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101 信仰問題解答（一）  □繁 □簡 

M102 信仰問題解答（二）  □繁 □簡 

M103 聖經難題解答  □繁 □簡 

M104 長進之路           □簡 

M105 作主門徒  □繁 □簡 

先生Mr.〔 〕　女士Ms.〔 〕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106 靈命塑造           □簡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107 信仰與生活  □繁 □簡 

(Last Name)                                  (M)                                  (First Name)
M201 聖經總論           □簡 

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202 舊約概覽(1)   □繁             

地址 Mai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203 舊約概覽(2)   □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204 舊約概覽(3)   □繁             

(city)                                                      (State)                     (Zip)              (Counntry)
M205 新約概覽(1)   □繁  

□ 若以上是新地址，請附舊地址於下： 〔若您地址變更，請立即通知本刊〕 M206 新約概覽(2)   □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207 聖經人物           □簡 

※※※※我願索閱我願索閱我願索閱我願索閱：：：：        （ □ 新訂戶   □ 續訂戶） M301 基要神學(1)           □簡 

□《OC海外校園》季刊      紙刊份數___________   M302 基要神學(2)           □簡 

□《OC舉目》季刊              紙刊份數___________  M303 基要神學(3)           □簡 

□《OC橄欖家書》每月電郵發送 M304 基督教會史           □簡 

《OC橄欖家書》包括《OC電刊》、《OC海外校園》電子版、《OC舉目》電子版 M305 中國教會史  □繁 □簡 

M306 異端與極端           □簡 

M307 基督教與中西文化  □繁 □簡 

M401 帶領小組查經  (缺) 

※※※※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 M402 領人歸主           □簡 

□ 經常費 $________________      □ 福音事工  $_________________ M403 牧養教會           □簡 

□ 造就事工 $______________      □ 網絡教學事工 $______________ M404 婚姻問題解答  □繁 □簡 

□ 其它事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M405 講道  □繁 □簡 

□ 同工生活費（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M406 兒童主日學師資訓練           □簡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M407 事奉問題解答  □繁 □簡 

※※※※奉獻方式奉獻方式奉獻方式奉獻方式：（美國地區可獲免稅收據） M502 家庭生活  □繁 □簡 

□ 網上奉獻（oc.org/donation） M505 教會生活  □繁 □簡 

□ 支票（美金支票抬頭：OCM；其它貨幣支票，抬頭請寫各國代理處。） M601 聖經中的領導者  □繁 □簡 

□ 電匯或其它方式：請聯絡 order@oc.org M602 工人之路  □繁 □簡 

□ 信用卡（Visa or MasterCard only） M604 領導者與團隊事奉           □簡 

卡號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701 宣教知多少  □繁 □簡 

持卡人 Card Hold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702 從聖經看宣教  □繁 □簡 

到期日 Expiration Date: ____ /____ (Month/Year)  金額 Amount:  US$ _________________ M703 中西宣教史  □繁 □簡 

簽名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704 宣教偉人略傳  □繁 □簡 

信用卡地址 Bil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705 來華宣教士略傳  □繁 □簡 

□ 一次性  □ 按月 □ 按季  □ 按年；從_____年_____月起，至_____年_____月止。 M706 從獻身到宣教  □繁 □簡 

M707 宣教新視窗  □繁 □簡 

2017.02

海外校園機構海外校園機構海外校園機構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 328-8200 Fax: (310)328-8207 

Email: Order@oc.org Website: www.oc.org
國內請打電話國內請打電話國內請打電話國內請打電話 950-4041-4136（（（（國內直撥國內直撥國內直撥國內直撥，，，，市話收費市話收費市話收費市話收費，，，，留言必複留言必複留言必複留言必複））））

國內電郵國內電郵國內電郵國內電郵：：：：order@ OCHWXY.org  投稿投稿投稿投稿：：：：editorial@OCHWXY.org

OC微信
微信號: OverseasCampus

舉目微信

微信號: FollowChrist

中國學人培訓材料中國學人培訓材料中國學人培訓材料中國學人培訓材料 MC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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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屬非賣品，所需經費（人事、行政、編輯、印刷、寄發）主要來自基督徒的奉獻。

《OC海外校園》全彩精華紙版雜誌一年4期，每期68頁；《OC舉目》紙版雜誌一年4期，

每期60頁。每份雜誌全年成本：美國30美元，其他國家40美元。歡迎您按索取雜志的份數

並心中的感動奉獻，也請爲寄往中國或歐洲的雜誌和OC的各項事工奉獻。

信

仰

系

列

全部特價一元 數量 小計

雜誌索閱及奉獻雜誌索閱及奉獻雜誌索閱及奉獻雜誌索閱及奉獻 Magazine Request and Donation Contribution

歐陸  Overseas Campus   (聯絡人：張申華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郵件信箱：Postfach 11 03 11, 96031 Bamberg, Germany

    電話:0049-951-3028052  電郵:order.campus@yahoo.com

    奉獻賬號: 戶主：Overseas Campus 賬號: 1246222;  

          銀行：Commerzbank Bamberg; 地址: Fischstr. 9, 96047 Bamberg, Germany

          銀行代號：77040080; IBAN: DE 75 7704 0080 0124 6222 00;  SWIFT：COBADEFF770

英國  COCM─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地址: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K.

