽1） $62

**** 1317 萍心論                                        新書$72 XXXX 2058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８（士,得,林前,多,賽2） $62

**** 1318 這話離你甚近                                  新書$86 YYYY 2059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９（撒上,林後,門,猶,傳,歌） $62

GGGG 2060 氧OXYGEN靈修系列10（撒下,彼前,彼後,約一,二,三,耶1) $62

EEEE 2061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１１（王上,代上,符類福音1,耶2） $62

**** 1401 屬靈低潮 $14 NNNN 2062 氧OXYGEN 靈修系列１２（王下,代下,符類福音2,箴,哀） $62

**** 1402 我還有價值嗎？ $14

**** 1403 莫明的恐懼 $14 初讀初讀初讀初讀 1201 $25

超超超超 1404 我失業了 $14 信經信經信經信經 1203 $18

越越越越 1405 抑鬱與憂慮 $14 栽材栽材栽材栽材 1204 $22

處處處處 1406 我退休了 $14 培料培料培料培料 1205 $8

境境境境 1407 遭受遺棄 $14

系系系系 1408 我懷孕了 $1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3401 $10

列列列列 1409 意外發生了 $14 佈佈佈佈 3402 $9

**** 1410 與所愛的人說再見 $14 道道道道 3403 $7

**** 1491 超越處境系列（套裝） $130

伴你高飛  - -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伴你高飛  - -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伴你高飛 -- 約書亞記           
伴你高飛  - -  士師記、路得記

伴你高飛  - -  詩篇(選讀)

伴你高飛  - -  約翰福音

伴你高飛 -- 腓、西、門              

伴你高飛 -- 箴言               

伴你高飛 -- 傳道書、雅歌        

伴你高飛 -- 哥林多前書         

伴你高飛 -- 馬可福音        

伴你高飛 -- 使徒行傳        

伴你高飛 -- 馬太福音        

伴你高飛 -- 出埃及記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活在基督裏

活力的源頭

伴你高飛 --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伴你高飛 -- 創世記

伴你高飛 -- 羅馬書

伴你高飛 -- 撒母耳記上

伴你高飛 -- 撒母耳記下

伴你高飛 -- 哥林多後書              

                                                              傳真：2369 1837         電子郵箱：dist@hksu.org.hk      網址：http://www.hksu.org.hk

                                 書室地址 書室地址 書室地址 書室地址：：：：九龍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3字樓A室　電話：2369 4350　傳真：2369 4333

書室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10:00AM－6:30PM                            主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 港 讀 經 會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119︰105

                       ‧‧‧‧‧‧‧‧‧‧‧‧‧‧‧‧‧‧‧‧‧‧‧2016年價目表-- 1月更新
                                          辦公室地址辦公室地址辦公室地址辦公室地址：：：：香港九龍灣啟興道２號太平洋貿易中心 507 - 509 室     電話：2369 3384

氧７（書,弗,腓,西,賽1）

氧８（士,得,林前,多,賽2）

氧１（創1,啟,伯）

氧２（創2,詩1,約,小先知書1）

氧３（出,詩2,小先知書2,徒）

氧４（利,詩3,加,帖前,帖後,結1）

氧９（撒上,林後,門,猶,傳,歌）

氧１１（王上,代上,符類福音1,耶2）

氧１２（王下,代下,符類福音2,箴,哀）

伴你高飛  - -  但以理書

伴你高飛  - -  希伯來書

伴你高飛  - -  列王紀上

伴你高飛  - -  列王紀下

伴你高飛  - -  啟示錄

氧５（民,詩4,來,提前,提後,結2,但）

氧６（申,詩5,羅,雅,拉,尼,斯）

聆１（創1,啟,伯）

聆２（創2,詩1,約,小先知書1）

聆３（出,詩2,小先知書2,徒）

聆４（利,詩3,加,帖前,帖後,結1）

聆５（民,詩4,來,提前,提後,結2,但）

聆６（申,詩5,羅,雅,拉,尼,斯）

聆７（書,弗,腓,西,賽1）

聆８（士,得,林前,多,賽2）

聆９（撒上,林後,門,猶,傳,歌）

聆１１（王上,代上,符類福音1,耶2）

聆１２（王下,代下,符類福音2,箴,哀）

氧１（創1,啟,伯）（簡體字）

智慧的發現（上）

聖經開啟生命改變

如何向兒童傳福音

童蒙主恩

一位愛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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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馬太福音(上) $20 **** 3101 漫遊創世記 $28

