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文字中心  
LIVING WORD LTD 



教师本   $13.50 

学生本     $7.70    

动脑筋     $3.50 

亲子手册 $7.20 

1-6 册 教学光碟 $98.00 

大画册 1-6 册 @$36.50 

教师本   $24.80 

学生本     $8.40    

动脑筋     $3.60 

 

 

<天父世界>主日学教材 
天父世界第一册  

天父世界第二册 

天父世界第三册  

天父世界第四册 

天父世界第五册  

天父世界第六册 

 

<小脚板走天路>幼儿基督教宗教教育课程 
第 1 册 -- 第 6 册 

         
 

   

 

小学基教教育课程 
完美的人生 一上/一下 

完美的人生 二上/二下 

完美的人生 三上/三下 

完美的人生 四上/四下 

完美的人生 五上/五下 

完美的人生 六上/六下 
 

小学生命成长课程 
成长列车 第一册   

成长列车 第二册 

成长列车 第三册   

成长列车 第四册 

成长列车 第五册   

成长列车 第六册 
 

 

 

 

香港宗教教育中心 

新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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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册 $24.80   

学生本     $10.90   

活动册     $ 7.30 

教师本 $24.80 

学生本 $ 8.70 



<童心爱主>儿童主日学课程 
幼稚级   第 1 册—上帝与我* 

第 2 册—认识耶稣* 

第 3 册—信靠上帝* 

第 4 册—耶稣的爱* 

第 5 册—上帝看顾我 

第 6 册—耶稣真奇妙 

第 7 册—听从主教导 

第 8 册—我要作主工 

初小级   第 1 册—天地初开* 

第 2 册—上帝的看顾* 

第 3 册—联合王国* 

第 4 册—奇妙的耶稣* 

第 5 册—十架救赎 

第 6 册—初期教会 

第 7 册—常结善果 

第 8 册—箴言宝训 

中小级  第 1 册— 世界之始* 

第 2 册—逃出埃及* 

第 3 册—上帝的引领* 

第 4 册—先知和救主*  

第 5 册—救主耶稣 

第 6 册—佳美脚踪 

第 7 册—新造的人 

第 8 册—警醒等候主 

高小级  第 1 册—民族兴起* 

第 2 册—定居迦南* 

第 3 册—君王与先知* 

第 4 册—被掳与归回* 

第 5 册—耶稣是主  

第 6 册—牺牲的爱 

第 7 册—福音传开了 

第 8 册—丰盛人生 

学生本     $7.00 /*(简体)$3.50  

教师手册 $13.00 /*(简体)$12.00  

（儿童级附光碟）  

磁贴纸偶   $80.00 

（旧约、新约、场景与配件） 

所列价格一律净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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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本 $19.80 

组员本 $13.40 

教师本 $45   习作本 $7.30 

教师本 $30   学生本 $17.40 

教师本 $32    学生本 $27.60    习作本 $11.40 

教师本 $41.60   学生本 $33.60 

教师本 $19.10    学生本 $11.20 

教师本 $19.80   学生本 $11.60 

教师本 $8.40   学生本 $8.40 

学生本$27.50(第一册，第二册); $30.80(第三册)      

青少年生活系列 

 人间有情篇 艰苦奋斗篇 

建立自我篇 资源管理篇 

是非黑白篇 信仰探索篇 
 

初中基督教宗教教育课程 

《圣经伴我行》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 
 

 
 

高中基督教宗教教育课程 

《我看我生命》第一册至第四册 
 

  

中学宗教教育课程 

同创新天地第一册至三册 

 
同创新天地第四册—基督的使命 

     同创新天地第五册 —个人与社会 

            
 

青少年主日学课程 

拉阔 Sunday  第一册 至第三册  

            
拉阔 Sunday  第四册至第六册 

            

新 teen 新地 A1, A2, B1, B2 

          
 

