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以载道”。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编辑出版发行圣工担负着阐发圣经真

理、传扬福音真道的使命。蒙主恩佑，我院的编辑出版发行圣工自上世纪

八十年代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之初，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主要出版发行

《金陵神学志》、《教材》两种期刊和其它多种灵修、教牧、研经、神学书籍。《金

陵神学志》自 1914 年创刊至今已超百年历史。复校之后，《金陵神学志》紧

随时代步伐、推进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发挥了国内外神学思想研究和交流

平台的作用。《教材》（季刊，九十年代中期改为双月刊）面向基层教会，每期

都有释经、讲章、教牧事工、灵修等方面的文章，发行量多年保持在 40000 多

份，深受教牧同工喜爱。

　　金陵协和神学院还出版、发行了“函授丛书”、“义工培训讲义”丛书、“金

陵讲坛”丛书及协助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编辑出版发行“神学教

育丛书”以及《要道问答》等近百种书籍。其中《要道问答》多年来总发行量

已近 800 万册，是教牧同工和信徒必备的信仰读本。

　　金陵协和神学院设有发行科，销售网络遍及全国。除发售本院所出版书

籍外，还与国内其它省市基督教书刊发行部门协作，销售 200 余种灵修书籍、

研经作品、神学著作和电子出版物。

　　请为金陵的编辑、出版、发行圣工代祷！更欢迎金陵的校友将您的文章

和书稿投给金陵协和神学院编辑部。

金陵协和神学院编辑出版发行圣工

简  介



!"#$%&'()*+,-.,&/01&'.2+13+45*,67/-.&8(52/.2*9&!5:;+:<&$-.1*1<+45*&=.>+.07

5:37)+?1:/-*97$.54-+:<7@5/.2+5*,A 7B+/-7+/,7:.527CDDE9.527-+,/1297,+:4.7CFCG67

/-.7H12?.27+,75:75453.?+47;1(2:5*672.H*.4/+:<7/-.72.,.524-7.?'-5,.,75:37+:/.2.,/,7

1H7!"#$%A7$.54-+:<7@5/.2+5*,7,/52/.37+/,7'()+*+45/+1:75/7/-.79.5271H7CFID67'21>+3.,7

<(+35:4.7H127J-2+,/+5:7*.53.2,75:37>1*(:/..2,6 7H14(,+:<71:7'2.54-+:<6 7K+)*.7

,/(3+.,75:37'5,/125*741(:,.*+:<A7$-21(<-7/-.,.7/017'.2+13+45*,67!"#$%7/2+.,7/17

+:/.<25/.74-(24-7'254/+4.75:37/-.1*1<+45*7/25+:+:<75:37/-+:L+:<A

$-.7M+,/2+)(/+1:7NHH+4.&3+,/2+)(/.,&/-.&K+)*.,O&,'+2+/(5*&)11L,O&5:3&/-.1*1<+45*&

2.H.2.:4.&)11L,&/1&5**&'52/,&1H&J-+:5A &K11L,&5:3&;1(2:5*,&'()*+,-.3&+:&!"#$%&

45:&).&'(24-5,.3&/-21(<-&/-+,&1HH+4.A

!"#$%&'()#*'+,-+%.(&%/(0+,1$+*#1+"%,













!"#$%&'()*+,-."/0 12345*+)6789:

;<=>?@AB0CDEF)G!"HIJK0!"LIMNO*+;

PQRSTU8SVU8SWU8XYU8)ZU[\]^_`abc%d

ef%&g;hijUk1lmn;opRqrsU0!"tKuv_5

wxl_y4z{|,0

!"#! !"" $%&'(##$%&#

!"#$%!"#$%!"&'()*+

!"#$%&'()*

!"3}~�r*

+���l�;�}~b

�/�e_3��45*

+)����AB8<=

;b��0 !"�12�

K�%H�_!";b�

3���SW;��_�

e��jS�)E;�

�r*+�;���0

!"#$ !"" )*#!&"% '(#'%()#

!"&$%,+-!"&./01234567

89:;<!"=*>?)*@AB

!"#$%&'()*

���<=90 !"

