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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用品訂購單 腓利門書房傳真(04)2243-6820 

聖禮用品專區 

代 號／品 名 單      價 訂購數量 

S006A 不鏽鋼聖餐杯盤（含中板/可放 60杯） 單件 750元  

S006B 不鏽鋼聖餐杯(16cc.18g) 30元/一杯  

S006C 壓克力聖餐杯(12cc.9g) 5元/一杯  

S006D3 不鏽鋼聖餐壺細口壺（600cc）(分裝葡萄汁用) 單件 600元  

S006D5 按壓式注汁器（320cc）(分裝葡萄汁用) 單件 1000元  

S007A 不鏽鋼聖餐餅盤（大）(祝謝用) 單件 230元  

S007  不鏽鋼聖餐餅盤（小）(分裝用) 單件 140元  

S074B 洗禮袍(SIZE：M / L / XL / 2XL) 單件 550元  

S074  工作人員背心(義工/福音/宣道 用) 單件 150元  

S005  洗禮旗（直式 0.6m × 2.4m） 每幅 250元  

S003  靈恩佈道會旗(橫式 6 × 0.6m) 每幅 750元  

S032  真耶穌教會會旗(直式 1.8 × 0.6m) 每幅 180元  

S004  靈恩佈道會旗(直式 1.8 × 0.6m) 每幅 180元  

靈恩佈道會旗與真耶穌教會會旗的直式版本都有改版可選色無現貨，請提早 3-4 周上書房網站確認下單購買。 

宣道書籍/用品/單張 

14027 信仰的追尋-慕道班造就教材 每本 100元  

14028 信仰的探索-初信班造就教材 每本 150元  

14033 麥餅零碎 2(歷年福音傳單合集) 每本 200元  

14034 雲彩飛揚 2(歷年見證傳單合集) 每本 150元  

C023  福音小書/信主前該了解的四件事(介紹神.罪.耶穌.教會) 每本 120元  

C024  福音小書/生命中的美好禮物(介紹信徒得聖靈的體驗) 每本 120元  

C025  福音小書/耶穌是誰?(介紹耶穌的生平與救恩) 每本 120元  

以上福音小書任選超過 20本以上，單本單價 100元。  

C006A 道路真理生命-聖經要道經文彙編 每本 200元  

C008A 唸的明白-真道提要問答經文彙編 每本 200元  

M01-M12 福音記憶卡 8種（見證卡片/掃 QRCODE可看見證） 每張 3元  

12060 靈言禱告簡介單張 每張 2元  

12061 基本教義簡介單張 每張 2元  

贈新受洗/慕道者禮品專區 

PG12-PG13 靈言禱告簡介 L夾(共兩款) 每份 15元  

PG05 五大教義 L夾-(洗禮、洗腳禮、聖餐禮、安息日、聖靈共 5款) 每份 15元  

12002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贈新受洗用) 每本 50元  

14032 信徒生活手冊~給審查通過之浸禮者(宣道處出版) 每本 50元  

CU63A 中型硬面聖經(13×19cm) 特價 300元  

12041 贈送新受洗大毛巾(80cmX150cm)，電繡鴿子 LOGO 特價 400元  

B320  注音聖經(藍色/綠色) 售價 900元  

469 首讚美詩：H005五線譜/H007 簡譜/H016四部簡譜 每本 200元  

469 首注音簡譜讚美詩(藍色/紫色)兩款 每本 250元  

以上產品細節，可到腓利門書房網站查詢：www.pbooks.com.tw，或是掃描 QR code 

訂購教會： 

訂購人： 

訂購人電話： 

收件地址(白天有人簽收的地址) 

 

 

 

 
溫馨提醒：靈恩會期間訂單大，請提早下單訂購，避

免趕不上。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電話： 

請統一將訂單傳至腓利門書房信箱：philemon@tjc.org.tw 或傳真至(04)2243-6820，
建議宣道股加入書房 LINE ID：@vzn2336i之後主動傳訊向書房聯絡，並請向書房確認
是否有收到訂單，以及確認傳單細節。 

http://www.pbook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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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傳單訂購單  請先填寫訂購教會：(      ) 