初中生命教育课程 

生命是一棵杂果树 第一册 

生命是一棵杂果树 第二册 

生命是一棵杂果树 第三册 

教师本 $24.80 

学生本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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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新  



香港学生福音团

契 

成人小组查经课程 
初阶系列 
启航了—成为关系紧密的小组 $9.00 

新开始—认识属灵生命的基础 $9.00 

欢迎你—认识教会及投入事奉 $9.00 

男人心—成为关系紧密的弟兄组 $11.00 

女人心—成为关系紧密的姐妹组 $11.00 

鹣鲽情—成为关系紧密的伉俪组 $11.00 

 

成长系列 
关系三重奏—建立互爱的群体 $12.60 

信仰百宝箱—认识信仰的内容 $12.60 

恩赐好管家—善用天赋的才干 $12.60 

男人真面目—作个成熟的男人 $12.60 

女性独特美—发掘女性的潜质 $12.60 

良缘从天赐—促进美满的婚姻 $12.60 

商场真君子—作个成功的商人 $12.60 

笑踏风雨路—克服人生的困难 $12.60 

携手尽天职—做个理想的父母 $12.60 

镜里寻真我—认识真正的自己 $12.60 

勇赴属灵阵—认识属灵的战争 $12.60 

单身也怡然—学习过单身生活 $12.60 

整装迎压力—应付生活的压力 $12.60 

另眼看世界—摆脱旧有价值观 $12.60 

生命协奏曲—安享和谐的人生 $12.60 

 

 

 

信徒生活系列 
价值观重整之旅（组员本） $9.00 

价值观重整之旅（组长本） $8.00 

新生命，新生活（组员本） $11.20 

新生命，新生活（组长本） $19.20 

       香港宗教教育中心出版              4                                 香港学生福音团                                



 

 

 

A. 幼稚级课程 
    （五至六岁主日学及幼稚园学生） 

1.  慈爱的天父  

2. 孩童的祷告 

3. 神儿子耶稣  

4. 神喜欢的事 

5. 天父的礼物*  

6. 我感谢敬拜 

7.  我爱主耶稣  

8. 主耶稣帮助我 
 

B. 幼儿级课程 
（二至三岁主日学） 

1. 天父知道  

2. 天父创造*  

3. 天父爱我 * 

4. 天父看顾 

5. 天父的儿子  

6. 我爱天父家* 

7. 天父赐礼物*  

8. 天父的帮手* 
 

C. 婴儿级课程（出生至二岁婴儿的家长） 

婴儿级工作人员手册    $7.50  

育婴教导           $10.50/$18.00(新版,彩色) 

你的小宝宝                    $10.50/$18.00(新版,彩色) 
 

   D.  青年级 
生命非偶然  燃发生命光 

超凡生命力  生命爱火花 

成长瞭望台  成长加油站 

成长修正篇  成长导航仪 

真理操练营  真理大宝库 

真理百事典  真理互联网 

教本 $11.40  

课本* $6.00/$9.00(新) 

教材 $16.50  

手工 $6.00 

教本 $11.40 

课本* $6.00/$9.00(新) 

教材 $16.50 

手工 $6.00 

香港播道会主日学教材 

教本 $16.20 

课本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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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主题式圣经课程 
A. 幼稚级（3 岁） 

