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更 新 研 究 中 心  
202 - 6960 Royal Oak Ave., Burnaby BC Canada V5J 4J2

Tel. 604-435-5486 Fax. 604-435-9344 
Web. www.crrs.org Email. info@crrs.org 

奉獻支持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常費	 □文化交流事工	 □教育工程

	 □一次/□每月/□每年信心奉獻	 	 幣	 	 	 元

	 □Credit Card □Cheque	□Cash	 □免稅收據	Tax Receipt Required

訂閱《文化中國》季刊
▉訂閱《文化中國》季刊（4期/年）

	 	 	 □個人/學院/機構/教會	 	 （CAD100元/年‧無退稅收條）

訂購文更產品

□泰一課程 I-Course      探討	 	梁燕城	

	 梁博士創作專為華人信仰探討的課程，包括12片DVD及講義

	 ▉PAL(亞洲區碼/HK$950)	 	 □粵語	

	 ▉NTSC(北美區碼/CAD$100含稅)	 □粵語	 □國語

	 		 	 □教會版(購買聯絡本中心)	 

	 □代郵(郵費CAD20‧北美6-12日‧國際4-6周)	□自取

CD類〈CD每套計〉
  名稱 類別 作者 單價

□宇宙、人生、啟示密碼〈3CD裝‧粵〉 

	 	 探討	 梁燕城	 $25

□宇宙密碼〈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人生密碼〈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啟示密碼〈1CD‧粵〉	 生活	 梁燕城	 $12

□霍金與上帝存在之謎〈1CD‧國〉	 探討	 梁燕城	 $12

□危機中尋索希望〈1CD‧粵〉	 專題	 梁燕城	 $12

□從枯乾到豐盛〈1CD‧粵〉）	 培靈	 梁燕城	 $12

□揭破達文西密碼的真偽〈1CD+書‧粵/國〉

	 	 文化	 梁燕城	 $18

□美麗傳奇之古城尋思〈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西方文化史〈8CD‧粵〉	 歷史	 梁燕城	 $52

□謎之迷-風水與星相〈2CD‧粵〉	 探討	 梁燕城	 $17

□謎之迷-異域與親情〈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謎之迷-苦罪與命運〈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謎之迷-文化與信仰〈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謎之迷-前世與來生〈2CD‧粵〉	 探討	 梁燕城	 $17

□故鄉情〈2CD‧國/粵〉	 文化	 梁燕城	 $17

□恩愛夫婦講座〈1CD‧粵〉	 生活	 梁燕城夫婦	 $12

□中東、阿富汗恩仇〈2CD‧粵〉	 歷史	 梁燕城	 $17

□出位漫畫與中東新局勢〈1CD‧粵〉	 歷史	 梁燕城	 $12

□世紀對話〈2CD‧粵〉	 文化	 溫偉耀/梁燕城	 $17

□培靈系列-復見藍天/神聖的會面/〈4CD‧粵〉 

	 愛裡得釋放/活水暢流	 培靈	 梁燕城	 $30

□金股、網路、世俗迷情〈3CD‧粵〉	 生活	 梁燕城	 $25

□人生哲學〈8CD‧粵〉	 文化	 梁燕城	 $52

□群魔重現新紀元〈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苦罪懸謎〈1CD‧粵〉	 探討	 梁燕城	 $12

□人生的出路-解除憤恨之心〈1CD‧粵〉	佈道	 梁燕城	 $12

□人生的出路-釋放苦怒之心〈1CD‧粵〉	佈道	 梁燕城	 $12

□人生的出路-透視生死之謎〈1CD‧粵〉	佈道	 梁燕城	 $12

□殊途同歸〈1CD‧粵〉	 文化	 梁燕城	 $12

□人生如夢〈1CD‧國/粵〉	 生活	 梁燕城	 $12

□神州巨變〈4CD‧國〉	 歷史	 梁燕城/楊小彥	 $30

□道與魔〈2CD‧國/粵〉	 護教	 梁燕城	 $17

□人歸何處〈1CD‧國〉	 生活	 梁燕城	 $12

□從苦難到悲憫〈1CD‧國〉	 生活	 梁燕城	 $12

書籍類〈每本CAD15.-〉

 書名/類別 作者   單價

□中國文化處境的神學反思‧中華神學	 梁燕城/徐濟時			 $15

□向死而生〈簡體字〉‧探討	 	 賈佑春/黃偉康/梁燕城		 $15

□異度空間的探索與體驗〈簡體字〉‧探討 梁燕城	 		 $15

□世紀之變的反思‧歷史	 梁燕城	 		 $15

□跨世紀的反思‧歷史	 梁燕城	 		 $15

□都市發展與文化保存‧論文集	 梁燕城/楊劍龍			 $15

□面子學‧探討	 	 	 	 	 	 	 		區應毓/林國祥/梁燕城		 $15

□心靈有約〈簡體字〉‧生活	 梁燕城	 		 $15

□中國哲學的重構‧文化	 梁燕城	 		 $15

□文化中國蓄勢待發‧文化	 梁燕城	 		 $15

□尋訪東西哲學境界〈再版〉‧探討	 梁燕城 

	 原名《慧境神遊》	 	 		 $15

□哲學家的武林大會〈十版〉‧探討	 梁燕城 

	 原名《哲客俠情》	 	 		 $15

□道與魔〈再版〉‧護教	 梁燕城	 		 $15

□窺探我心-梁燕城真情手札‧生活	 梁燕城 

	 〈摘自《讓你窺透我的心》〉	 	 		 $15

□中東冤仇〈再版〉‧歷史	 梁燕城/丁果	 		 $15

□神秘過紅海〈再版〉‧考古	 梁燕城/唐子明			 $15

□古城耶利哥‧考古	 梁燕城/唐子明			 $15

□活生活‧生活	 魏劉國晶	 		 $15

    書籍 Sub-Total:

DVD類〈每套計〉CAD20.-
 名稱  類別 作者 單價

□危機中尋索希望〈DVD‧粵〉	 	 專題	 梁燕城	 $20

□金融危機與天機〈DVD‧粵〉	 	 探討	 梁燕城	 $20

□中國的禮樂文化〈DVD‧國〉	 	 文化	 梁燕城	 $20

□儒家思想：道德觀與上帝觀〈DVD‧國〉文化	梁燕城	 $20

□中國古代的上帝觀：祭祖、孝道、燒香〈國〉 

	 		 	 文化	 梁燕城	 $20

□古國恩情〈VCD‧粵〉	 	 探討	 梁燕城	 $15

□末日危機-地球變暖/核武擴散〈DVD‧粵〉 

	 		 	 探討	 梁燕城	 $20

        文更之友+訂閱+書籍+CD+DVD Total 總數:

郵寄收費

單次購物，金額未滿CAD50元，每件加收CAD10元包裝處理及手續費； 

單次購物金額CAD50元或以上免運費； 

你也可以選擇從我們的Burnaby辦公室提取您的訂單； 

所有訂單使用加拿大郵局平郵寄發，若需要空郵或快遞請聯絡本中心。 

1-604-435-5486或電郵	accounts.productions@crrs.org   

       

購買產品請上網 

web. www.crrs.org

或聯絡本中心

Tel.1-604-435-5486
Email. info@crrs.org

網上購物有更多優惠和折扣



文 化 更 新 研 究 中 心
C.R.R.S.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2 - 6960 Royal Oak Avenue,
Burnaby, B.C. Canada V5J 4J2

文更網頁換新裝 www.crrs .org

讓你更容易了解文更事工和最新出版

加強網上捐款安全新功能

智能手機、任何電腦皆可瀏覽和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