 ¡ �¢£¤¥b�/r

�¦£¤¥b�/§¨R_

©ª£«¬0 !"3�<

=£¤b®¯°;±

²_tK³´uv_�µ;

¶·¸¹vº0 y»¼g

W½rb�,-�¾0

!"#$ !"" )*#*+!% '(#&,&)#

!"12¿ÀÁ3�

�ÂÃ45)=0 Ä"Å

�I12ª£Æ¬ÇÈF

k;b�_µÉuv_tK

ÊË_ 3ÌyÆ�;#W

b��0

!"#$ !""

)*#*-)% '(#&%")#

!'&$%C"42.DE4FGHIJK+

EL)*

!";12ÍÎ3

Ï£ÐÑ¢£pÒ£¤

¥}~�r*+�;a

Ó+Ô_ÕÖ¤×ØiÙ

Í0 Ú!Ûe¤×pÜÝ

Ûª¤×;Ç¼¤×Î

Þ+Ô;b�ßàw0 !

"3I¶áâ*+ÔW

ãäårb�æç;e

!"_èy1Géê;*+Ôb�rI¶�ÐÑ

}~ëÓ£«¤ì*+ÔWíîï;,-4ð0

!"#$ !"" )*#"')% '(#$%!)#

+,-.///0123456

+789:;6

+"<=>?6

+,-./0123/4523678'9)*

+01@A6BCDEF

+

















15

《基督教教育导论》

　　《基督教教育导论》

一书由资深基督教教育

专家区应毓博士等团队

合作撰写。本书几位作者

均为基督教教育领域资

深学者和牧者，他们既熟

悉基督教教育的历史渊

源和当今最前沿的研究

动态，又有丰富的教学和写作经验。本书客观

描述和评价古今中外有影响力的教育理念，为

繁复的思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同时，本书

涵盖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视野，将特殊教育和

后现代的教育理念也纳入探索范围，为读者打开

一扇开阔的视窗，让读者一览各种丰富的基督教

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蕴含其后的思想脉络。

　　本书文字通俗晓畅，内容丰富，适合作为

教科书使用。全书 24 万多字 ，327 页，适合专

业教师授课，关心基督教教育和教会成长的

牧者、神学生及平信徒阅读。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30.00 元

《爱你的邻舍》——教会小区工作理论与实践

　　本书作者卢龙光系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神学教授、荣休院长，

曾在香港循道卫理联

合教会担任牧职多年，

因此对教会与社会的

关系问题深有体会。在

这个议题上，真正的挑

战是实践而不是理论。

小区作为群众共同生

活的集体，应当以互信和互助组建友好的人际

关系网络，教会在此义不容辞。本书介绍了教

会对小区工作的承担，小区工作的方法与教会

传教工作，对参与小区服侍的人员颇有裨益。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22.00 元

《保罗新观》——< 罗马书 > 的主题与目的

　　本书作者卢龙光

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

学院神学教授、荣休院

长。1982 年，邓雅各

（James D. G. Dun）教

授在曼彻斯特大学曼

逊纪念讲座（Manson 
Memorial Lecture）中

发表了一篇以“保罗

新观”为题的突破性文章。从此，学术界对这

一理论展开讨论以愈三十年之久。“新观”对

应的“旧观”是大家熟悉的犹太律法式宗教与

“因信称义”相对比的传统教导。而“保罗新

观”则是尝试回到保罗真正原初的宗教和社

会处境。作者以本书为读者打了一扇通往保

罗神学的新窗口。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12.00 元

《基督教教义简史》

　　《基督教教义简

史》介绍了基督教的

核心教义及其产生的

历史背景与其对当今

基 督 教 信 仰 与 实 践

的持久意义。在这部

著作中，作者构思精

妙，以清晰简洁却富

于洞见的文字对基督

教教义做了重要的诠释。本书译者赵城艺

牧师精心揣摩原著，完整地以汉语翻译和

诠释出教会历史的教理和教义。本书切合

大学与神学院中学习教会历史、历史神学、

系统神学的学生及教师、平信徒、学者的需

要，是一本优秀的学生入门著作、教师授课

指南。

开本 ：32 开　定价 ：2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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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藏海》

