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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真金不怕紅爐火 梁斐生 証主(1993)

A1-2 真金不怕紅爐火 梁斐生

A1-3 真金不怕紅爐火 梁斐生
A1-4 真金不怕紅爐火 梁斐生
A1-5 真金不怕紅爐火 梁斐生
A2 是否永不滅亡 陳終道 証主 (1996)
A3 當代基督十架 斯托得著/劉良淑譯 校園書房(1990)
A4

A5
殊途同歸？-
基督教與其他各大宗教之比較

黎登奧 著/鄭華志 譯 中國主日學(199
4)

A6-1 從聖經預言看東亞形勢發展 黃丹尼 導向雜誌(1993)
A6-2 從聖經預言看東亞形勢發展 黃丹尼 導向雜誌(1993)

A7

問得好-解答當代人對信仰的困擾 Kenneth Boa & Larry Moody 
著/任秀妍、李慧敏 譯

橄欖基金會(199
7)

A8 寂智思風雲 梁燕城 宇宙光(1990)
A9 狂飆後的微聲-靈恩與事奉 楊牧谷 著 卓越(1992)
A10 教會在後現代的省思 唐佑之 著 卓越(1993)
A11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 溫偉耀 天道書樓(1990)

A12
當代護教手冊 賈斯樂/布魯克 著 楊長慧譯 校園(1994)

A13 信仰之旅-論東西方的哲學與宗教 林語堂 著/胡簪雲 译 道聲(1994)
A14 中華文化與聖經教訓之對比 鄭國治 中國學園(1989)
A15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徐松石 著 浸信會(1991)

A16
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橫談 羅秉祥 著 宣道出版社(199

3)

A17-1

靜思宇宙玄祕-
靈界、命理、氣功與民間傳統的批判研
究

梁燕城 著 中信(1994)

A17-2

靜思宇宙玄祕-
靈界、命理、氣功與民間傳統的批判研
究

梁燕城 著 中信(1994)

A18 世界五大宗教 吳恩薄等 著 聖文社
A19-1 天堂-圣经怎么说？ 鲍斐森 中国与福音

A19-2 天堂-圣经怎么说？ 鲍斐森 中国与福音

A20 靈魂的價值 唐崇榮 校園書房(1994)
A21 答佛教人士十問 龔天民 著 歸主 (1990)
A22 基督教與中國-傳教士文化 王忠欣 主編 恩福(2003)
A23 信仰之旅 盧爾斯 著/ 馮煕文 譯 活道(1989)
A24 價值觀的探索 唐崇榮 校園書房
A25

A26
痛苦的奧秘 魯益師 著 基督教文藝(19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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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生死存亡的掙扎-創造論與進化論之再思 揚牧谷 著 卓越(1990)

A28 信仰的落實-基督教宇宙論初探 楊牧谷 著 校園書房(1990)
A29 現存世界十一宗教 龔天民 著 校園書房(1991)
A30 慧境神游-漫遊東西哲學諸境界 梁燕城 著 宇宙光(1997)
A31 哲客俠情 梁燕城 著 宇宙光(1992)
A32 突破痛苦的網 林治平 著 宇宙光(1992)
A33 苦難神學 唐佑之博士 著 卓越(1993)
A34 永存的困惑-生命意義的探索 唐崇榮 等著 校園書房(1988)
A35 我的神秘經驗 梁燕城 著 宇宙光(1996)

A36
認識上帝的國-
唯有上帝是人類歷史的推動者

喬治.賴德 著 /林千俐 譯 校園書房(1989)

A37 宇宙-神迹或機遇 約翰候頓 著 証主
A38 耶佛合參 王景慶 道聲(1988)
A39 永恒的開始-基督教對死亡的看法 費約瑟 著/何姚桂芳 譯 証主(1986)

A40

以假亂真-透視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之關係 約翰.百尼德 著 / 韓英士 

譯

歸主(1992)

A41 給時代掃描 黃丹尼 著 導向(1994)

A42
摩門教的内幕 何克滿博士 著/唐崇平等 

合譯
真道之聲(1982)

A43
耶和華見證人的内幕 何克滿博士 著/萬德成 

黃蓮珠 合譯
宣道出版社(199
2)

A44 審判達爾文 詹腓力 中信

A45
人的話、神的話(一)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1

994)

A46
人的話、神的話(二)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1

994)
A47

A48 疑團自釋 哥登.路易士 証主(1981)

A49 總體辯道學-基要篇 章力生 著 天道
A50 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 潘柏滔 更新
A51 人從哪裏來-進化論與創造論初探 何天擇 著 宇宙光(1984)
A52 從預言看末世 張永信 著 証主(1992)
A53 聖經與末世事件-末世事件概覽 胡里昂 著/褚永華 譯 天道(1980)

A54
中國及以色列古先知的訓言與宗教 H.H.Rowley 著/胡簪雲 基督教文藝(196

8)

A55
東方諸宗教 約瑟.M.北川 

著/邱明忠.龔書森 譯
東南亞神學院協
會(1983)

A56-1 比較人論-基督教人論與中國人性論 王歭軍 著 証主(1996)
A56-2 比較人論-基督教人論與中國人性論 王歭軍 著 証主(1996)
A56-3 比較人論-基督教人論與中國人性論 王歭軍 著 証主(1996)
A56-4 比較人論-基督教人論與中國人性論 王歭軍 著 証主(1996)
A57 传教与教育-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王忠欣 主編 証主
A58
A59 失魂与还魂 谢文郁 证主
A60 先驅與過客-再說基督教新文化運動 林慈信 著 証主(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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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
契合與轉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更新之路 莊祖鯤 著 証主(1997)