1.  创造与我 2.  好朋友耶稣 

3.  天父爱我 4.  家与我 

B. 幼稚高级（4-5 岁） 

1.  认识主耶稣 2.  天父的看顾 

3.  美丽大自然 4.  圣经中的家庭 

5.  我正在成长 6.  礼拜堂与我 

7.  一本重要的书 8.  我有许多朋友 

C. 初小级（6-7 岁） 

1.   耶稣基督  2. 信实的神 

3.  敬拜我主  4. 爱中成长 

5.  神的创造  6.  为主作工 

7.  向神祷告  8.  学效好榜样 

D. 中小级（8-9 岁） 

1.   认识我的神 2.  耶稣的教导 

3.  神使用的人 4.  万物见证神 

5.  圣灵的果子 6.  圣经宝库 

7.  认识教会  8.  主奇妙的爱 

E. 高小级（10-11 岁） 

1.  天地之主   2.  王国的兴衰 

3.  基督行传  4.  创造与救赎 

5.  使徒保罗  6.  天国子民 

7.  十诫与我  8.  研读神的话 

F. 少年级（12-14 岁） 

1.  认识耶稣   2.  可爱的家庭 

3.  我的价值  4.  跟情绪交友 

5.  奇趣的故事 6.  从亚当开始 

7.  爱的法典  8.  英雄故事 

9.  信徒的使命 10. 信心的祷告 

11. 生活箴言  12. 圣灵的果子 

幼稚级课程 

教师本   $8.50 

学生本   $5.50 

教材       $13.50 

儿童级课程 

教师本   $8.50 

学生本   $5.50 

少年级课程 

教师本   $10.50 

学生本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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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读经会 

   缤纷小树苗(1-6) 高小级儿童崇拜材料 $28.00@ 

缤纷小树苗(1-6) 初小级儿童崇拜材料 $28.00@ 
 

长者查经课程 
1) 耶稣生平   

2) 耶稣宝训 

3) 教会的诞生  

4) 保罗的教导 

5) 创世故事 

6) 伟大的拯救   

7) 旷野之旅 

8) 进居迦南   

9) 保罗的教导 II 

10) 王国的历史 I  

11) 王国的历史 II 

12) 保罗的教导 III 

13) 被掳时期 

14) 智慧人生 

15) 书信选读 

16) 先知传奇 

 
 

 

圣道日粮 $14.00@ 
(1) 耶稣是救主  (2)  无所不能的神 

(3)  神看顾属祂的人 (4)  神听祷告 

(5)  主必爱我到底 (6)  跟随耶稣行 

(7)  神赐下智慧 (8)  神的大能大力 

(9)  神是随时的帮助 (10) 奇妙的救主 

(11) 信徒的福气 (12) 祂顾念我们 

(13) 神向我说话 (14) 神发出的警告 

(15) 平安的秘方 (16) 以基督的心为心 

(17) 耶稣必再来 (18) 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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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本 $11.00 

研读本 $ 6.50 



香港福音证主  
 

福光儿童主日学课程（简体版） 

小一(1-3(月) 神造天地  

小一(4-6 月)  圣经时代 

小一(7-9 月)  耶稣的话 

小一(10-12 月) 学习爱神 

小二(1-3 月) 信心伟人 

小二(4-6 月) 耶稣爱我 

小二(7-9 月) 耶稣是主 

小二(10-12 月) 美好榜样 

小三(1-3 月) 神的大能 

小三(4-6 月) 奇妙的爱 

小三(7-9 月) 传好消息 

小三(10-12 月) 忠信之民 

小四(1-3 月) 信心之父 

小四(4-6 月) 选民之旅 

小四(7-9 月) 爱子耶稣 

小四(10-12 月) 神的大爱 

小五(1-3 月) 神的引导 

小五(4-6 月) 救主耶稣 

小五(7-9 月) 教会是家 

小五(10-12 月) 遵行神意 

小六(1-3 月) 选民领袖 

小六(4-6 月) 行神的话 

小六(7-9 月) 应许永存 

小六(10-12 月) 神的计划 

 

 

 

 

 

 

 

教师本 $6.40 

学生本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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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价格一律净价(nett) 
 



中国基督教播道会道真堂出版 

成年级《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简体字) 

蒙恩得赎：出埃及记 $12.20 

分别为圣：利未记 $11.20 

忠心善仆：民数记 $10.30 

整装待发：申命记 $11.20 

靠主刚强：约书亚记 $11.20 

靠主成功：撒母耳上 $11.20 

重整生命：撒母耳下 $10.30 

殷勤服侍：马可福音 $10.30 

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12.20 

蜕变更新：约翰福音 $12.20 

奋力传扬：使徒行传 $12.20 

回归义路：罗马书 $10.30 

返璞归真：创世记 $12.80 

活出智慧：箴言 $12.80 

赞美真神：小先知书 1 $14.50 

承担使命：小先知书 2 $12.80 

坚守异象：小先知书 3 $11.20 

尊崇真神：诗篇 $28.90 

效忠基督：马太福音 $10.70 

随时候命：士师记 $10.30 

 