一、見證類傳單，為 4款平均分配：共(            )張。(每張 1.1元) □要摺 □不摺 

二、福音類傳單，為 4款平均分配：共(            )張。(每張 1.1元) □要摺 □不摺 

三、青少年福音類傳單，為 2 款平均分配：共(            )張。(每張 1.1 元) □要摺 □不摺 

見證類〈含 4款內容〉，福音類〈含 4款內容〉，青少年類〈含 2款內容〉，皆以「類別為單位」訂

購，無法指定購買各類別中的單一款式。(因印刷廠是合版印製傳單，以節省印刷成本) 

到貨

時間 

＊因各地靈恩會日期大多集中同一區間，為加速傳單到貨時間，請填寫以下時間： 

我們預計  月  日第一次分發傳單。請在第一次分發傳單日的 4-6週前向書房下單。 

(若是小區合訂者，請附上各教會分發傳單時間。) 

1.請教會配合提早下單，避免因排版、印刷作業延誤到貨時間(提早訂購者視情況提早出貨)。 

2.傳單預計於分發日的前 1-2 週到貨。 

3.如未填寫分發日，則以佈道會日期前 2-3週為配送日。 

印製

款式 

＊訂購傳單共 5,000張以上，可免費加印教會資訊(若少於 5,000張，酌收版費 350元。) 

□訂購加印內容傳單(請填寫此欄以下所有欄位資訊) 

標題：□靈恩佈道大會 □詩歌佈道會 □定期佈道會 

標題：□其它（請自行填寫）：          

□訂購空白傳單(下單後，隔周可到貨) 

1.請在此欄空格打勾。 

2.請填寫最下方「收件資訊」即可。 

傳 

單 

加 

印 

資 

訊 

佈道會 

內容 

佈道會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佈道會時間：（請填寫幾點到幾點） 

 

佈道會地點： 

靈恩會 

內容 

靈恩會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靈恩會時間：（請填寫幾點到幾點，安息日跟星期日的時間請分開填寫） 

 

教會資料 
教會地址： 

教會電話： 

如要增加其他資訊，請備註在此：(若需填入較多的資訊，請改用 LINE、E-mail或來電說明訂購) 

 

 

收件

資訊 

收件人姓名： 平日收件地址： 

收件人電話： 安息日收件地址： 

訂購人： 訂購人電話： 

 

 

 

 

ID:@vzn2336i 

1. 訂購單:請填寫完整，拍照或掃描傳到書房信箱(philemon@tjc.org.tw)、傳

真至(04)2243-6820 或官方 line(左方掃描加入)。 

2. 自行排版完成之傳單:如教會已自行排版內容，請依照第一點之方式傳送電

子檔。 

*傳送完畢，請向書房確認是否有收到訂單，跟確認寄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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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教會：＿＿＿＿＿＿  【新版福音小冊】訂購單(每本 5 元) 

小冊訂購請盡量以 50本為單位，方便書房寄貨，也鼓勵信徒多多發小冊給慕道朋友。 
新代碼 舊碼 標題 主要內容 數量 

GA01 G006 認識真教會 介紹真耶穌教會源起、組織與教義(舊版 G006 修訂) 
 

 

GA02 G002 
真教會的基本信仰 

生活實踐篇 
初步認識十大信條，以及對於信條的實踐。(舊版 G002 修訂)  

GA03 G016 
真教會的基本信仰 

十大信條篇 
從聖經中看十大信條的根據。(舊版 G016 修訂)  

GA04 G024 這位神不一樣 
從十條「共信之道」概括性地說明真耶穌教會信仰的特色。(新版) 

吳豔嫈見證：從傳統信仰進入真教會。 
 

GA05 G003 信而受浸必然得救 
得救必須受浸，浸禮的方法，靈浸的重要(舊版 G003 修訂) 

唐嘉宏見證：分享在求學過程信主受洗。楊才英見證：分享在澳洲信主之經過 
 

GA06 G005 當守安息聖日 
安息日的由來與意義。(舊版 G005 修訂) 