2102 馬太福音(下) $20 初初初初 3102 主耶穌的腳蹤 $28

**** 2103 馬可福音 $20 小小小小 3103 主耶穌的好幫手                    $28

**** 2104 路加福音（上） $20 級級級級 3104 忠信雙雄                          $28

**** 2105 路加福音（下） $20 材材材材 3105 四王傳真                          $28

**** 2106 約翰福音（上） $20 料料料料 3106 聖經名人錄 $28

少少少少 2107 約翰福音（下） $20 ｜｜｜｜ 3107 群英顯神威                        $28

年年年年 2108 使徒行傳（上） $20 小小小小 3108 模範老師--主耶穌 $28

讀讀讀讀 2109 使徒行傳（下） $20 麥麥麥麥 3109 智慧百寶袋 $28

經經經經 2110 羅馬書 $20 包包包包 3110 小信徒手冊                         $28

材材材材 2111 哥林多前書 $20 6-8歲6-8歲6-8歲6-8歲 3111 給小戰士的信 $28

料料料料 2112 哥林多後書 $20 **** 3112 天父與我同在 $28

｜｜｜｜ 2113 加拉太、以弗所書 $20

少少少少 2114 帖前、帖後、彼得後書 $20 幼 生幼 生幼 生幼 生 3201 $16

年年年年 2115 出埃及記 $20 兒 活兒 活兒 活兒 活 3203 約拿的故事（書） $10

聖聖聖聖 2116 約書亞記 $20 聖 故聖 故聖 故聖 故 3205 一顆明星在馬槽裏（書） $10

經經經經 2117 撒母耳記上（I） $20 經 事經 事經 事經 事 3207 耶穌復活了（書） $10

輔輔輔輔 2118 撒母耳記上（II） $20 3-53-53-53-5 3209 與人分享的喜樂（書） $10

讀讀讀讀 2119 撒母耳記下 $20 歲歲歲歲 3210 我看見天父 - 幼兒讀經畫冊 $58

︵︵︵︵ 2120 列王紀上 $20

12121212 2121 列王紀下 $20 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家庭崇拜 3601 家家有本當唸的經--Sweet Sweet Family系列一 $88

 ︳ ︳ ︳ ︳ 2122 士師記、路得記 $20

16161616 2123 詩篇選讀 $20 本 他本 他本 他本 他 9301 $28

歲歲歲歲 2124 傳道書、雅歌 $20 會 會會 會會 會會 會 9310 「百分百聖經問答」題目冊及遊戲光碟套裝 $145

︶︶︶︶ 2125 創世記（I） $20 9451 Asian Notes-Volume 1  (365日讀經英文材料) $68

**** 2126 創世記（II） $20 9452 Asian Notes-Volume 2  (365日讀經英文材料) $68

**** 2127 箴言（上） $20 代 材代 材代 材代 材 9453 Asian Notes-Volume 3  (365日讀經英文材料) $68

**** 2128 箴言（下） $20 9454 Asian Reflections (Jan-Jun) Year 1 ( 英文讀經材料 ) $68

2129 但以理書 $20 理 料理 料理 料理 料 9455 Asian Reflections (Jul-Dec) Year 1 ( 英文讀經材料 ) $68

2130 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 $20 9456 Asian Reflections (Jan-Jun) Year 2 ( 英文讀經材料 ) $68

