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解除七種致命的內在壓力

現代人在物質生活漸漸充裕後，健康成了重

要的話題。然而，決定人是否健康，除了飲

食和運動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內在壓

力就是其中一項。本書從聖經觀點解釋壓力

和疾病的關係。

編號：7DS　每本 $220

因聽信謊言而引起壓力和疾病 
（如何解除七種致命的內在壓力伴讀手冊）

我們為什麼會聽信謊言？謊言如何引起懼

怕？哪些事會造成痛苦的回憶？痛苦的回憶

如何造成壓力？壓力如何引起疾病？本書提

供讀者聖經的答案。

編號：LIES　每本 $45

老鷹的故事

本書作者用老鷹與捕鳥人的故事來解釋罪的

可怕，及如何克服罪的習性。

編號：ES　每本 $80

鳳梨的故事

這則感人的故事，述說神如何使用鳳梨園教

導一位易怒的宣教士。當他應用神的原則克

服自己的怒氣後，竟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

編號：PS　每本 $70

基要生活原則講座跟進課程

上完基要生活原則講座後，您或許會感到這

麼多原則，該從何處著手？跟進課程就是針

對這個問題而設計的。最理想的學習方式是

在教會的小組中，大家一起研讀，互相鼓勵

扶持。

編號：FC　每本 $150

如何明瞭屬靈的恩賜

對自我接納來說，明白自己屬靈的恩賜是一

個很重要的步驟。這本書詳細解釋如何明瞭

並運用聖靈所賜的恩賜。

編號：SGB　每本 $35

男士手冊第二冊（精裝）
面對經融風暴，本書提供聖經的理財觀，幫

助基督徒做金錢的管家而不是金錢的奴僕，

使家庭發揮最大的功能，以及預備永恆的產

業⋯等。當我們照著神的理財原則去做時，

就可以經驗到真正的理財自由。本書也是「

理財之道講座」的教科書。

編號：MM2　每本 $220

重建者指南
重建者是：「一個決定在個人生活、婚姻、

家庭以及服事上，尋求神上好福份的人。也

是一個學習從神的眼光，而不是從自己有限

的參考架構去明白事情發生之緣由的人。」

本書是婚前與婚姻輔導不可少的參考書。

編號：RG　每本 $170

聖經交友觀

人生最重要的兩項抉擇，一是要和誰共渡永

生，另一是要和誰共渡今生。本書探討聖經

對交友的教導，協助讀者做明智的抉擇。

編號：EBSC　每本 $22

婚姻之約

你明白婚禮儀式的真正意義嗎？猶太人的婚

禮與救恩有怎樣的關係？婚姻有哪六項目

的？你若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不妨購買本書

找出它們的答案。你若有朋友將步入禮堂，

本書會是很好的小禮物。

編號：WC　每本 $18

聖靈的七重能力

第一世紀的教會與家庭如何彰顯聖靈的七重

能力，他們是今日教會與家庭的楷模。適於

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閱讀。

編號：7FP　每本 $60

務要儆醒

在這充斥著各種聲音的時代，你聽信了撒但

的謊言嗎？這本小冊子可以幫助我們自省。

編號：BASD　每本 $25

基督的命令─大使命課程

基督給門徒最後一道命令就是要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並教訓他們遵守祂所吩咐的一切命

令。因此最好的門徒訓練就是教導人遵守基

督的命令。本課程詳細查考基督在福音書中

的 49 道命令，配合神的名字、品格特質，
以及詩歌，並提供實際遵行的步驟。整套七

冊，每冊有七道命令，是門徒訓練、教會小

組不可或缺的好書。

編號：CC1, CC2, CC3, CC4, CC5,  

            CC6, CC7　每本 $80 

整套加袖珍本　編號：CC1-7　特價 $500

基督的命令袖珍本

本書含有 49 道基督命令的總綱，可隨身攜
帶，時時默想。

編號：CCPG　每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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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真成功
成功不是以我們是什麼來衡量，而是以此刻的我