　　《 滴 水 藏 海 》是

赵典来牧师收集编辑

整理的一系列喻道故

事。内容积极向上，寓

意深刻，老少咸宜，为

丰富中国教会的讲台

侍奉带来很大帮助。

开本 ：小 16 开　定价 ：21.00 元

合神心意系列（共四册，将出）

　　《 合 神 心 意

系列》共有四本，

具体是《合神心

意的门徒》、《合

神心意的领袖》、

《合神心意的生

命》和《合神心意

的见证》。主要介

绍如何成为符合

神心意的领袖、门徒，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为基督信仰作美好的见证。这是教会小组学

习很好的一套参考书。

《基督教神秘主义导论》

　　本书原作者约

翰・ 麦 奎 利（John 
Macquarrie）是美国

当 代 著 名 神 学 家。

《基督教神秘主义导

论》一书共分“基督

教神秘主义的圣经

根源 ：旧约摩西”等

十五章，系统而清晰

地介绍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源流和基督教神

秘主义对基督徒以及普通读者在当今物质主

义泛滥的世态中坚持灵性修养和心灵净化的

重要性，对神学生和教牧人员在中国处境中

将灵命默想与神学思考相结合有所助益。汉

译本译笔流畅，词约旨丰。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18.00 元，邮购每本另

加邮费 5.00 元。

《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

　　本书作者余达心

系资深华人神学工作

者，中国神学研究院

荣休院长暨主恩泽森

教席杰出教授。本书

将神学思辨与阐释真

理，神学与当前教会

的实际处境相结合，

内容丰富，由两个部

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神学，所为何事？第二

部分是 ：倾听上帝爱的言说。本书是传道人、

神学生学习神学很好的一本参考书。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25.00 元

《基督教神学导论》

　　江苏神学院赵城

艺牧师译。本书以简

易流畅的风格将基督

教的教义神学布局为

七章，从何为神学开

始，就《使徒信经》所

规定的基督教信仰的

基本教义，逐一讲解

和阐明。在介绍基督

教神学的同时，也考虑到它与哲学和自然神

学的关系。本书是一本非常实用的教科书，可

以帮助大学学生或神学生掌握基督教神学的

基本要点，对教会讲台侍奉的牧师和传道人

维护真道、传讲纯正福音和抵制异端也大有

裨益 ；同时，对有志于基督教学术研究的人也

是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开本 ：32 开　定价 ：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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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神学文选》