A62 真理的尋索-基督教是否可信 司徒德博士 証主(1994)
A63 基督救恩特色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1)

A64 追尋 大衛.華生 著/陳毓華 譯 校園書房(1982)

A65 老子原文與譯文 遠志明 著 宇宙光
A66 老子與聖經 遠志明 著 宇宙光
A67 復臨安息日會的内幕 何克滿 著/郭鳳卓 譯 校園書房(1990)
A68 迷信與信仰 吳宗文 著 証主
A69 人本與神本-對於人文主義的神學反思 章力生 著 恩福協會(1998)
A70 苦難與希望-生死苦罪與終極歸宿論 區應毓 著 恩福協會(1998)
A71 解構與重建-中國文化更新的神學思考 陳榮毅、王忠欣等 著 恩福協會(1998)
A72 新紀元答客問 卜勒遜 著/徐美珍 譯 天道書樓(1996)
A73 神州懺悔錄 遠志明 著 校園書房
A74 破舊與立新-中色基督教神學初探 溫以諾 著 恩福協會(1998)
A75 基督教與中國歷史、神學與對話 王忠欣 主編 恩福(1999)
A76 識破天機-中國世紀不是夢 寇順擧 著 喜信(1997)
A77
A78 衝破靈界的黑暗-氣功揭祕 小光 著 中福
A79 第三只眼看道教 王瑞珍 著 校園書房(2000)
A80 第三只眼看一貫道 王瑞珍 著 校園書房(2000)
A81 第三只眼看祭祖 王瑞珍 著 校園書房(2000)
A82 第三只眼看算命、風水 王瑞珍 著 校園書房(2000)
A83 第三只眼看佛教 王瑞珍 著 校園書房(2000)
A84 苦海無邊有情天-再思苦罪的哲理 歐應毓 著 恩福(2000)

A85
真道手冊 王永信 著 大使命中心(200

0)
A86

A87
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 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 

合著
宇宙光(1994)

A88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三） 李志剛 著 宇宙光(1997)
A89 徘徊於耶儒之間 梁家麟 著 宇宙光(1997)

A90
鐵證待判 麥道衛 著/韓偉等 譯 更新傳道會(199

3)

A91
如此我信 周聯華 著 基督教文藝(198

7)

A92
神國千秋（中英） 王永信 著 大使命中心(199

9)

A93
賽先生造成的偏差 韓偉 等著 中國信徒佈道會

(1980)
A94 新铁证待判 麥道衛 著/韓偉等 譯 证主

B1 羅馬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1）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1)
B2 哥林多前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2）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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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哥林多後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3）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88)

B4
加拉太書、以弗所书-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4）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2)

B5
腓立比書/哥羅西書/腓利們書-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5）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2)

B6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6）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0)

B7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书-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7）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2)

B8 希伯來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8）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0)
B9 彼得前後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9）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90)

B10
雅各書/約翰壹貳叁書/猶大書-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10） 

陳終道 著 校園書房(1988)

B11 神的門生 孫德生 著/周李玉珍 譯 証主(1990)

B12
启示錄的七教會（修訂版） 陳終道 著 宣道出版社(198

9)
B13 智慧的開端-箴言分題研經 焦源濂 著 校園書房(1991)

B14
使徒傳道模範 賈玉銘 著 基督教天人社(1

977)

B15 聖經研究圖解 艾温. 杰森 大光书房

B16 愛的跟隨-路得記闡微 焦源濂 著 校園書房(1990)
B17 爐灰中的懊悔-約伯記詳解 焦源濂 著 校園書房(1992)
B18 以經解經 陳終道 著 証主

B19
能力的澆灌-舊約聖靈論 宣信博士 著/包忠傑 譯 宣道出版社(198

0)
B20 在聖靈中長進-以弗所書 滕近輝 著 宣道()

B21
應許之地小百科-
認識耶穌時代巴勒斯坦的風土人情 

羅伯.泰林格 著/鄭淑端 譯 大光書房(1991)

B22
牧者看詩篇二十三篇 凱菲利 著 / 嚴彩琇 譯 主日學協會(198

4)

B23
新約圣經難題 蘇佐揚 著 基督教天人(199

4)

B24 懷疑…...相信 高力富 著 浸信會(1991)

B25
扭轉乾坤的十三使徒 維哥夫諾 著 / 何曉東 譯 中國主日學協會

(1989)
B26 聖經中的夜景（卷一） 陳希會 著 活道(1990)
B27 耶穌生平（上） 焦源濂 著 校園書房(1991)
B28 耶穌生平（下） 焦源濂 著 校園書房(1991)
B29 明日的歌 簡亦微 著 宣道(1986)
B30 歷代志註釋 麥康威 著 基督教文藝

B31
以弗所書講義 賈玉銘 著 少年歸主社(198

5)
B32 簡易讀經與解經法 陳潤棠、陳金獅 著 天道書樓(1990)
B33 先賢之信 楊百德 著 / 梁潔瓊 譯 種子(1981)