 

 

 

 

 

长青圣经课程 
1. 我要认识真神 2. 我要认识自己 

3. 我要认识耶稣 1-耶稣生平 

4. 我要认识耶稣 2-耶稣恩喻 

5. 我要学习祷告 6. 我要学习圣经 

7. 我要学习成长 8. 我要学习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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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价格一律净价(nett) 
 

教师本 $13.50 

学生本 $ 9.00 



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  
 

《生命教育教材》 
人与己（初阶） 

人与己（进阶） 

人与己（高阶） 

人与人（初阶） 

人与人（进阶） 

人与人（高阶） 

人与环境（初阶） 

人与环境（进阶） 

人与环境（高阶） 

人与生命（初阶） 

人与生命（进阶） 

人与生命（高阶） 
 

《儿童每日读经》每本$6.00 

初信造就系列 (一)至(四) 

信徒生活系列 (一)至(二) 

属灵纪律与品格(一)至(三)   

信仰初阶(一)至(三) 

认识神(一)至(二) 

基督生平(一)至(十) 

认识圣经(一)至(五) 

亲近神 ((一)至(二)    

圣经中的杰出人物 (一)至(五) 
 

  归纳法查经（国小三年级以上，含青少年） 

创世记-季 

马太福音-季 

出埃及记季 

使徒行传-季 撒母耳-季 

圣经营：约拿书、但以理书、约书亚、以斯帖记 

 

教师本 $21.00

学生本 $3.50 

教师本$16.00； 

学生本+圣经读本 S4.80  

新  

教师本$16.00；学生本+祷告卡 S4.80 

教师本 $14.00 

学生本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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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出版社  
 

儿童级生命教育教材 II-《为生命加分》 
为生命加分- (幼儿级) 

为生命加分- (一年级) 

为生命加分- (二年级) 

为生命加分- (三年级) 

为生命加分- (四年级) 

为生命加分- (五年级) 

为生命加分- (六年级) 

国小生命教育教材 

一年级 - 好棒的生命 - 次序之美 

二年级 - 自我保护- 界线之美 

三年级 - 特别的生命 - 特别之美 

四年级 - 生命的养分 - 习惯之美 

五年级 - 逆境中的价值 - 逆境之美 

六年级 - 生命发展 - 理想之美 

青少年级生命教育教材 
人性关怀系列 1 - 抉择 

人性关怀系列 2 - 品德高手 

人性关怀系列 3 - 主观与客观 

人性关怀系列 4 - 同理心 

人性关怀系列 5 - 你我大不同 

信仰神秘系列 1 - 耶稣与我 

信仰神秘系列 2 - 与上帝对话 

信仰神秘系列 3 - 基督徒百科 

人生突破系列 1 - 压力重整 

人生突破系列 2 - 经得起考验 

人生突破系列 3 - 潜能开发 

自我成长系列 1 - 个人探索          自我成长系列 2 - 家庭与我 

自我成长系列 3 - 人际关系         自我成长系列 4 - 快活自由人 

自我成长系列 5 - 致命吸引力     自我成长系列 6 - 标杆人生      

 

教师本 $13.50 

学生本 $7.20    

教师本 $9.00 

学生本 $4.50    

教师本 $9.00 

学生本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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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课程循环表   
 