    電話: 01908-234100  電郵：cocm@cocm.org.uk

    奉獻: 支票請寄上述地址 (支票抬頭：COCM，注明：海外校園)

加拿大代理處 CCEF﹙加拿大校園福音團契﹚

     地址:  Suite 718, 5863 Leslie St, Toronto, ON M2H 1J8, Canada  電話: (416) 496-8623

紐西蘭代理處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地址: P. 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電話: 64-02-1836573 

澳洲代理處  OCCCM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爾本海外華人基督教會西區華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电话：（61）422-383-798

亞洲代理處 Evangelical Ministry Services(HK) LTD  
     福音事工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筲箕灣道324號潤民商業中心13樓B室

     電話: 852-2886-5773  傳真: 852-2886-5767  電郵: EMS.Limited@gmail.com



 單價 數量 小計 繁體(包) 簡體(包) 小計

L001 心靈之旅  $     2.00 TF0001 什麼是福音？ (缺)

L002 懸崖邊的躍身  $     2.00 TF0002 怎樣認識神 (缺)

L003 青鳥和金鹿的追尋  $     2.00 TF0003 為什麼非要信基督教？ (缺)

L004 天問－對苦難的反思  $     2.00 TF0004 無比的基督

L005 只在一轉念  $     2.00 TF0005 名人論耶穌

L007-S 換個視角看電影  $     2.00 TF0006 名人論“如何認識上帝”

L008-S 基督信仰與科學的對話  $     2.00 TF0007 我為何無法認識上帝？

L009-S 品格教育特刊  $     2.00 TF0008 存在與意義

BHC 《舉目》 2001-2002合訂本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15.00 TF0009 如何成為基督徒？

OCC 《海外校園》2000合訂本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15.00 TF0010 八種有福的人

OCC 《海外校園》2001合訂本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15.00 TS0001 科學家論創造

OCC 《海外校園》2002合訂本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15.00 TS0002 宇宙會被搖散了架？

OCC 《海外校園》2003合訂本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15.00 TL0001 超越時間的生命

H001 海外中國學人事工手冊  $     5.95 TL0002 改變“過去”的力量

H003 流淚谷  $     8.95 TL0003 保守你的心

H007-S 海歸手冊 (簡体修訂版)  $     7.50 TL0004 請上坐

V003 將來必成的啟示  $     5.50 TL0005 紅舞鞋

S002 遊子吟(繁)  $     9.95 TL0006 人生的鏡子

S002-S 《大洋彼岸的長河》  $     3.50 TL0007 快樂與喜樂

S002-S2 遊子吟袖珍本(簡)  $     3.00 TL0008 我愛我家

S003 我為什麼不願成為基督徒(繁)  $     8.95 TL0009 心中最期盼的事

S003-S 我為什麼不願成為基督徒(簡)  $     3.50 TL0010 恒久忍耐的許諾

S004 相遇在永恒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9.95 TT0001 脫離仇恨

S006 尋夢者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9.95 TT0002 像小孩子一樣

S008 與子偕行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6.95 TT0003 另一扇門

S009 心的呼喚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6.95 （缺）

S010 花開的聲音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5.00 

S011 心裡揣著一團火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6.95 

S012 世界觀交鋒(繁)  $   13.50 

S012-S 世界觀交鋒(簡)  $     4.00 

S013 十架下的春天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     5.00 

S014-S 另一扇門(簡)  $     6.95 

S015-S 眾裡尋他千百度(簡)  $     6.95 

S016 走過古老的從前—考古與聖經  $   12.95 

S017-S 歡然事奉(簡体)  $     9.95 

S018 《大洋彼岸的長河》  $   19.95 

S019 《上下》  $   14.95 2017.02

Y005 神的聖言 - 聖經的權威  $   24.95 訂購日期 : _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Year/Month/Day)

Y008 神的聖言 - 聖經的詮釋  $   24.95 

Y006-S 姊妹的角色(簡)  $     3.00 

Y007 超越信仰的迷思(繁)  $   13.95 

Y007-S 走出信仰的誤區(簡)  $   13.95 

C001-S 放逐伊甸(簡)  $   12.95 

C002-S 此岸彼岸(簡)  $   12.95 

C003-S 琴與爐(簡)  $   12.95 

C004-S 新城路100號(上、下)(簡)  $   19.95 

M304 教會歷史  $   25.00 

M305 中國教會史  $   25.00 

M502 家庭生活  $   20.00 

Z001 生命科學與信仰的對話  自由奉獻 

簡

體

字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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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M: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328-8200   Fax: (310)328-8207   Email: Order@oc.org   Website: www.oc.org

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  Publications 福音單張福音單張福音單張福音單張 Gospel Tracts

書名 每包100張:  繁體 $2.50  簡體 $4.95

信

仰

篇

合

訂

本

科

學

篇

生

活

篇

見

證

篇

綜合包(每種各一張) 每包 $2.00

小計 Subtotal (C)  

郵寄費 **             美國: 10%郵寄費(至少$5.00)

其他國家: 20%郵寄費(至少$20.00)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每本 $4每本 $4每本 $4每本 $4

累計 Total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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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小計 Subtotal (B)  

四本四本四本四本
合買合買合買合買

特價$40特價$40特價$40特價$40

請填寫訂購單，以支票、信用卡、或上網付款。

（詳見前頁※奉獻方式）

V

C

D

*  價目如有調整，將以新價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 美國國內郵寄是以book rate寄出，如需更快的郵寄

    方式，郵資另計。其他國家因郵局已無海運服務，

    郵寄費大幅增長，請見諒。

加州居民請加州稅 9.00% 

金額總計 Grand To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