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全情起動讀聖經」及「Sun Pilot 讀經運動」讀經材料訂購表 
 

請填妥訂購資料，傳真至 2369 1837，同工收到訂購表後會致電給你作實，並及安排取貨 / 送貨。 
 

 

編號 書 籍 名 稱 數量  編號 書籍名稱 數量 

0253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版) 1/2021   3051 特別時光 ( 1 )  

0256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版) 2/2021   3052 特別時光 ( 2 )  

0259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版) 3/2021   3053 特別時光 ( 3 )  

0262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版) 4/2021   3054 特別時光 ( 4 )  

0254 每日讀經釋義(簡體版) 1/2021   RH-BK064 新兒童聖經  

0257 每日讀經釋義(簡體版) 2/2021   3006 每日天訊 - 全能創造家  

0260 每日讀經釋義(簡體版) 3/2021   3007 每日天訊 - 主耶穌檔案  

0263 每日讀經釋義(簡體版) 4/2021   3008 每日天訊 - 逃出惡魔城  

0255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大字版) 1/2021   3009 每日天訊 - 福音特工隊  

0258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大字版) 2/2021   3010 每日天訊 - 神勇七戰士   

0261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大字版) 3/2021   3011 每日天訊 - 列王傳真機  

0264 每日讀經釋義(繁體大字版) 4/2021   3012 每日天訊 - 劫後重生錄  

8006 每日讀經釋義(電子版) 1-3 月/2021   3013 每日天訊 - 教會指南針  

8007 每日讀經釋義(電子版) 4-6 月/2021   3014 每日天訊 - 智慧藏寶圖  

8008 每日讀經釋義(電子版) 7-9 月/2021   3015 每日天訊 - 真先知手冊  

8009 每日讀經釋義(電子版) 10-12 月/2021   3016 每日天訊 - 群雄顯神威  

8010 每日讀經釋義(電子版) 1-12 月/2021   3017 每日天訊 - 末世顯微鏡  

1107 聖道日糧 7－神賜下智慧   3101 小麥包 - 漫遊創世記  

1108 聖道日糧 8－神的大能大力   3102 小麥包 - 主耶穌的腳蹤  

1109 聖道日糧 9－神是隨時的幫助   3103 小麥包 - 主耶穌的好幫手   

1110 聖道日糧 10－奇妙的救主   3104 小麥包 - 忠信雙雄  

1111 聖道日糧 11－信徒的福氣   3105 小麥包 - 四王傳真  

1112 聖道日糧 12－祂顧念我們   3106 小麥包 - 聖經名人錄  

2051 《氧 Oxygen》靈修系列 1 (修訂版)   3107 小麥包 - 群英顯神威  

2052 《氧 Oxygen》靈修系列 2 (修訂版)   3108 小麥包 - 模範老師主耶穌  

2053 《氧 Oxygen》靈修系列 3 (修訂版)   3109 小麥包 - 智慧百寶袋  

2054 《氧 Oxygen》靈修系列 4 (修訂版)  3110 小麥包 - 小信徒手冊  

2224 有祢飛得起 – 保羅書信 (I) 

(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 

  3111 小麥包 - 給小戰士的信  

2225 有祢飛得起 – 馬太福音   3112 小麥包 - 天父與我同在  

2226 有祢飛得起 – 出埃及記   RH-BK116 小寶寶日日學  

2227 有祢飛得起 – 保羅書信 (II) [加．弗、

腓、西、帖前後、提前後、多、門] 

  2238 有祢飛得起–主題式查經材枓：出埃及

記 

 

 

2236 有祢飛得起–主題式查經材枓：林前後   2239 有祢飛得起–主題式查經材枓：腓立比

書 

 

2237 有祢飛得起–主題式查經材枓：馬太福音  
 

本會靈悅閣地址：荔枝角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801-02 室 (自取材料請先致電 2369 3384 預約) 

營業時間：週一至五 10:00am - 5:30pm | 週六 10:00am - 5:30pm(逢三四五週開放，一二週休息)(主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單位名稱   ：  

填表人    ：  聯絡電話 ：  

取書方式   ： □  自取 □ 送貨(每箱另加$70)  

送貨地址   ：  

填表日期   ：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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