启稚级                   

儿童级  9-11月 12-2月 3-5月 6-8月 

2014  世界的开始  拥抱耶稣  少年特攻队  天下第一书  

2015  旷野漂流记  耶稣的超能力  父亲的榜样  上帝的吩咐 

 2016  大能的勇士  耶稣说故事   妈妈的爱  我爱读诗篇 

 2017  国王的传记  登山宝训  王后的故事  箴言与品格 

 2018  奇妙真神  福音总动员  先知的心声  信仰与风俗 

 2019  快乐的回家  明日世界  耶稣的门徒  圣灵的果子 

 
 
 
 
 
 
 
 
 
         

      

《品格挑战 GoGoGo》教师本(上+下册) $49.9 0 

       学生本(P1-3, P4-6) $11.80 @  
     
圣经学习 

《耶稣花园》I & II 

  

 

 

 

 

 

 

 
 

儿童级简体教员本  $7.40 

简体学生本（初、中、高小级） $2.90 

幼稚级教员本   $7.40 

幼稚级简体学生本  $2.90 

教学资源袋                   @$2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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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注：所列价格一律净价(nett) 
 

婴儿级 (1-2 岁)  教师本 $23.80 

幼儿级 (3-5 岁)  教师本 $18.50  学生本 $11.80 

幼稚级 (6-7 岁)  教师本 $18.50  学生本 $11.80 

初小级 (1-2 年级)  教师本 $18.50  学生本 $7.50 

中小级 (3-4 年级)  教师本 $18.50  学生本 $7.50 

高小级 (5-6 年级)  教师本 $18.50  学生本 $7.50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1&xyname=世界的開始&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1&xyname=擁抱耶穌&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1&xyname=少年特攻隊&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3&xyname=耶穌的超能力&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6&xyname=上帝的吩咐&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3&xyname=勇士們&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5&xyname=欣賞詩篇&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5&xyname=福音總動員&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5&xyname=先知的心聲&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3&xyname=信仰與風俗&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6&xyname=明日世界&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5&xyname=十二門徒&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3&xyname=聖靈的果子&curkid=31&curname=兒童%20級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 

道光课程循环表  

 青少级  9-11月  12-2月  3-5月  6-8月 

 2014  天父世界  信心三杰  圣民游踪  生活蓝图 

 2015  反败为胜  牧童国王  诗篇灵歌  智慧传真 

2016  王国风云  烈火先知  永远的爱  异乡流民 

 2017  我是特别的人  耶稣我救主  我要传福音  宣教历险记 

 2018  爱中生活  奇妙的耶稣  天国宝训  快乐门徒 

 2019  真理快递  爱家书简  奔向天城  最后之战 

 

 

 成人级   〈旧约〉   〈新约〉 

  创世奇事 约翰福音 

 
 

 

 少年级教材  认识旧约系列 
（一） 信仰的传承 $9.60 

（二） 信仰与人生 $9.60 

（三） 先知与启示 $9.60 

（四） 先知的呼喊 $9.60 
 

少年级教材  认识新约系列 
（一） 福音与历史 $9.60 

（二） 福音的邮件 $9.60 

（三） 福音的见证 $9.60 
 

少年级信仰培育教材（旧约） 

以色列民族的形成 $18.00 

以色列的历史 $18.00 

以色列的先知 $18.00 

以色列的智慧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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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本    $7.40       学生本（简体）  $2.90 

教员本   $ 19.50      学生本   $ 11.00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1&xyname=天父世界&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1&xyname=信心三傑&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1&xyname=聖民遊蹤&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1&xyname=生活藍圖&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2&xyname=反敗為勝&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2&xyname=牧童國王&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2&xyname=詩篇靈歌&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2&xyname=智慧傳真&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3&xyname=烈火先知&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3&xyname=永遠的愛&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3&xyname=異鄉流民&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4&xyname=我是特別的人&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4&xyname=耶穌我救主&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4&xyname=我要傳福音&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4&xyname=宣教歷險記&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5&xyname=愛中生活&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5&xyname=奇妙的耶穌&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5&xyname=天國寶訓&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5&xyname=快樂門徒&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6&xyname=真理快遞&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6&xyname=愛家書簡&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3y6&xyname=奔向天城&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4y6&xyname=最後之戰&curkid=23&curname=青少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1y1&xyname=創世奇事&curkid=24&curname=成人級
http://www.cssa.org.tw/cssa_cur_index_in.asp?xy=x2y1&xyname=約翰福音&curkid=24&curname=成人級