　　1992 年，金陵协

和 神 学 院 为 庆 祝 建

院 40 周 年 编 印 出 版

了《 金 陵 神 学 文 选 》

（1952-1992），包括丁

光训主教、陈泽民教

授、孙汉书教授等作

者的重要文章，体现

了中国教会当时的一

些神学探索与思考。

出版后，获得教界和

学界的广泛好评，是

我国基督教神学思想

研究的重要文献。

　　2017 年是金陵协

和神学院建院 65 周年，

我院编辑出版了《金陵

神学文选》（二）。《金陵神学文选》（二）选编了

1993-2017 年的重要神学论文 60 余篇，反映和

体现了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与理

论研究的部分成果。同时重编重印《金陵神学

文选》（1952-1992），作为《金陵神学文选》（一）。

　　这两本《金陵神学文选》互相匹配。《金陵

神学文选》（二）作为《金陵神学文选》（一）

的传承，彰显我院学风相传，人才辈出，把爱

国爱教的神学传统代代相传。

《讲道的艺术》

　　《讲道的艺术》作

者斯托得，是英国伟

大的传道人，他能够

自由地从事写作与旅

行布道，所以侍奉遍

及世界各地。本书内

容涵盖范围广泛，作

者阐明过去许多世纪

中讲道的辉煌传统和

极大的果效，整本书流露出他对这个题目涉

猎之深广，他竭诚鼓励讲道，更说明传道人

应该怎样时时一方面坚守圣经真理，另一方

面要洞察现代世界。传道人必须活出他的信

息来。本书旨在激励所有的传道人更加致力

于他们的呼召，使一个迷了路的世界晓得神

的救恩之道。本书对复兴讲台工作，促进教

会发展，培养基督门徒尤为重要。

开本 ：小 16 开　定价 ：23.5 元

《真理的寻索》

　　《真理的寻索》是

斯托得牧师的又一佳

作。本书的主题是阐

释基督教的真谛，除

了根据圣经引导寻索

真理之外，更具有盾

牌和武器的功能，证

实神是昔在、今在、永 
                                        在的全能者。

开本 ：32 开　定价 ：18.00 元

《稳固基础》系列

　　本系列是英语教

材，读者对象适合于小

学至初中阶段的学生。

每套分教师用书和学

生用书两个分册。所用

英语简洁明了，生动活

泼，课后附有练习题并

简单介绍与圣经有关

的故事和知识。本系列

可用作主日学辅助教

材。

开本 ：32 开　

定价 ：

教师用书（16开）20.00元
学生用书（32开）20.00元



18

七彩桥圣经故事

　　《七彩桥圣经故事》是一套为幼儿园、小

学、中学等不同年龄段儿童和青少年编写的

主日学教材。本丛书全套共 48 本，本院已出

版 16 本，其中包括幼儿园（第二年）春、夏、秋、

冬 4 本；小学（第二年）1-2 年级、3-4 年级、5-6
年级春、夏、秋、冬各 4 本，共计 12 本。

　　本书内容丰富，包括故事、游戏、手工均

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设计。真实的圣经故事，

讲述神手中的历史 ；活泼的圣经游戏，爱中

塑造美好品格 ；创意的趣味手工，用心感悟

用心表达 ；宝贵的圣经经文，令生命蒙爱一

生。

　　主日学老师和家长可以用这套教材给

孩子们讲圣经故事，带孩子们做游戏、做手

工，一起诵读圣经经文。这套丛书可帮助孩

子从小正确了解圣经，让神的话语引导孩子

们一生，塑造他们美好的品格。

本套图书每本定价 20.00 元。

幼儿园（第二年）80/ 每套（4 本）； 
小学（第二年）1-2 年级，80 元 / 每套（4 本）；

小学（第二年）3-4 年级，80 元 / 每套（4 本）；

小学（第二年）1-2 年级，80 元 / 每套（4 本）。

五经大纲与讲义（摩西五经部分）

　　《圣经大纲与讲义・旧约》（第一部分 ：摩

西五经，第二部分 ：先知书 ；第三部分 ：历史

书 ；第四部分 ：诗歌智慧书）采用图表、简要

说明等方式，扼要地介绍了《旧约》各卷的基

本内容、解释方法和属灵意义。本书内容比较

平易和清晰，神学观点比较温和，适合基层教

会信徒阅读，也可以作为教牧人员与神学师

生的教学、讲道之用。

　　宏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与中国基

督教全国两会及各省市基督教两会均有过合

作出版圣工。本院今与宏恩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合作，计划陆续出版《圣经大纲与讲义・旧

约部分》，共 37 册。

　　本书第一部分（《摩西五经》部分）共

七册，每册 400 页左右，十六开软精装，共

约 400 万字。其中《创世记》、《出埃及记》、

《利未记》已经出版。该系列研经丛书为读

者预备了丰富多彩的经文释义、灵命阐发、

背景资料，指导今日基督徒在纷繁的世界

中本着经训坚持圣徒的操守。该系列丛书

尤其对传道人灵修、研经、预备讲章有极大

的帮助。

《创世记》（一）  40 元 / 本 ；

《创世记》（二）  45 元 / 本 ；

《出埃及记》（一）  40 元 / 本 ；

《出埃及记》（二）  55 元 / 本 ；

《利未记》 35 元 / 本 ；

《民数记》 42 元 / 本；

《申命记》 42 元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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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乐与崇拜》

