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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書   價   目   表            

                     華    人    事    工 

                    CRU   Chinese  Ministries  

           P. O. Box 340 Patton, CA. 92369-0340 USA Tel:( 909) 8628837 

                E-mail: david.tey@cru.org     Purchase Order 

             2015 年 3 月 18 日起新價目表      Purchase # : 

編號 書名 作者 單價 數量 總價 

 1 你願意得到最大的褔氣嗎? (繁) 鄭國治 $0.35   

 2 你願意得到最大的褔氣嗎? (簡) 鄭國治 $0.35   

 3 你願意得到最大的褔氣嗎? (簡

体、中英對照) 

鄭國治 $0.70   

 4 大學與聖經心得 鄭國治 $7.00   

 5 孝道(孝經與聖經心得) 鄭國治 $6.00   

 6 神哲學與信仰簡明手冊 鄭國治 $10.00   

 7 事奉指引(更新版) 鄭國治 $9.00   

 8 民俗與信仰 鄭國治 $8.00   

 9. 中國文化與聖經教訓的對比(增

訂版) 

鄭國治 $10.00   

 10 聖靈(繁) 鄭國治 $9.00   

 11 聖靈(簡) 鄭國治 $6.00   

 12 神的旨意 鄭國治 $10.00   

 13 神人之約 鄭國治 $8.00   

 14 如何結出屬靈的果子 鄭國治 $7.00   

 15 信徒靈命造就 鄭國治 $7.00   

      

 17 救恩面面觀(簡) 鄭國治 $6.00   

 18 靈界迷思 鄭國治 $5.00   

 19 啟示 理性 信仰(簡) 鄭國治 $5.00   

 20 聖靈與信仰 鄭國治 $8.00   

 21 靈命成長的途徑(簡) 鄭國治 $8.00   

 22 事奉之路 鄭國治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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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事奉經歷分享 鄭國治 $5.00   

 24 初信者 當知甚麼 當做甚麼 鄭國治 $3.00   

      

 25 超凡入聖—如何活在聖靈中 鄭國治 $3.00   

 26 教會興衰信徒有責 鄭國治 $3.00   

 27 你對人性知多少? 鄭國治 $3.00   

 28 如何籌備佈道會 鄭國治 $3.00   

 29 神的旨意 5 片 CD(華語) 鄭國治 $9.00   

      

 30 活泼的圣言第一集 鄭国治 $15.00   

 31 聖靈與信仰 6 片 CD(華語) 鄭國治 $10.00   

 32 異端與信仰(增訂版) 鄭國治 $7.00   

 33 在基督裏 鄭國治 $7.00   

 34 如何趕鬼 鄭國治 $7.00   

 35 生命的探索 鄭國治 $7.00   

 36 How to Discern the spirits D.H.TEY $6.00   

 37 What New Christian Ought to 

Know & Do ? 

D.H.TEY $5.00   

 38  Chinese Culture & The Bible D.H.TEY $8.00   

 39 四個屬靈定律(繁) 白立德 $0.35   

 40 四個屬靈定律(簡) 白立德 $0.35   

 41 四個屬靈定律(中英) 白立德 $0.70   

 42 如何被聖靈充滿 白立德 $0.35   

 43 如何勝過懼怕 鄭國治 $3.00   

 44 複製人面面觀 鄭國治 $3.00   

 45 輪迴之說可信嗎? 鄭國治 $3.00   

 46 巫術、邪術、交鬼、與聖靈 鄭國治 $3.00   

 47 褔音與祭祖問題 鄭國治 $3.00   

   合 計 Subtotal     

 Discount     

 運費 10%(見註 3) 但不得低於

US$12.65(Priority mail) 

    

      

 加州稅 Sales tax 8%     

      

        

   總額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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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貨地址 Ship To : 

姓名(中)            Name:( 英)               Date: 

地址 Address 

 

Tel.            Email:            簽名 Signature:   

註 1 :支票抬頭請寫 CRU 寄到以下地址:Chinese Ministries , P. O. Box 340 Patton, 

CA. 92369-0340  必須先預付款項,請與訂購單同時附上(因人力有限,否則,恕不服

務, 歉甚!).  

註 2:書店可得 30% Discount; 教會可得 10% Discount。   

註 3:郵寄費為總價之 10%,必須高於 US$12.65;否則須付 US$12.65(Priority mail),

以美國境內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