ORTV 救世传播协会 

少年级信仰培育教材（新约） 

被钉十架的耶稣 $18.00 

谈道论喻的耶稣 $18.00 

初代教会论耶稣 $18.00 

书信教导传耶稣 $18.00 
 

青少年级互动研经教材 
(1) 以色列民族的形成 

(2) 话说以色列史 

(3) 解剖先知 

(4) 心灵妙语 

(5) 天生夫子 

(6) 永垂的辩论 
 

成人进深查经教材 
更新的生命（上） $15.00        

更新的生命（下） $15.00 

成人主日学圣经课程 
列王与先知 $15.00 

诗歌与智慧文学 $15.00 

王国的建立 $15.00 

耶稣生平 $15.00 

使徒行传与保罗书信 $15.00 

门徒书信与启示录 $15.00 

先知书 $15.00 

律法书 $15.00 
 

 
 
 

查经(中英) -                                  箴言                   $5.90 

耶稣的比喻    $5.90   蒙福之道           $5.90 

当神变成人    $5.90   话说伊甸园      $9.90 

耶稣说            $9.90   圣经人物挡案   $9.90 

从圣经人物学功课(I)   $9.90 从圣经人物学功课(II)  $9.90 

教师本 $18.00 

学生本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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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要信仰 
1. 栽培系列— 生活篇  $3.50 

 信仰篇  $3.50 

 历史篇  $3.50 

2. 受洗训练               $3.30 

3. 入会训练               $3.30 

 

II) 圣经课程 
1. 新约导论 $9.80 

2. 四福音导读 $4.20 

3. 旧约导论 $13.60 

4. 使徒行传的神学思想   $3.30 

5. 约翰福音 $3.50 

6. 雅各书 $3.30 

7. 耶利米书 $4.00 

8. 以西结书 $3.30 

9. 耶利米哀歌 $3.30 

10. 但以理书 $3.30 

11. 罗马书 $3.30 

12. 以赛亚书（上） $4.20 
 

III) 训练课程 
1. 如何为主作见证   $4.50 

2. 领袖训练    $3.60 

3. 儿童主日学老师训练手册 $6.00 

4. 事奉指南： 

 1) 团契顾问    $1.70 2) 招待员       $1.70 

 3) 执事       $1.70      4) 属长    $1.70 

             5) 诗班            $1.70      6) 会议主持    $1.70 

             7) 校园事工    $1.70      8) 医院探访   $1.70 

             9) 崇拜礼仪    $3.50 

卫理公会“四轨制”成人主日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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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价格一律净价(nett) 
 



卫理公会主日学教材—基督小精兵 

卫理公会基督小门徒系列 

IV) 生活课程 
1. 婚姻与家庭   $3.20 

2. 你侬我侬（婚前辅导手册）-教员本 $6.00 

你侬我侬（婚前辅导手册）-学生本 $5.50 

3. 灵修操练   $3.00 

4. 学习祷告   $3.00 

5. 基督徒的政治观  $4.00 

6. 资讯与教会   $4.00 

7. 爱你不碍你（交友与恋爱） $4.50 

8. 青少年性知识   $5.50 

9. 教养儿女之道   $3.00 

10. 丰富婚姻生活   $3.50 

 

 

  

幼稚级   奇妙的圣经（一）至（四） 

一年级 妙妙世界（一）至（四） 

二年级 耶稣与我（一）至（四） 

三年级 上帝奇妙的手（一）至（四） 

四年级 新生命路（一）至（四） 

五年级 路上的光（一）至（四） 

六年级 好消息（一）至（四） 

 

