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光協會 T. K. & True Light Ministry 
網址： www.tktruelight.org          電話：(781)272-8792 

電郵：tsukchuang@yahoo.com           

地址：7 Overlook Ave., Burlington, MA 01803 
                                                        4/3/2022 

系 列 主  講 內 容 價格 數量 金額 

講道 CD 莊祖鯤牧師、師母 創世記（3 片） $30   

舊約信息 莊祖鯤牧師、師母 出埃及記（2 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民數記（2 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申命記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約書亞記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士師記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撒母耳記上、下(2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列王記上、下(2 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以斯拉、尼希米記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詩  篇(3 片) $30   

 莊祖鯤牧師、師母 箴  言(2 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以賽亞書(全, DVD) $50   

 莊祖鯤牧師、師母 耶利米書 $10   

 莊祖鯤牧師 小先知書（一）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小先知書（二）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小先知書(三)：彌迦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小先知書(四)：何西阿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小先知書(五)：撒迦利亞書 $10   

講道 CD 莊祖鯤牧師、師母   馬可福音（2 片） $20   

新約信息 莊祖鯤牧師、師母 登山寶訓（2 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馬太福音(6片) $60   

 莊祖鯤牧師、師母 路加福音中的比喻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約翰福音(2 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使徒行傳(2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哥林多前書（2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哥林多後書（2片） $20   

 莊祖鯤牧師、師母 以弗所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腓立比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歌羅西、腓利門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教牧書信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希伯來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雅各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彼得前、後書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約翰書信及猶大書 $10   

專題 CD 莊劉真光師母 路得記 $10   

解經系列 莊劉真光師母 傳道書 $10   

 莊劉真光師母 阿摩司書 $10   

 莊劉真光師母 但以理書 $10   

 莊劉真光師母 羅馬書(8 片) $80   

 莊劉真光師母 使徒行傳(8片) $80   

 莊劉真光師母 約翰福音(8片) $80   

解經系列 莊劉真光師母  加拉太書(3 片) $30   

 莊劉真光師母  啟示錄(3片) $30   

 莊劉真光師母  馬可福音(8 片) $80   

 莊劉真光師母  New! 希伯來書 DVD $30   

 莊劉真光師母 釋經學(3 片) $30   

專題 CD 莊祖鯤牧師 信仰與工作 $10   

生活系列 莊祖鯤牧師、師母 夫妻關係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兒女管教 $10   

 莊劉真光師母 靈修生活 $10   

 莊劉真光師母 禱告的操練 $10   

 莊祖鯤牧師 基督徒如何理財 $10   

專題 CD  莊祖鯤牧師 宣教歷史 $10   

宣教系列 莊祖鯤牧師 宣教神學 $10   

 莊祖鯤牧師 宣教與文化 $10   

 莊祖鯤牧師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10   

 莊祖鯤牧師、師母 整全的福音策略 $10   

專題 CD 莊劉真光師母 基要信仰 $10   

神學系列 莊祖鯤牧師、師母   教會論（2片） $20   

 莊劉真光師母    禱告神學（3 片） $30   

 莊劉真光師母   聖靈論（DVD） $50   

 莊祖鯤牧師、師母 基督教倫理學 $10   

 莊祖鯤牧師 異端與極端 $10   

 莊祖鯤牧師 護教學 $10   

佈道 CD 莊祖鯤牧師 生之追尋 $10   

DVD 莊祖鯤牧師 宣教歷史 $25   

書    籍 莊劉真光師母 加拉太書(簡、繁) $10   

 莊劉真光師母 羅馬書(簡、繁) $12   

 莊劉真光師母 使徒行傳(繁) $12   

 莊劉真光師母 約翰福音(繁) $15   

 莊劉真光師母 馬可福音(繁) $15   

 莊劉真光師母  馬太福音(繁) $15   

 莊劉真光師母 新書! 希伯來書(繁) $15   

 莊祖鯤牧師  說禪論道(簡、繁) $12   

 莊祖鯤牧師  迥別(簡、繁) $10   

 莊祖鯤牧師  大哉問─基督教護教學概論 $15   

 莊祖鯤牧師  真道辯─異端、別異教派與異教 $15   

 莊祖鯤牧師  新書! 天啟義路─基督教倫理學概論 $15   

 莊祖鯤牧師 宣教歷史 $10   

 莊祖鯤牧師 宣教神學 $10   

 莊祖鯤牧師 宣教與文化 $10   

 莊祖鯤牧師 基督教傳播史(簡) $10   

運費： CD $100 以下$4; $100 以上 4% 小計   

 書籍一本$4;    $25-45 12%; $46 以上 10% 運費   

支票： Pay to the Order of: T. K. & True Light 總計   

 

訂購者資料 

姓名(Name)：(中文)______________  (English) ____________ ______ 

地址(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Phone)：(____)__________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tktrueligh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