　　本书是本院圣乐

教师翁翠琴在教会崇

拜方面的专著，内容

包括 ：崇拜的缘起、意

义与反思 ；崇拜音乐

的由来与含义 ；崇拜

音乐的圣经依据 ；崇

拜音乐的神学基础 ；

崇拜音乐的服侍功能；

崇拜音乐的礼仪行动 ；崇拜音乐与教会传统

等。本书对教牧人员、圣乐教育者和有志于圣

乐服侍的人均有所帮助。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25.00 元

《神学与科学》

　　“神学”与“科学”

在宏观和一些具体的

问 题 上 的 争 议 与 对

话，自启蒙运动特别

是十九世纪以来一直

受到神学界的关注。

这些争议和对话的背

后，是怎样处理“信仰

和理性”、“信仰与文

化”的问题，更是怎样用合宜的世界观审视

社会发展变化和个人人生的问题。英国的索

斯格特（Christopher Southgate）等人编著的

《神学与科学》一书，以开明、务实的态度，探

讨了神学和新物理学、神学与进化生物学、

科学与教育、科技与基督教的最新对话，以

及气候变化中的神学与科学等话题。本书是

神学与科学对话领域的经典教材。在二十一

世纪的中国教会，本书可作为神学院师生和

教牧人员向知识分子传道、与他们对话的优

良参考书。

开本 ：小 16 开　定价 ：28.00 元

《中国教会辅导工作概论》

　　《中国教会辅导工

作概论》一书由台湾资

深辅导专家彭怀冰牧

师撰写，本书是作者结

合 45 年辅导经验心血

之作，理论联系实践，

作者整理自己在各地

培训、教课的讲义，同

时吸取其他辅导同工

的经验，加之参考海内外学者的著作。

　　本书共十二章，内容系统、丰富，包括 ：

基础篇、理论篇、实务篇。并且本书每一节都

有问题思考研讨部分可供个人阅读、参考或

小组讨论，每一章有参考书目可供进一步研

究之用。本书是一本为中国教牧同工编写的

优秀的本色化教材。

　　本书文字通俗流畅，内容丰富，学术与实

践兼顾，全书近 30 万字  ，适合专业教师授课，

教会牧者、同工牧养教会。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38.00 元

《自牧》（增订版）

　　《自牧》是金陵协

和神学院汪维藩教授

所著。是作者在近大

半生的人生经历中，

发自肺腑的感悟、反

思与追忆，内容真实

感人。整本书流露出

作者敢于真诚地直面

自我，勇于剖析自己。

虽为自牧，实则牧人。作者以其深邃而真实的

灵性经验，充满了智慧和有益的忠告、提醒，

让人不舍掩卷，带给人无穷的启发、顿悟与反

省，是一本提高信徒灵性、使生命进深的不可

多得的灵修书籍。

开本 ：32 开　定价 ：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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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神学》

　　本书译者天易。本

书向学人介绍了从古

至今主要的哲学家和

哲学运动如何影响了

神学理解及其表达方

法。本书已成为探讨哲

学与基督教神学两学

科之关联的经典教材。

有志于进深研究神学

与哲学的关系的读者可借助本书开阔视野。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28.00 元

《信仰寻求理解》

　　本书原作者丹尼

尔・ 麦 格 里 奥（Dr. 
Daniel Migliore）是美

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系

统神学教授，普林斯

顿大学博士。麦格里

奥教授是普林斯顿学

术的杰出代表，曾到

访金陵。译者天易。本书共分“神学的任务”、

“启示的意义”、“圣经的权威”等十四章，其英

文版多年用作本院研究科教材。本书有助于

基督徒提升信仰素质，爱国爱教、建设和谐教

会。

　　本书由本院资深教授、原副院长陈泽民

先生作序。陈教授推荐本书说，“《信仰寻求理

解》一书原版英文（第一版）出版后，作为我

们金陵神学院研究科之系统神学教材用了几

年，现在翻译成中文，用途将更广。本书为近

年来以当代的方式系统阐述基督教神学的标

准化文献，在国际上也享有知名度。中文版译

自原版第二版。”