B34
聖經名詞簡介 彭聖佣 編 “天風“編輯部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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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 彼得前書釋義 毛克禮著 証道
B36 聖經難解之言-保羅篇 柏饒齊 著 / 蘇心美 譯 校園書房(1997)
B37 聖經難解之言-耶穌篇 布魯斯 著 / 曾念粵 譯 校園書房(1998)
B38 解經談叢 唐佑之 著 校園書房(1995)
B39 新約速讀手冊 蔡春曦、蔡黃玉珍 著 証主(1993)
B40 真道查經問答彙編 李道生 編 浸信會(1985)
B41 美辭泉湧（上）-詩篇選讀 焦源濂 著 校園書房(1988)
B42 美辭泉湧（下）-詩篇選讀 焦源濂 著 校園書房(1988)
B43-1 舊約聖經的神跡 史祈生 著 恩福(2000)
B43-2 舊約聖經的神跡 史祈生 著 恩福(2000)
B44 从圣经预言看
B45

B46

彌賽亞的預言 Egbert W. Andrews 著 / 

安篤思 等譯

基督教改革宗翻
譯(1981)

B47 启示錄淺釋 陳玉玲 講 (1981臺再版)

B48

先知與個別性預言 比爾.漢蒙 著 / 吳蘇心美 

譯

天恩(1999)

B49 人生之探討-傳道書主題詮譯 馬有藻 著 宣道(1987)
B50 詩篇綆汲-福杯滿溢 徐松石 著 浸信會(1973)
B51 詩篇綆汲（福字冊） 徐松石 著 浸信會(1973)
B52 詩篇綆汲（杯字冊） 徐松石 著 浸信會(1973)
B53 詩篇綆汲（滿子冊） 徐松石 著 浸信會(1973)
B54 詩篇綆汲（溢字冊） 徐松石 著 浸信會(1973)
B55 箴言乳蜜 徐松石 著 浸信會
B56 雅歌書講義 丁立介 著 種子(1986)
B57 虛空與充滿-傳道書註釋 謝友王 著 種子(1987)
B58 小先知書講義（上冊） 陳終道 著 天道(1993)
B59 小先知書講義（下冊） 陳終道 著 天道(1990)
B60 萬王之王-但以理書信息 華勒斯 著 / 劉良淑 譯 校園(1985)

B61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注譯 巴克萊 著 / 

李嘉嵩、陳敏欣 譯
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1986)

B62 彼得前書釋義 毛克禮 著 証道(1983)

B63
聖經的主要概念 顧東、藍諾斯 合著 / 

陸秀云 譯
証主(2002)

B64
蒙召得赎：出埃及记 威尔斯比 Warren W Wiersbe 证主 

B65
B66
B67
B68
B69 約書亞記 詹遜 著 宣道
B70 主禱文十四講 史祈生 著 宣道(1989)
B71
B72
B73
B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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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5
B76
B77
B78
B79
B80
B81
B82 舊約新語 舒玆 著 華神
B83 聖經預表基督 霍哲根 著 晨星書屋(1970)

B84

聖經研究圖解 艾溫.傑森博士 著 / 

金培基牧師 譯

大光(1984)

B85
保羅 John Drane 著 / 劉良淑 譯 校園(1983)

B86 聖經研究（1）-創世紀至約書亞記 楊牧谷 主編 種子(1975)
B87 聖經研究（2）-士師記至以斯帖記 楊牧谷 主編 種子(1977)

B88
聖經研究（3）-
詩歌書總論至耶利米哀歌 

楊牧谷 主編 種子(1977)

B89 聖經研究（4）以西結書至瑪拉基書 楊牧谷 主編 種子(1979)

B90
聖經研究（5）-
兩約中間的時代至約翰福音 

楊牧谷 主編 種子(1976)

B91 聖經研究（6）-使徒行傳至啓示錄 楊牧谷 主編 種子(1978)

B92
聖經新譯 得維遜、斯提比、克凡 合編 証道(1975)

B93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倪柝生 著 臺灣福音書房(1

979)
B94
B95
B96
B97 士师记、路得记 路易斯 宣道

B98

路得記釋義 亨利.馬太 著 / 張之宜牧師 

譯

少年歸主(1985)

B99
默想撒母耳記（上） 陳則信 著 基督徒出版社(1

982)

B100
默想撒母耳記（下） 陳則信 著 基督徒出版社(1

981)

B101
以斯帖記釋義 亨利。馬太 著 / 

張之宜牧師 譯
少年歸主出版社
(1985)

B102 以賽亞書研經導讀 嘉大衛 天道書樓
B103 人人聖經註釋-以賽亞書 馬艾弗 著 / 謝國英 譯 宣道(1984)
B104 以賽亞書簡釋 陳偉崑 著
B105 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 詹逊 宣道
B106 耶利米书研经导读 胡意宜 天道
B107 以西结书 赖尔夫 宣道
B108 但以理书详解 苏佐杨 基督教天人社
B109 何西阿书注释 唐佑之 天道
B110 阿摩斯书研经导读 嘉大卫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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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1 约拿书，那鸿书 班克斯.弗里曼 宣道

B112 哈该书，玛拉基书 沃尔夫 宣道
B113 小先知书注释 柯亚伦 证道
B114 旧约先知书导论 傅理曼 华神
B115 小先知书大纲 陈伟昆
B116 小先知书讲解 申乐道 中国主日学协会

B117
十二小先知 H.R.Boer 常青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
B118 神人-以色列先知的研究 赖瑞仁 中国主日学协会
B119 列王与先知 宣信 宣道

B120
罗马书注释 巴克莱 台基长老会青年

事工委员会
B121 将来必成的事 王永信 大使命
B122 约翰福音注释（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23 约翰福音注释（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24 罗马书注释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25 哥林多前后书注释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26 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注释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27
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
书注释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28 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注释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29 启示录注释（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30 启示录 注释（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B131
圣经要道（初集）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B132
生命的信息 俞成华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B133
圣徒的追求 大陆年长同工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B134 当代基督徒的挑战 唐崇荣等 华神
B135 真理之光 吴勇 宇宙光
B136 基督耶酥的启示 何庆诗 证道
B137 生命树与善恶树的分辨 乔纳 橄榄