楊景雲見證：分享家庭信主之經過，以及女兒溺水獲救經驗。 
 

GA07 G004 受聖靈的重要 
簡介各種靈、得聖靈、求聖靈的方法與功效。(舊版 G004 修訂) 

王應禎見證：分享個人信主之經過 
 

GA08 G023 應許的聖靈 較為深入的針對聖靈去做分享，適合其他教派之基督徒閱讀。(舊版 G023 修訂) 
 

 

GB01 G001 由懷疑到信仰 
談宗教的本質、信仰的功效。(舊版 G001 修訂) 

謝順道見證：想駁倒傳道者，反成了神的俘虜。張擴夫婦見證：從唯物論到歸真。 
 

GB02 G014 神創造新天地 

從創造天地過程對比現代社會的空虛。(舊版 G014 修訂) 

江清課見證：分享得聖靈後的改變。歐偉仁見證：從妻子出車禍，見證神給的恩典。 

李堅方見證：得聖靈的體驗。 

 

GB03 G007 你的信救了你 
福音的意義、內容、接受方式(舊版 G007 修訂)陳泰龍見證：分享信主之經過。 

鍾清章見證：分享軟骨症得醫治，以及信主之經過。嚴仁生見證：分享信主之經過。 
 

GB04 G020 耶穌是誰？ 
介紹耶穌的一切，以及人為何需要耶穌？(舊版 G020 修訂) 

梁曉薇見證：從密宗信仰到歸入真教會。 
 

GB05 G013 耶穌救我 
介紹何為救恩，以及救恩跟人之間的關聯。(舊版 G013 修訂) 

黃馬太見證：從拜拜到尋找真理。 張菊春見證：身世不幸，因認識神喜樂。 
 

GB06 G015 祈禱的功效 
介紹祈禱的理由與方法。(舊版 G015 修訂) 

楊志仁見證：祈禱體驗談。 周穎緯見證：自己信主的經過。 
 

GB07 G010 當思念人生的結局 享樂的人生與追求永生的人生，(舊版 G010 修訂) 王木蘭見證：旅居加拿大信主之經過。 
 

 

GB08 G021 兩種拜神的人 
分享不同的拜神態度，最終得到不同的結局。(舊版 G021 修訂) 

曾國超見證：多倫多教會曾弟兄，分享自己求學信主之經過。 
 

GB09 G008 為什麼要信耶穌？ 
人不容易信耶穌的原因，以及為何要信耶穌。(舊版 G008 修訂) 

呂正言見證：分享信主之經過，以及生活見證。 
 

GB10 G018 耶穌是救主 從聖經談耶穌救贖的權柄，以及祂為何是救主。(舊版 G018修訂) 
 

 

GB11 G022 您有何盼望？ 末後有審判，信耶穌才有得救盼望。(舊版 G022 修訂) 陳長貴見證：遇船難獲救的見證。 
 

 

GB12 G009 認識真神必得平安 
神存在的理由，如何辨別真假神，信耶穌必得平安。(舊版 G009 修訂) 

金莫得見證：分享自身罹癌蒙神保守之見證。 
 

GB13 G012 論拜祖先 
從拜祖先與聖經的道理，談真正的孝道。(舊版 G012 修訂) 

張雪見證：從無宗教信仰、信佛教，改到真教會信主之經過。 
 

GB14 G011 邁向永恆 從永恆的意義探討得救的重要。(舊版 G011 修訂) 李銀華見證：分享自身信主之經過。 
 

 

GC01 G017 我如何歸入真教會 
附錄真耶穌教會基本信仰 (舊版 G017 見證全部替換) 

李穗青見證：雖得癌症，也見證主一路陪伴。 林銘輝見證：從佛教到信主 
 

GC02 G019 
救恩必臨到您家 

(售完補貨中) 

從聖經稅吏撒該的例子，談救恩的臨到。(舊版 G019 見證全部替換) 

吳永光見證：分享全家受洗信主之過程。 
 

收件地址 (白天有人簽收的地址)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電話： 
 

電話：（04）2245-4043傳真：(04)2243-6820 信箱：philemon@tjc.org.tw 

小冊新代碼編號規則 GA開頭為教義類，GB開頭為信仰分享類，GC開頭為純見證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