开本 ：大 32 开　定价 ：22.00 元

《圣经故事》

　　本书系根据《圣

经》经文创作的圣经

故事绘画本。画面简

洁明快，文字叙述生

动。可帮助小学和初

中程度的读者熟悉《圣

经》，更生动地体认救

恩真理。

开本 ：16 开　定价 ：28.00 元

青少年团契教程

　　《青少年团契教程》是一套为青少年团契

编写的教材。全套共 16 册，已出版 8 册。每

册内容包括圣经真理、多种活动、故事时光、

问题讨论。宝贵的圣经经训，令生命蒙爱一

生 ；有趣的活动，在爱中塑造美好品格 ；故事

时光，真人真事见证上帝的奇妙作为 ；问题讨

论，启迪读者思考人生。

　　老师和家长可以用来带领青少年，本套

丛书对解决青少年这一人生重要阶段的种种

问题有指导作用，同时帮助青少年树立合乎

圣经的人生观，塑造美好的属灵品格。

开本 ：16 开　定价 ：24.00 元

每套 192.00 元（8 册）

《圣经希伯来文文法》（将出）

　　本书作者林培泉系金陵协和神学院圣经

语言老师，本书主要介绍希伯来文的基本语

法，每一章后面都附有练习题，是学习希伯来

语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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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发行书刊价目表
2017年

编号 品名 零售价（元） 优惠价（元） 邮费（元） 本/箱

1 教牧与教牧工作 8.00 6.80 1.50 110

2 新约导论 12.00 8.50 1.50 120

3 希伯来民族简史 6.00 5.10 1.00 150

4 圣经论丛 9.00 7.60 2.00 60

5 研究入门 3.70 3.10 1.00 150

6 旧约导论 14.00 10.20 1.50 120

7 使徒行传研究 8.00 6.80 1.50 100

8 启示录注释 10.00 8.50 1.50 100

9 约翰福音释义 10.00 8.50 2.00 75

10 弘道集 15.00 12.70 2.00 60

11 耶稣的一生 13.90 11.80 2.00 70

12 哥林多前后释义 6.50 5.50 1.50 120

13 基督教简史 7.50 6.40 1.50 150

14 雅歌默想 4.50 3.80 1.00 200

15 圣经地理 10.00 8.50 2.00 100

16 旧约概论 12.00 10.20 2.00 70

17 信仰与事奉 5.20 4.40 1.50 100

18 香草山 6.30 5.30 1.50 70

19 教牧书信讲义 5.00 4.20 1.50 110

20 监狱书信释义 4.00 3.40 1.20 120

21 旧约概要 5.50 4.60 1.00 200

22 基本要道 3.50 2.90 1.00 250

23 教会简史 3.50 2.90 1.00 300

24 怎样做一个传道人 3.50 2.90 1.00 200

25 圣歌选（一） 4.00 3.4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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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品名 零售价（元） 优惠价（元） 邮费（元） 本/箱