C1 旧约概论 马有藻博士 中国信徒布道会
C2 新约概论 马有藻博士 中国信徒布道会
C3 旧约辅读（卷上） 香港读经会出版
C4 旧约辅读（卷下） 香港读经会出版
C5 新约辅读 香港读经会出版
C6 教会成人教育 苏克.盖兹 华神
C7 新约综览 滕慕理 宣道出版社

C8
新约导论 麦资基 基督教文艺出版

社
C9 新约导论 米勒尔 浸信会出版社
C10 新约综览研读手册 魏立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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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圣灵与福音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12 启示与真理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13 三一神论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14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15 慕迪神学手册 殷保罗 证主
C16 证主圣经手册（精简本） 福音证主协会
C17 神的形象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18 罪，义，神的审判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19 基督论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20 新约神学（上） 赖德 华神
C21 新约神学（下） 赖德 华神
C22 救赎论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23 布道神学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24
如此基督教 C.S.LEWIS 东南亚神学院协

会
C25 圣经系统神学研究 传瑞勒 橄榄基金会

C26
被提（灾前，灾中或灾后） Gleason L. 曾宗国译 福音神学院出版

社
C27 圣经总论 李善求 海外校园
C28 旧约概览（一） 张西平，马有藻 海外校园
C29 旧约概览（二） 张西平，马有藻 海外校园
C30 旧约概览（三） 张西平，马有藻 海外校园
C31 新约概览（一） 张西平，马有藻 海外校园
C32 新约概览（二） 张西平，马有藻 海外校园
C33 圣经人物 吕允智，苏文峰 海外校园
C34 基要神学（一） 吕沛渊 海外校园
C35 基要神学（二） 吕沛渊 海外校园
C36 基要神学（三） 吕沛渊 海外校园
C37 基督教会史 吕沛渊 海外校园
C38 中国教会史 元西门 海外校园
C39 异端与极端 邱清萍 海外校园
C40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 庄祖鲲 海外校园

C41 圣经综览 Dr. H. Mears

C42 神、启示、权威（一） 卡尔.亨利 校园

C43 神、启示、权威（二） 卡尔.亨利 校园

C44 神、启示、权威（三） 卡尔.亨利 校园

C45 神、启示、权威（四） 卡尔.亨利 校园

C46 陌生客，同路人 高约翰 恩福
C47 流浪的神 康来昌 雅歌
C48 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蔡丽贞 华神
C49 圣经的主要概念 顾东 证主
C50 国度的真理 林道亮 中华福音神学院

C51

圣经教义与实践-卷一：上帝与圣经 韦恩.格鲁登 （Wayne 

Grudem)

学生福音团契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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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

圣经教义与实践-卷二：基督与救恩 韦恩.格鲁登 （Wayne 

Grudem)

学生福音团契 
2002

C53

圣经教义与实践-卷三：教会与末世 韦恩.格鲁登 （Wayne 

Grudem)

学生福音团契 
2003

C54
基督教要道初阶：要道问答精解 黄汉森等译 赵忠辉编辑 基督教改革宗翻

译社出版 2003

D1 神的儿子（教员本） 李樊道霞，徐恩慧编译 证主
D2 活学新约（课程手册） 吴李金丽 福音证主协会
D3 做耶酥基督门徒的意义 同工 校园
D4 信仰追踪 基伯信 证主
D5 新生命与新生活（讲义本） 苏颖智，苏李嘉慧合著 种子
D6 新生命与新生活（训练员指南） 苏颖智，苏李嘉慧合著 种子
D7 新生命与新生活（预习本） 苏颖智，苏李嘉慧合著 种子
D8 保罗书信研读 潘苏齐冰 证道
D9 明白神的旨意（教员本） 史德顿/吴心美译 基督使者协会
D10 明白神的旨意（学生本） 史德顿/吴心美译 基督使者协会
D11 生之蜕变（教师本） 余德林，郭燕群 校园
D12 生之蜕变（学生本） 余德林，郭燕群 校园
D13 心灵世界：福音性小组查经材料 李顺长 校园
D14 智者不惑 李顺长 校园
D15 再造之恩 李顺长 校园
D16 仁者无敌 李顺长 校园
D17 勇者不惧 李顺长 校园
D18 子午线上 李顺长 校园
D19 人际关系 李顺长 校园
D20 天路陷阱 李顺长 校园
D21 管家之乐 李顺长 校园
D22   鲽情深 李顺长 校园
D23 领袖画像 李顺长 校园
D24 两全其美 李顺长 校园
D25 扎根于永恒 李顺长 校园
D26 璀璨的新生 李顺长 校园
D27 奇异的耶酥 李顺长 校园
D28 肢体生活 基督使者协会
D29 学习顺服 基督使者协会
D30 妹妹的角色 李林静芝 基督使者协会
D31 门徒训练课程（组长本） 莹诗译 角声
D32 第1册 在基督里 杨文芳译 角声
D33 第2册 圣灵充满 杨文芳译 角声
D34 第3册 与神同行 杨文芳译 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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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5 第4册 信徒品德 杨文芳译 角声
D36 第5册 信心磐石 杨文芳译 角声
D37 第6册 成长之旅 杨文芳译 角声
D38 第7册 仰望基督 杨文芳译 角声
D39 起跑线上（教师本） 臧玉芝 校园
D40 起跑线上（学生本） 臧玉芝 校园
D41 圣灵的果子（带领手册） 欧福娜/陆南瑞译 校园
D42
D43 圣化你的生涯 李顺长 校园
D44 同化你的全人 李顺长 校园
D45 富化你的祈祷 李顺长 校园
D46 纯化你的定义 李顺长 校园
D47 强化你的信心 李顺长 校园
D48 深化你的灵命 李顺长 校园
D49 感化你的对手 李顺长 校园
D50 活化你的生机 李顺长 校园
D51 变化你的气质 李顺长 校园
D52 趣化你的读经 李顺长 校园
D53 美化你的形象 李顺长 校园
D54 净化你的视力 李顺长 校园
D55 圣经真理百课（上） 杜永嘉 晨星
D56 圣经真理百课（下） 杜永嘉 晨星
D57 诗人的心扉（诗篇） 李顺长 校园
D58 恩典的滋味 李顺长 校园
D59 天才的忏悔（传道书） 李顺长 校园
D60 智慧的花束（箴言） 李顺长 校园
D61 基督的丰盛（以弗所书） 李顺长 校园
D62 常青的生命（诗篇查经手册） 布姬儿 福音主证协会
D63 救恩的蓝图（罗马书） 李顺长 校园
D64 新生命（福音性查经） 赖德 C.C.L.
D65 新生命（栽培性查经） 赖德 C.C.L.
D66 仁爱-建立健全的关系 施加伦 基道
D67 和平-克胜爱虑与冲突 利贝雅 基道
D68 恩慈，良善-作个好邻居 高克诚 基道
D69 温柔- 温柔就是力量 利贝雅 基道
D70 信实- 真诚友谊的基础 艾翎 基道
D71 跟主学领导 黄鸣示译 校园
D72
D73 异邦中的属灵人 史多可
D74 圣经中的敬虔妇女
D75 全备的救恩-组长本 黄智奇 加拿大恩福协会
D76 全备的救恩-学生本 黄智奇 加拿大恩福协会

