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VD/VCD/CD/錄音帶訂購單 
DVD/VCD/CD/Tape Order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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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3 

        矽谷基督徒聚會 
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3131 Bowers Ave., Santa Clara, CA 95054   

Tel :( 408) 988-1888; Fax :( 408) 988-1885

聖經研讀班系列 Bible Study Series  單價 訂購量 合計 

 內容 DVD VCD CD TAPE DVD VCD CD TAPE  

01 約伯記  (于宏潔弟兄)    $14.00      

02 約書亞記  (于宏潔弟兄)    $16.00      

03 創世記  (于宏潔弟兄)    $16.00      

04 出埃及記  (于宏潔弟兄)    $20.00      

05 利未記  (于宏潔弟兄)    $14.00      

06 民數記  (于宏潔弟兄)    $16.00      

07 以弗所書(上) (于宏潔弟兄)    $20.00      

08 以弗所書(下) (于宏潔弟兄)    $20.00      

09 士師記(上) (于宏潔弟兄)    $20.00      

10 士師記(下) (于宏潔弟兄)    $14.00      

11 羅馬書  (馬邦彥弟兄)   $22.00 $22.00      

12 耶利米書 (左同文弟兄)   $20.00 $20.00      

13 約翰福音 (左同文弟兄)   $22.00 $22.00      

14. 以賽亞書 （于宏潔弟兄） $28.00         

15 摩西五經 (于宏潔弟兄) $28.00         

專題信息系列 Topical Message Series 單價 訂購量 合計 

01 道成肉身 (于宏潔弟兄)     $12.00      

02 禱告 (于宏潔弟兄)    $12.00      

03 真道造就(一) (于宏潔弟兄)    $16.00      

04 真道造就(二) (于宏潔弟兄)    $16.00      

05 真道造就(三) (于宏潔弟兄)    $16.00      

06 奇妙的救主 (于宏潔弟兄)    $24.00      

07 屬靈的危機與轉機 (于宏潔弟兄)     $24.00      

08 願主居首位 (于宏潔弟兄)    $16.00      

09 穩行在高處 (于宏潔弟兄)    $24.00      

10 蒙福的人生 (于宏潔弟兄)   $10.00       

11 與主更親、愛主更深 (于宏潔弟兄)    $24.00      

12 歷久彌新的十字架 (于宏潔弟兄)    $24.00      

13 歸回、重建與復興 (2002版,于宏潔弟兄) $20         

14 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 (于宏潔弟兄)    $12.00      

15 愛的上行詩 (于宏潔弟兄) $20  $20.00       

16 聖靈全備的祝福 (于宏潔弟兄)   $24.00       

17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于宏潔弟兄)  $10.00 $6.00       

18 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于宏潔弟兄)  $10.00 $10.00       

19 至於我和我家……  (于宏潔弟兄/于楊念慈姊妹)    $15.00       

20 美好的證據 (于宏潔弟兄)  $25.00 $20.00       

21 風雨生信心 (于宏潔弟兄)  $10.00 $10.00       

22 興起發光 (于宏潔弟兄)  $25.00 $20.00       

23 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 (于宏潔弟兄)   $10.00       

24 起來，承受那地為業  (于宏潔弟兄)   $24.00       

25 基要真理  (合輯-于宏潔弟兄等)   $20.00       

專題信息系列 Topical Message Series 單價 訂購量 合計 

 內容 DVD VCD CD TAPE DVD VCD CD TAPE  



28 弟兄們勝過牠 (于宏潔弟兄)  $30.00 $24.00       