26 圣歌选（二） 4.00 3.40 1.00 150

27 圣歌选（三） 4.00 3.40 1.00 150

28 圣歌选（四） 4.00 3.40 1.00 150

29 要道问答 2.00 1.70 0.50 500

31 99-02入学试题 10.00 8.50 3.00 60

32 03-06入学试题集 12.00 10.20 3.00 60

33 蒙恩的见证 3.40 2.90 1.00 300   

34 百年蒙恩见证 8.00 6.80 1.50 125

35 新约概要 5.00 4.20 1.00 250

36 每周读经 3.90 3.30 1.00 200

37 耶稣生平 6.00 5.10 1.50 150

38 效法基督 10.00 8.50 2.00 120

39 与神同在 9.00 7.60 2.00 200

40 舒宁信箱 9.80 8.30 2.50 150

41 标杆人生 28.00 21.00 5.00 48

42 协同书 53.00 45.00 10.00 16（套）

43 自牧 5.50 4.60 1.00 150

44 默想集 7.50 6.40 2.00 120

45 基督教学术 28.00 23.80 3.00 44

46 服侍圣工 5.40 4.60 2.00 150

47 信仰寻求理解 22.00 18.70 6.00 40

48 保罗新观 12.00 10.20 3.00 100

49 07-11年入学试题 30.00 25.00 7.00 40

50 喻道百篇 9.00 7.60 3.00 150

51 幽暗中的辉煌 9.00 7.60 2.00 150

52 以赛亚书释义 23.80 20.00 5.00 60

53 圣乐与教会牧养 20.50 17.40 5.00 40

54 读经札记 20.00 17.00 5.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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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品名 零售价（元） 优惠价（元） 邮费（元） 本/箱

55 恩言画集 12.00 9.60 3.00 120

56 滴水藏海 21.00 17.00 6.00 40

57 讲道的艺术 23.50 20.00 5.00 48

58 爱你的邻舍 22.00 18.70 5.00 48

59 基督教神秘主义导论 18.00 15.30 4.00 80

60 自牧增订版 18.00 15.30 4.00 40

61 基督教教育导论 30.00 25.5 5.00 40

62 哲学与神学 28.00 23.80 5.00 40

63 基督教神学导论 18.00 15.00 5.00 40

64 圣乐与崇拜 25.00 21.00 5.00 40

65 七彩桥圣经故事（幼儿） 80.00 68.00 10.00 40

66 七彩桥圣经故事（小学） 80.00 68.00 10.00 40

67 七彩桥圣经故事（初小） 80.00 68.00 10.00 40

68 七彩桥圣经故事（高小） 80.00 68.00 10.00 40

69 旧约神学（上、中、下） 78.00 70.0 10.00 20

70 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 25.00 21.20 5.00 40

71 中国教会工作概论 38.00 32.00 5.00 28

72 教牧辅导 14.00 12.00 3.00 60

73 神学与科学 28.00 23.80 5.00 80

74 真理的寻索 18.00 16.00 3.00 60

75 基督教教义简史 24.00 20.40 3.00 40

76 创世记（一） 40.00 34.00 5.00 24

77 创世记（二） 45 38.20 5.00 24

78 圣经背景 7.00 5.90 3.00 200

79 出埃及记（一） 40.00 34.00 5.00 24

80 出埃及记（二） 55.00 46.70 5.00 24

81 利未记 35.00 29.70 5.00 24

82 圣经故事 28.00 23.80 5.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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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品名 零售价（元） 优惠价（元） 邮费（元） 本/箱

83 稳固基础（学生用书） 20.00 17.00 5.00 40

84 稳固基础（教师用书） 20.00 17.00 5.00 30

金陵神学院发行科特价书籍优惠

编号 品名 零售价（元） 优惠价（元） 本/箱

2 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 7.00 2.00 70

3 要明白主的旨意 4.00 1.50 200

4 佳美的脚踪 5.50 2.00 120

5 信心引导我们前进 9.00 4.50 70

6 我们的托付 8.90 4.50 100

7 世纪微光 13.5 5.00 60

8 岁月更新心意更新 9.00 4.50 100

备注：订购数量较大的代销店、教会及教堂可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

式商议优惠价格。

邮局汇款　　邮    编：211112
银行汇款　　户    名：金陵协和神学院

　　　　　　地    址：南京市江宁区大学城樵歌路100号
　　　　　　帐    号：10-132001040214073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江宁支行

　　　　　　名　称：金陵协和神学院发行科

　　　　　　联系人：陈姊妹、杨姊妹

　　　　　　电话（传真）：025-84727204  52832000
　　　　　　电子邮箱：jlsxyfxk@aliyun.com



代祷项目
　　1. 请为《金陵神学志》和《教材》的出版圣工代祷。

　　2. 请为金陵神学教育和属灵书籍的编辑出版发行代祷。

　　3. 请为出版发行的软件和硬件等诸多事工代祷。

优惠项目
　　凡批量购书和代销，均有较大的折扣优惠，欢迎致电垂询。

        电话 ：025-84727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