D77
在圣经中经历神 Richard Peace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78 往高处行 布雷斯汀

D79 圣经中的伟人 普德蒙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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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0 带领小组查经 苏文峰 海外校园
D81 领人归主 冯秉诚 海外校园
D82 牧养教会 祝健 海外校园
D83 婚姻问题解答 温以诺 海外校园
D84 讲道 饶孝楫 海外校园
D85 儿童主日学师资训练 金培文 海外校园
D86 事奉问题解答 王永信 海外校园
D87 摩西-神所改变的人 欧福纳 校园
D88 行在光明中（约翰壹书） 校园同工 校园
D89 学像基督（马太福音） 艾尔夫妇 校园
D90 加拉太书 斯托得 校园
D91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斯托得 校园
D92 差传真理与实践 郑果 华人福音

D93

圣经系列- 
回归先知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
拉基书（教师本）

潘赵任君、吕鸿基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94
圣经系列- 诗篇（教师本） 林加东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95
圣经系列- 罗马书（教师本） 庄光东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96
圣经系列- 回归 先知书（学生本） 潘赵任君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97
圣经系列- 诗篇（学生本） 林加东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98
圣经系列- 罗马书（学生本） 庄光东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99

教师训练课程讲义（学习教导）（有3盒
磁带）

吕鸿基 中华国际圣经协
会

D100 情绪逼人来 苏颖睿 学生福音团契
D101 门徒的品格 斯得克，斯卡若合著 校园
D102 门徒的操练 斯得克，斯卡若合著 校园
D103 翻天覆地（使徒行传研经材料） 布鲁克著 校园
D104-1 开天辟地（创始记研经材料） 韩恩尔夫妇 校园
D104-2 开天辟地（创始记研经材料） 韩恩尔夫妇 校园
D105 腓立比书-小组查经材料 教员小组编 校园
D106 登山宝训- 小组查经材料 斯托得 校园
D107 美满家庭-小组查经材料 雷帕森夫妇 校园
D108 小组查经材料- 附归纳法 李林静芝 校园
D109 先知的热泪-耶利米书研经 苏美恩 校园
D110 繁荣的诅咒-阿摩司书研经材料 苏美恩 校园
D111-1 爱里合一- 以弗所书研经材料 卜安迪夫妇 校园
D111-2 爱里合一- 以弗所书研经材料 卜安迪夫妇 校园
D112 启示录（查经材料） 史蒂文斯 校园
D113 你也能传福音（查经材料） 贝碧琦 校园
D114 成为基督徒 布鲁克著 校园
D115 基督徒的品格 布鲁克著 校园



Call Number Title Author Date of 
Publication 

D116 丈夫与妻子（家庭生活查经1） 基督教导航会 中国主日学
D117 父母与子女（家庭生活查经2） 基督教导航会 中国主日学
D118 罗马书研经材料 校园研经写作小组 校园
D119 圣经人物列车 苏传丽秀 校园
D120
D121 属天的智慧（传道书） 布雷斯汀 更新传道会
D122 基督教教育师资训练 邓敏 证主
D123 脱胎换骨（罗马书研经） 顾杰克 校园
D124 基督徒的生活形态 更新传道会 更新传道会
D125 耶酥言行（组长本） 陶诗译 角声
D126 耶酥言行（第一册） 陶诗译 角声
D127 耶酥言行（第二册） 陶诗译 角声
D128 耶酥言行（第三册） 陶诗译 角声
D129 小组长训练手册 张振民 大光
D130 性格重整之旅（信徒成长查经材料） 苏颖智 学生福音团契
D131 有效率的服事 苏文隆 台福
D132 解惑-分享福音的要诀 麦葛福 校园
D133 新生命与新生活“预习本” 苏颖智 校园
D134 迷雾天机 张宇理 中信