9457 Asian Reflections (Jul-Dec) Year 2 ( 英文讀經材料 ) $68

**** 3006 全能創造家 $30 SU-0110-6413 $40

高高高高 3007 主耶穌檔案 $30 1665 $86

小小小小 3008 逃出惡魔城 $30

級級級級 3009 福音特工隊 $30 **** SM01D 創世記    (16片光碟共32課)      國語版 $320

材材材材 3010 神勇七戰士             $30 **** SM02D 出埃及記  (16片光碟共33課)      國語版 $320

料料料料 3011 列王傳真機 $30 **** SM03D 利未記    (6片光碟共12課)       國語版 $160

｜｜｜｜ 3012 劫後重生錄 $30 **** SM04D 尼希米記  (6片光碟共12課)       國語版 $160

每每每每 3013 教會指南針 $30 開開開開 SM05D 馬可福音  (6片光碟共12課)       國語版 $160

日日日日 3014 智慧藏寶圖 $30 路路路路 SM06D 彼得前書  (8片光碟共16課)       國語版 $190

天天天天 3015 真先知手冊 $30 者者者者 SM07D 彼得後書  (3片光碟共6課)        國語版 $120

訊訊訊訊 3016 群雄顯神威 $30 有有有有 SM08D 哈該書    (2片光碟共4課)        國語版 $100

8-12 歲歲歲歲 3017 末世顯微鏡 $30 聲聲聲聲 SM09D 腓利門書  (1片光碟共2課)        國語版 $90

**** 3018 主耶穌檔案   （簡體） $30 書書書書 SM11D 以弗所書  (8片光碟共16課)       國語版 $190

查查查查 SM12D 雅各書    (3片光碟共6課)        國語版 $120

栽 查栽 查栽 查栽 查 3301 經中尋寶--小學生查經（教） $39 經經經經 SM13D 路得記    (3片光碟共 6課)       國語版 $120

培 經培 經培 經培 經 3302 經中尋寶--小學生查經（學） $16 及及及及 SM14D 提摩太前書 (4片光碟共8課)       國語版 $135

材材材材 3303 天梯（兒童信仰課程－高小級） $8 影影影影 SC01D 彼得前書  (8片光碟共16課)       粵語版 $190

料料料料 3304 天梯（兒童信仰課程－初小級） $10 碟碟碟碟 SC02D 彼得後書  (3片光碟 共6課)       粵語版 $120

3051 特別時光   Vol.1                                                 $98 系系系系 SC03D 哈該書    (2片光碟共4課)        粵語版 $100

3052 特別時光   Vol.2                        $98 列列列列 SC04D 創世記    (16片光碟共32課)      粵語版 $320

3053 特別時光   Vol.3                                                 $98 **** SC05D 出埃及記  (16片光碟共32課)      粵語版 $320

3054 特別時光   Vol.4                                    $98 **** SC06D 馬可福音  (6片光碟共12課)       粵語版 $160

3113 PROFESSOR JESUS                              $48 **** SC07D 尼希米記  (6片光碟共12課)       粵語版 $160

**** SC08D 利未記    (6片光碟共12課)       粵語版 $160

C  DC  DC  DC  D 2201 關於聖經中的古靈精怪 $40 **** SC11D 以弗所書  (8片光碟共16課)       粵語版 $190

兒兒兒兒 2202 亞B與亞師(信徒生活反思集) $20 **** SC12D 雅各書    (3片光碟共6課)        粵語版 $120

童童童童 2901 似曾相識--約翰福音CD(Listen聆聆聽版) $58 **** SC13D 路得記    (3片光碟共6課)        粵語版 $120

工工工工 3504 好主意 $58 **** SC14D 俄巴低亞書 (1片光碟共2課)        粵語版 $90

作作作作 3505 不一樣的童年 (兒童、青少年成長解讀) $62 **** SC15D 腓立比書  (5片光碟共10課)       粵語版 $150

3506 牧童百寶袋                                   新書 $88 **** SC16D 以斯帖記   (4片光碟共8課)       粵語版 $135

9001 神的話（少年歌集）(詩歌集) $18 **** SC17D 提摩太前書 (4片光碟共8課)       粵語版 $135

**** SC18D 腓利門書   (1片光碟共2課)       粵語版 $90

**** SC19D 約拿書         (2片光碟共4課) 粵語版 $100

* SOW-1200 以斯帖記學員本SG(繁/簡/英) 新書 $40

播種 SOW-1201 路得記學員本SG(繁/簡/英)                 新書 $40

國際 SOW-1202 路得記教師本TG(繁/簡/英)附送DVD 新書 $180

  (本會保留任何價格調整的權利) 事工 SOW-1203 以斯帖記教師本TG(繁/簡/英)附送DVD        新書 $180

查經 SOW-1206 以斯拉記學員本SG(繁/簡/英)               新書 $40

系列 SOW-1207 以斯拉記教師本TG(繁/簡/英)附送DVD 新書 $180

* SOW-1208 尼希米記學員本SG(繁/簡/英)               新書 $40

* SOW-1209 尼希米記教師本TG(繁/簡/英)附送DVD 新書 $180

約拿的故事（彩色畫冊）

每日聖言頌禱+至聖至榮 CD套裝

聖經頌（書）

菲語讀經材料Pagbubulay(藍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