29 敬虔的操練 (于宏潔弟兄等) $28.00  $24.00       

30 新生命系列 $10.00  $10.00       

31 到底神所要的是甚麽（于宏潔弟兄) $20.00  $18.00       

32 基督徒的婚姻觀(于楊念慈姊妹/于宏潔弟兄) $20.00  $18.00       

33 國度興衰史（一）—撒母耳記 （于宏潔弟兄） $32.00  $30.00       

34 基督是一切（于宏潔弟兄） $20.00  $18.00       

35 
兒童主日學老師基礎培訓（上、中、下）—如何教孩子
讀主的話(于楊念慈姊妹)  $36.00  $34.00       

36 親愛眾聖徒（于宏潔弟兄) $20.00  $18.00       

37 屬靈的傳承（于宏潔弟兄) $18.00  $16.00       

38 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于宏潔弟兄) $40.00  $38.00       

39. 住在基督裡（于宏潔弟兄) $26.00  $24.00       

40. 聖徒得勝之路（于宏潔弟兄） $30.00  $28.00       

41. 跟隨衪的腳蹤行（于宏潔弟兄） $60.00  $60.00       

42. 讓主居首位（于宏潔弟兄） $50.00  $48.00       

43. 從希伯來書看『唯獨基督』（于宏潔弟兄） $30.00  $28.00       

           
其他系列  Others 單價 訂購量 合計 

01 2005 夏令特會–興起，發光  (合輯-于宏潔弟兄等)   $24.00       

02 2006 新年特會–竭誠為主  (合輯-于宏潔弟兄等)  $22.00 $24.00 $14.00      

03 2006 夏令特會–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榮上加榮   (于宏潔弟兄等)   $14.00 $12.00      

04 得著 神的上好 (于宏潔弟兄)  $30.00        

05 豐豐富富進神國 (于宏潔弟兄)  $27.00        

06 歸回、重建與復興 (2006版,于宏潔弟兄)  $25.00        

07 殷勤耕耘，歡呼收割（合輯-于宏潔弟兄等）  $30.00 $28.00       

08 同蒙天召的圣潔弟兄們（合輯-于宏潔弟兄等）  $30.00 $28.00       

09 我的靈啊，當興起往前 (于宏潔弟兄) $28.00         

10 擁抱青春，奔向永恒(于宏潔弟兄) $20.00         

11 他所行的甚是美好-2008獻堂典禮 $2.00         

12 合神心意的器皿(于宏潔弟兄)  $24.00        

           

福音系列  Gospel Meeting 單價 訂購量 合計 

01 奇妙的救主 (于宏潔弟兄)  $2.00 $2.00 $2.00      

02 愛的牧人 (于宏潔弟兄)  $2.00 $2.00 $2.00      

03 恩典 (于楊念慈姊妹)    $2.00       

04 找到了！(于宏潔弟兄)  $2.00 $2.00 $2.00      

05 除舊佈新 (于宏潔弟兄)  $2.00 $2.00 $2.00      

06 耶穌,生命的大夫 (馬邦彥弟兄)   $2.00 $2.00      

07 蛻變的人生 (于宏潔弟兄)  $2.00 $2.00 $2.00      

08 賜平安的主耶穌 (馬邦彥弟兄)  $2.00 $2.00 $2.00      

09 上好的禮物 (于宏潔弟兄)  $2.00 $2.00 $2.00      

10 耶穌，人類的希望 (鄭計福弟兄)   $2.00 $2.00      

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于宏潔弟兄)   $2.00 $2.00      

12 神為人預備的出路 (馬邦彥弟兄)   $2.00 $2.00      

13 主啊，你是誰？(鄭計福弟兄)   $2.00 $2.00      

14 復活節福音聚會   $2.00 $2.00      

15 從殘缺到完滿(于宏潔弟兄) $2.00  $2.00 $2.00      

16 馬槽中的君王(于宏潔弟兄) $2.00         

MP3 CD (Computer/MP3 Player use only) 

01 于弟兄信息專輯(聖經研讀系列 01-07,09-10及專題信息系列 03-09，11-14，15) $30.00   



備註： *表示正在製作中，可先預定。 小計： 

訂購者姓名：                            電話： 訂購日期： 郵寄費 10%： 

郵寄地址： 
 

應付金額： 

收款者： 

出貨日期： 出售者： 加入郵寄季刊名單 收款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