D135 请问，生命 罗门.华伦 校园

D136
D137
D138
D139
D140

D141 传喜讯的人:保罗生平 欧福娜 校园

D142 在小组中寻宝 郝罗宝泰 校园
D143-1 一生之计 方滋华，罗海德 校园
D143-2 一生之计 方滋华，罗海德 校园
D144
D145
D146
D147
D148
D149
D150
D151 社交影响力（家庭生活查经4） 基督教导航会 中国主日学
D152 以弗所书（生命变更） 圣徒装备事工
D153 才德妇人（妇女查经材料） 辛西亚，希尔德 证主
D154
D155
D156
D157
D158
D159
D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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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1
与神同行的人（12位旧约人物小组查经
材料）

管玛莲 校园

D162
他们遇见了主（15位新约人物小组查经
材料）

校园同工 校园

D163
D164
D165
D166
D167
D168
D169
D170
D171
D172 提摩太后书（个人、小组查经资料） 导航会同工 校园
D173
D174
D175
D176
D177 入世而出世（专业人士查经材料） 林慈信 基督使者
D178 他是谁（耶酥生平聚会材料） 蔡识珍 校园
D179-1 希伯来书研经材料（自习，小组） 写作小组 校园
D179-2 希伯来书研经材料（自习，小组） 写作小组 校园
D180 价值观重整之旅（查经材料） 苏颖智 校园
D181 成长路 信徒成长小组查经资料 苏颖睿 学生福音团契
D182
D183
D184 成长- 学道班手册 夏忠坚 台北灵粮堂

D185
初信成长八课 许秀清 香港青年归主协

会

D186
初信成长八课（栽培员手册） 许秀清 香港青年归主协

会
D187 系统栽培与灵命成长（修订本） 陈道明 福音团契书局
D188
D189
D190
D191
D192
D193
D194
D195 面对自我- 门徒进深训练手册（1） 约翰布鲁格 圣经辅导基金会
D196
D197
D198
D199

D200
新的一代-信徒成长问题探讨课程（二） 麦道生 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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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
新的一代-
信徒成长问题探讨课程（二）教员手册

麦道生 证道

D202
新的一代-信徒成长问题探讨课程（三） 麦道生 证道

D203
新的一代-
信徒成长问题探讨课程（三）教员手册

麦道生 证道

D204 今日门徒-门徒训练课程（一） 韦丹/迈道生 证主

D205 今日门徒-门徒训练课程（二） 麦道生/缪约翰 证主
D206
D207
D208
D209 团契游乐坊 吴李金丽 证主
D210 团契活动多姿彩 学生福音团契
D211 团契三部曲 林汉星 基道书楼
D212 圣经游戏100种 苏文博 校园
D213 创意聚会（青少年活动设计） 莫鲍伯 校园

D214 圣经创意教材（青少年适用） 达非.罗宾斯 Duffy Robbins 校园

D215 北美华人老人聚会材料 张宰金 基督使者协会
D216 团契乐缤纷- 创意聚会白宝囊 吴李金丽 证主
D217 101个游戏方法 道声
D218 活力跳豆（创意家庭崇拜手册） 吴李金丽 证主
D219 节庆剧本集锦
D220
D221 聚会时间的儿童活动 吉姆 拉森 中国主日学

D222 破冰游戏1 梁延益 证主

D223 破冰游戏2 梁延益 证主

D224 家庭小组活动百宝箱 福敦伯格 证主

D225 乐在其中: 团契与人际关系动力之探讨 邓敏 证主

D226 创意团康乐 窦仁君 校园
D227 创意团契 吴李金丽 证主

D228 信仰与生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傅洛摩/戚思 更新

D229 超越苦难:约伯记 柯拉格 更新

D230 蒙召的人生:彼得前后书 犹大书 布雷斯汀夫妇 更新

D231 圣经中信靠神的妇女 柯雷森 更新

D232 基督徒生活指南-约翰一、二、三书 布雷斯汀 更新

D233 人际关系 韩特 更新
D234 圣经中的伟大篇章 普德蒙 更新
D235 不一样的恋爱 吴李金丽 证主
D236 团契生活 潘霍华 文艺
D237 不再一样-组长本 金科德 浸信会

D238 不再一样-学员本 布克比/金科瑞 浸信会

D239
D240
D241
D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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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3
D244
D245
D246
D247
D248
D249
E1 给初信者 校园福音团契同工 校园
E2 生命力 布克汉
E3 当代圣灵工作 斯托得
E4 是我吗？（简体字） 涤然 恩福协会
E5 是我吗？（繁体字） 涤然 宣道出版社
E6 智慧的人生 唐崇荣 校园
E7 茁苗 卢宏博 天道
E8 圣徒的成全（教会造就事工） 黄孝亮 校园书房
E9 灵性低潮 钟马田 证道
E10 给献身者 青宣 校园书房
E11 门志重燃 白思道 证道
E12 如何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 欧罗伊 大光
E13 谁为上帝发言 寇尔森 校园
E14 家在教会 唐佑之 证道
E15 教导我们祷告 谢琼安、杜伊莲 以琳
E16 由初信到成长 陈终道 宣道出版社
E17 永恒的事奉 陈终道 宣道出版社
E18 圣经中的得胜者（旧约人物） 陈终道 宣道出版社
E19 圣经中的失败者（旧约人物） 陈终道 宣道出版社
E20 长大成人 陈终道 校园
E21 攻破坚固的营垒 魏德凯 校园
E22 敬拜与争战（祷告手册） 魏德凯夫妇 校园
E23 你也能做主门徒 箴士、卜易士 校园
E24 当代基督教与政治 寇尔森 校园

