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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Under $ 8

Over $20       $ 9

Over $30  $ 10

Over $50  $ 11

Over $70  $ 12

Over $90 $ 13

Over $120 $ 14

Over $150 $ 15

Over $200 $ 16

Over $300 $ 18

合計

運費

稅金

 總價

運費 ＆ 手續費 (加州請加稅) TAX(9.125%)

加拿大訂戶另加$12元
其他海外地區另加$30元

一般運送時間，美國境內約須五至十個工作天
寄到國外，約須十至十四個工作天

英文姓名

郵寄地址

電話

SU01 單片主日CD $2 

SU02 單片主日DVD $4

SU03 主日CD  □半年 $45     ＄20

SU04 主日CD  □一年 $85 ＄35

SU05 主日DVD □半年 $90 ＄20

SU06 主日DVD □一年 $165 ＄35   

編號 產品內容         價錢 運費 小計

「生命河」主日長期訂戶

A005 釋放屬天的能力 CD $15

A006 釋放屬天的能力 (歌本) $10

A007 如鷹展翅上騰 CD $15

A008 如鷹展翅上騰 (歌本) $12

A009 神機會的風 CD $15

A010 神機會的風 (歌本) $10

A011 天開了 CD  $15

A012 天開了 (歌本)   $12  

A013 奔向愛我的神 CD  $15  

A014 奔向愛我的神 (歌本)  $10

A016 Shekinah榮耀同在 CD  $15  

A017 Shekinah榮耀同在 (歌本)  $10  

A018 神已經成就了 CD  $15

A019 神已經成就了 (歌本)  $10

A020 復興我靈 醫治這地 CD (NEW) $15  

A021 復興我靈 醫治這地 (歌本) (NEW) $10  

   

C001 以弗所書/加拉太書 $15

C002 帖撒前後/提摩太前後 $15

C003 啟示錄/約翰1.2.3.書/猶大書 $15

C004 羅馬書 $15

C005 詩篇 - 22片 $30

C006 使徒行傳 $18

C007 約翰福音 - 12片 $20

C008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 $15

C009 路加福音 $20

C010 哥林多前後書 $20

C011 希伯來書 $15

C012 馬太福音 $20

C013  約書亞記 (NEW)  $15

    

    

   

F2005 「恢復」一個經歷神的季節 DVD $40 

F2006 釋放屬天的能力 DVD $40

F2007 從破碎到自由 DVD $40

F2008 復興我靈 醫治這地 DVD $40

F2009 復興的禱告 展翅的恩膏 DVD $40

F2010 擴張境界 活出命定 DVD $40

F2011 跨入屬神的新機 DVD $45

F2012 觸動天國 改變世界 DVD $45

F2013 影響世代的教會 DVD   $45

F2014 為主贏得這世代 DVD   $45

F2015 生命河廿週年特會 DVD  $55  

F2016 生命河廿週年主日慶典 DVD  $5    

F2017 寶座前的更新敬拜讚美 DVD  $5    

F2018 遇見 Encounter DVD $60  

F2019 Shekinah Glory獻堂慶典 DVD  $5   

F2020 2019生命河靈命更新特會MP3(NEW) $5  

F2021 2019生命河靈命更新特會DVD(NEW) $10  

  

B001 跨越的人生 $12

B002 跨越的時刻 $12

B003 跨越的一天 -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 $10

B005 笑裡藏道 (NEW) $15 

 

G001 在那遙遠的西非 DVD (NEW)  $6 

D001 走出低沉進入豐盛 $13

D002    聖靈的恩賜與職務            $13  

D003    你的心靈下午茶          $13  

D004      突破的恩膏                                   $13

D005  「恢復」一個經歷神的季節 $13

D006 愛家有方 $13  

D007 抬起你的頭來 $13

D008 經歷復興的大能 $13

D009 掌握生命進深之鑰 $13

D010 成為最精彩的你 $13

D011 全地轉化，就在你我！ $13

D012 勝過逆境的勇者 $13

D013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13

D014 展翅上騰的生命 $13

D015 事奉者的心 - 12項不可少的核心價值 $13

D016 享受喜樂滿溢的人生 $13

D017 戰勝生命的巨人 $13

D018 因著十架愛 - 12片CD $20

D019 當神的風吹起 $18

D020 進入神突破的季節 ( 粵語 ) $13

D021 天已為你打開 $13

D023 活出你的榮耀來 $13

D024 彰顯禱告的大能 $13

D025 經歷突破 帶來轉機 $13

D026 擴張境界 展翅上騰 (粵語) $13

D027 2013生命河聖靈週  CD   $5

D028 2013生命河聖靈週  DVD   $10

D029 2014生命河聖靈週  CD  $5

D030 2014生命河聖靈週  DVD  $10 

D031 走上明光照耀的道路   $16

D032 點燃生命的熱情 $13  

D033 成為神蹟的器皿  $13 

D034 神用笑臉幫助你  $13 

D035 2018生命河聖靈週  CD (NEW) $6

D036 2018生命河聖靈週  DVD (NEW) $12

    

    

    

    

    

    

    

E001 立足後現代 $13

E002 活出最高點 $13

E003 頂天立地好男人 - 12片 $30

E004 縱橫千里好男人 - 12片 $30

E005 我的事業 , 神的國度 $13

E006 跨越職場人生 $13

E007 返璞歸真 $13

E008 迎向華人黃金50 $13

E009 激發你的卓越 $10

E010 活出你的榮耀 $13

E011 面對新時代的挑戰與更新   $13

E012 大膽夢想活出卓越  $13

E013 轉檔人生，直奔命定  $13

E014 挑戰自我，突破更新   $13  

E015 矽谷男人都在談 $10  

E016 人生贏家工作坊 $10  

E017 你當剛強作大丈夫 $10

E018 活出你的命定 (NEW) $10

    

    

    

    

■付款方式

ACCOUNT NO.

信用卡          VISA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

支票  #___________  支票抬頭 請寫 ROLCC
必須請你簽名必須請你簽名

       Exp. Date

編號 產品內容 單價 數量

「道傳千里」靈修系列 CD

編號 產品內容 單價 數量

「生命河」弟兄特會系列 CD

編號 產品內容 單價 數量

「牧者著作」系列

編號 產品內容 單價 數量

「生命河」講台系列 CD

編號 產品內容 單價 數量

「特會」系列

編號 產品內容 單價 數量

「生命河」敬拜系列

編號 產品內容 單價 數量

「宣教」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