 
系列(1)上册教师本$8.50/教学图案 CD $3.50 

系列(1)下册教师本+教学图案 CD $12.00 

系列(2)上册/下册教师本+教学图案 CD @$12.00 

系列(3)上册教师本+教学图案 CD $14.00 

系列(3)下册教师本$10.50 

系列(4)上册教师本+教学图案 CD $14.00 

一、二年级学生本 $2.50 

三、四年级学生本 $2.50 

五、六年级学生本 $2.50 

教学图案 $11.50 

教师本  $5.50                        

    教材  $6.00 

学生本  $3.00  

   *净价(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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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顶峰门徒塑造课程”     

中国山东省基督教协会 

卫理公会少年丛书系列 

   奇妙的上帝  (幼稚级上册、下册) 

教师本$4.60 学生本 $2.50 

 

 
 

1) 小我、大我 

2) 他、她 

3) 读书好苦 

4) 时间、金钱 

5) 建立自我 

6) 谁是老大 

7) 心灵之旅 

 

  

 
 

1)   扎根永恒（导师本）    --$7.20 

      扎根永恒（学生本）    --$5.40  

2)   敬拜永生神（导师本）--$7.20 

      敬拜永生神（学生本）--$5.40 

3) 爱主教会（导师本）    --$9.00 

 爱主教会（学生本）    --$7.20 

4) 更新我心（导师本）    --$9.00 

 更新我心（学生本）    --$7.20 

 

 
 

《七彩桥》圣经故事 

幼儿园 

初小级 

中小级 

高小级 

 

 

 

第一年春季-冬季，包含学生活动页 

每套 4 册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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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本  $3.00    

学生本  $2.50        

*净价(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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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福音证主 
 

 

3D 摩西五经 – 生命的旅途 

3D 福音书 – 与耶稣同行 

3D 使徒行传 – 见证福音的大能 

3D 诗歌智慧书 – 实践智慧人生 

  3D 认识历史书 (上)– 同进应许地 

3D 认识历史书 (下)– 回归信心路 

3D 认识大先知书- 爱的回响 

3D 认识保罗书信(上)– 同心坚信 

 
 

 

 

 

 
 

 

 

 

 

 

 

《喜乐团》主日学教材 

光碟教材 5–14 辑，每辑 2 片光碟： 教材光盘，包含教师本、各年级学生本、

各年级手工附录；故事诗歌光盘，包含圣经课程 PPT、金句 PPT、诗歌音乐

PPT、诗歌歌谱。 

 

第 15 辑《喜乐团》主日学教材                           

教师本*黑白 $13.00 

高小学生本*彩色 $  8.90 

初小学生本*彩色 $  8.90 

幼儿学生本*彩色 $  9.90 

光碟合辑 $50.00 

 

 

 

学生本  $4.30 

简体版教师本+学生本+DVD   

每套 $58.85 
 注：所列价格一律净价(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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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辑  $50.00 



 

 

 

 

 

 

 

 

 

 

 

 

 

 

 

 

 

 

 

 

 

 

 

 

 

 

 

 

 

 

 

 

 

 

 

 

 

 

 

 

 
 

 

 

 

 

 

 

 

 

 

主日学教材订购表 

请填妥订购表，支票抬头请注明“LIVING WORD LTD.” 寄来本中心， 

亦可直接以传真或电话订购。 
 

书名 数量 价格 款额 

    

    

    

    

    

    

    

    

    

    

 

 
   

    

    

  总额  
 

订购者：(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 (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订购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 年修订本 



 

 

 

 

 

 

 

 

 

 

 

 

 

 

 

 

 

 

 

 

 

 

 

 

  

 

 

 

 

 

 

 

 

  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9:00am-6:0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60 Kaki Bukit Place, #06-07(Lobby B)  Eunos Techpark, Singapore 415979. 

Tel: 67485218     Email: livingwd@singnet.com.sg 

Fax: 68410207   Web-site: www.living-wd.com 

 

mailto:livingwd@singnet.com.sg
http://www.living-w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