E25 快快乐乐过一生 罗勃.舒勒 宇宙光

E26 无情世界有情天 罗勃.舒勒 台福传播中心

E27 日头上升时 彭延亮 校园
E28 未来的盼望 葛培理 证道
E29 爱徒的叮咛 滕近辉 宣道出版社
E30 心意更新-如何调整内心生活 麦哥登 证主
E31 服侍这一代 莫陈咏恩 学生福音团契
E32 基督教文化的挑战 史托德 宣道出版社
E33 公元2000年 司徒德 证主
E34 用我一生 高力富 证道
E35 全然成圣 宣信 宣道出版社
E36 诗苑灵程 滕近辉 宣道出版社
E37 写给信仰的追寻者 滕近辉 宣道出版社
E38 活出喜乐-从腓利比书看积极人生 韦丹拿 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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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9 扎根与结果-真实的信仰根基 周联华 海棠

E40 圣膏选集
E41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倪柝声 台湾福音书屋

E42 朝见上帝- 崇拜的再思 施达雄 中国主日学协会

E43 慈绳爱索 梁敏夫 译 道声

E44-1
与神同行 莱尔 著 赵忠辉 译 基督教改革宗翻

译 1997

E44-2
与神同行 莱尔 著 赵忠辉 译 基督教改革宗翻

译 1998

E44-3
与神同行 莱尔 著 赵忠辉 译 基督教改革宗翻

译 1999
E45 超越平庸（生命进程系列1） 施蕴道 证主
E46 迎向人生（生命进程系列2） 施蕴道 证主
E47 迎向人生（生命进程系列3） 施蕴道 证主
E48 进深之旅（生命进程系列4） 施蕴道 证主
E49 进深之旅（踏上救恩路5） 施蕴道 证主
E50 每日与主同行（简体字） 苏颖智 证主
E51 每日与主同行（繁体字） 苏颖智 证主
E52 义人之根 陶恕选集 宣道出版社

E53 恩典-全人医治的秘诀 大卫.席蒙得 校园

E54 给你，辅导（团契辅导指南） 彭怀冰 校园
E55 你也能辅助受创者 爱维莱特 校园
E56 别入错行呀 那兰摩尔 证主
E57 天父的心 马克伦 校园
E58 基督徒生活面面观 陈终道
E59 对主忠诚？做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夏博思 基道
E60 上班族语 陈钧润 突破
E61 相看两不厌 黎海华编 突破
E62 彼此服事 盖时珍 证道
E63 基督徒看权势 傅士德 基道书楼
E64 中国心 曾家彬 宣道出版社
E65 神所宝贝的朋友 亨利.布克比 基石
E66 寻神启示 杨腓力 校园
E67 信心探原 魏德凯 校园
E68 门徒训练精选 韩高升，苏威廉 种子
E69 渴慕神 陶恕选集 宣道出版社
E70 追随基督 潘霍华 道声
E71 神与人之间 唐崇荣 校园
E72
E73 应（大学讲章） 恩奇
E74 意（大学讲章） 恩奇
E75 庆（大学讲章） 恩奇
E76 属灵争战的兵器 李拉瑞 以琳

E77 神所拣选的禁食 亚瑟.华理斯 以琳

E78 工人的典范（基督工人系列1）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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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 工人的领人归主（基督工人系列2）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80 工人的领人事主（基督工人系列3）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81 工人的成长（基督工人系列4）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82 工人的讲道（基督工人系列5）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83 工人的辅导（基督工人系列6）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84 工人的生活（基督工人系列7）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85 得胜再得胜的祷告 杜维理 亚洲
E86 你也可以计划人生 蔡元云 突破
E87 祷告、见证、复兴-禁食祷告会手册 证主
E88 帅气的赢家 李顺长 校园
E89
E90 我手写我心 杨东川 思奇
E91 接纳-走出羞愧的阴影 史密德 校园
E92 一份礼物给事奉的人 滕近辉 中国神学研究员
E93 教会生活的艺术 唐佑之 中国信徒布道会
E94 发挥你的潜能（繁体字） 马约翰 证道
E95 发挥你的潜能（简体字） 马约翰 证主
E96 圣灵里的更新 宣信 宣道出版社
E97 每日箴言-门徒的座右铭 苏颖智 学生团契
E98 苏恩佩文集（第一册） 苏恩佩 突破
E99 苏恩佩文集（第二册） 苏恩佩 突破
E100 深情冷眼 梁燕城 卓越
E101 爱恨中国人 温伟耀 卓越
E102 灵语泽（1） 余丹白 宣道出版社
E103 工人的配搭（基督工人系列8）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104 工人的指标（基督工人系列9）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105 工人的受苦（基督工人系列10） 麦希真 福音证主
E106 奔放的生命 林曾秀芬 天恩
E107 灵语泽（2） 余丹白 宣道出版社