們與可能的我們相比較。當我們注重品格，在這

方面繼續成長，就能夠邁向真成功。本書將 49 
種品格的定義、反義字、實踐方法及益處彙集於

一，方便全家一起學習品格。是送禮的佳品。

編號：ATS　每本 $120

領導者必備的品格特徵小卡片
口袋型折疊式卡片。內含 49 種品格定義和反義
字，可以用來肯定並祝福您周圍的人。

編號：7LP　每張 $5

Character First! English Curriculum 
品格英語教材

依據「品格第一！」理念發展之國小英語教材。

在學英語的過程，也學品格。曾在英語營及國小

教室中試用，深得小朋友、家長及老師的喜愛。

教師手冊 ESL1-TM $200
學生手冊 ESL1-SB $70
單字卡 ESL1-FC $200
CD ESL1-CD $70
貼紙 ESL1-ST $5

每套編號：ESL1-SET $545

「品格第一！」企業簡報

第一年　專注、機警、謹慎、順服、明辨、熱誠、	

感恩、忠貞、誠懇、誠實、周全、真愛

第二年　創意、溫柔、美德、謙卑、喜樂、勇敢、	

知足、公正、耐性、善用資源、慷慨、敏銳

第三年　信心、節制、可靠、安穩、忍耐、捨己、	

盡責、決心、果斷、寬容、善勸、同情

第四年　勤奮、井然有序、饒恕、慎重、能屈能伸、

好客、主動、尊重、守時、溫和、節儉、敬重

本教材協助個人、家庭、與企業成長。每月著重

一項品格，每年有十二份教材。每份教材共有

十二頁，其中包括品格簡報、品格簡介、培養品

格、海報、以及在家學品格。四年教材共四十九

種品格。

每年教材編號：CFB1, CFB2, CFB3, CFB4  
                          $170　
整套（四年教材）編號：CFB-SET $650

支取能力活出 豐盛生命
從聖經看基督的品格，並支取聖靈的能力活出

基督的樣式。本書為一切品格教育的基礎，是

一本不可少的參考資料。

編號：PTS　每本 $240

品德塑造珍本
這套珍本原先是為蘇俄學生設計的。書中從自

然界和聖經的角度來講解品格，以及如何以

那種品格面對神、父母、良心、牧長、政府官

員，和僱主。

編號：專注 CQ-A, 順服 CQ-Ob, 感恩 CQ-G, 
井然有序 CQ-Or, 

每本 $40　一套（CQ）$160

品格教育中學教材

這一套教材（專注、順服、誠實、感恩、慷慨、

井然有序、饒恕、誠懇、美德、提示與工具）可以

幫助中學生在品格上好好的成長，教學生從不

同角度來看品格，並且把品格融入生活的每一

層面。每一年教材含有九種品格特質，適合個

人、家庭、學校和小組使用。

每本 $25　全套編號：CF2E-SET $250

品格教育系列
第一集	 專注、順服、誠實、感恩、慷慨、	

井然有序、饒恕、誠懇、美德

第二集	 盡責、忍耐、主動、節制、守時、	

善用資源、謹慎、創意、寬容

第三集	 勤奮、忠貞、好客、敏銳、熱誠、	

能屈能伸、明辨、慎重、勇敢

第四集	 可靠、周全、決心、節儉、隨時待命、	

尊重、同情、善勸、智慧

每集可使用一學年。教材包括教師手冊、學生手

冊、小卡片、小海報、歌曲 CD、歌本、教學示
範 DVD、品格貼紙。第一集另含教案範例。

教師手冊	 1,2,3,4E-TM  每本 $180

學生手冊	 1,2,3,4E-SH  每本 $20

品格小卡片 1,2,3,4E-C  每集 $25

品格小海報	 1,2,3,4E-MP  每集 $25

歌曲 CD 1,2,3,4E-CD  每集 $70

品格歌本 1,2,3,4E-SB  每集 $25

示範教學 1,2,3,4E-DVD  每集 $220

品格貼紙 1,2,3,4E-ST  每集 $5

教案範例	 1E-LP（第一集）	 每本$15

每集全套編號：1CFE9 / 2CFE8 / 3CFE8 / 

4CFE8	 $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