E108
使徒信经 傅立德 台湾信义会真理

堂
E109 灵命双翼 柯沃 史济兰 橄榄基金会

E110 祝福-和谐人生的秘诀 史摩利  校园

E111 结伴同行（第二版） 陈李颖 福音证主协会
E112 基督徒看钱 傅士德 基道 
E113 基督徒看性 傅士德 基道

E114
真自由 李定武 中华基督翻译中

心

E115 纷扰世情中的信仰立场 张慕皑 萧寿华 宣道出版社

E116
E117 末日决战 雷克 乔纳
E118 更新里面的人 上 桑得福夫妇 橄榄基金会
E119 更新里面的人 中 桑得福夫妇 橄榄基金会
E120 更新里面的人 下 桑得福夫妇 橄榄基金会
E121 天医无缝 李顺长 校园
E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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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3-1 做你朋友的好朋友 李顺长 校园
E123-2 做你朋友的好朋友 李顺长 校园
E124 做你家人的好家人 李顺长 校园

E125 往高处行 洛琳.派特森 中国主日学协会

E126-1 认识真理 基督
E126-2 认识真理 基督
E127 做你天使的好天使 李顺长 校园
E128 做你儿女的好父母 李顺长 校园
E129 做你情侣的好情侣 李顺长 校园
E130 做你形象的建筑师 李顺长 校园
E131 银网中的金苹果 费力斯 中国学院传道会
E132 圣灵、良心或撒旦的声音 唐崇荣 中福出版
E133 信仰、试炼与得胜 唐崇荣 中福出版
E134 信仰问题解答（一） 远志明 海外校园
E135 信仰问题解答（二） 冯秉诚 海外校园
E136 圣经难题解答 吕鸿基 海外校园
E137 长进之路 王国显 海外校园
E138 作主门徒 王国显 海外校园
E139 灵命塑造 王志学 海外校园
E140 信仰与生活 宋义哲 海外校园
E141-1 释放的喜乐 奥米沙 恩福
E141-2 释放的喜乐 奥米沙 恩福
E142 上帝的心事 隆梅尔 天恩
E143 上帝值夜班 隆梅尔 天恩
E144 步他后尘（1）成长与试探 杨牧谷 更新资源
E145 步他后尘（2）宣讲与教导 杨牧谷 更新资源
E146 步他后尘（3）祷告与不渝 杨牧谷 更新资源
E147 灵修日新（上卷） 陈马可 晨星
E148 灵修日新（下卷） 陈马可 晨星
E149 疾风烈火 辛杰米 雅歌
E150 激流砥柱 区应毓 恩福
E151 天经地义 区应毓 恩福

E152 浊流清涧 区应毓 恩福
E153 信心的跳跃 G.E. Boyd 宇宙光
E154 戴德生- 挚爱中华 史蒂亚
E155 基督的风范 唐崇荣 校园书房
E156 基督徒与婚姻 王明道 宣道书局
E157 基督徒的婚姻 南丁格 浸信会出版部
E158 基督徒也可以说不 郁尼科 宣道出版社
E159 铁磨铁信箱 麦希真 世界华辐中心
E160 癌症之后 杨牧谷 更新资源
E161 情绪伤害-赞美艺术篇 彭德修 宇宙光
E162 情绪伤害-管教艺术 彭德修 宇宙光

E163 我不再是同性恋 Jeff Konrad 宇宙光

E164 相煎何太急 杰夫.范达伦 中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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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5 何必上教会 杨腓力 校园

E166 人生下半场 鲍伯.班福德 雅歌

E167 下半场赢家 鲍伯.班福德 雅歌

E168 下半场突围 鲍伯.班福德 雅歌

E169 人生转折点 柯麦克 雅歌
E170 上帝的悄悄话 路卡杜 校园
E171 灵魂幸存者 杨腓力 学生福音团契
E172
E173 标杆人生 华理克 基督使者协会

E174 鱼儿别上钩 亨利.克劳德 旅途

E175 他是信实的 胡恩德 宣道
E176 你是我所喜悦的 陈终道 宣道
E177 顾客就是上帝 叶松茂 天道
E178 若 贾艾梅 证道
E179 行在水面上 奥伯格 校园

E180 上帝不匆忙 华伦.魏斯比 天道

E181
E182 风景会说话：阿尔卑斯山的风景会说话 依品凡 宇宙光
E183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白洛克 父子 中国主日学
E184 无毒一身轻 林光常 世茂
E185－１ 新生命（福音性查经） 大使命
E185－2 新生命（福音性查经） 大使命
E185－3 新生命（福音性查经） 大使命
E186 帮助我长大（小信徒指南） 李乐夫 浸信会出版部
E187 帮助我长大（学生本） 聂瑞夫 浸信会出版部
E188 帮助我长大（教师本） 白罗伯 浸信会出版部
E189 金色年华 刘翼凌 福音文宣社

E190 台湾畅销 CCM TOP 10 诸约信 朱头皮 校园

E191 QQQQ的人生 林治平 宇宙光

E192 火热的祷告 柯慕里.麦 台北灵粮堂

E193 他要兴起一人 翟辛蒂 以琳
E194 基督救恩特色 陈终道 恩福
E195 真葡萄树 慕安得烈 大光
E196 属神的女人 Ginger Gabriel 学园
E197-1 基督徒须知 巴刻 宣道
E197-2 基督徒须知 巴刻 宣道
E197-3 基督徒须知 巴刻 宣道
E198 星空探秘 Werner Gitt 宇宙光

E199 再造真实的你 杰克.海福德 以琳

E200
E201 21世纪的事奉者 林治平 宇宙光
E202 经验这门课 Jellsworth Kalas 宇宙光
E203 黄金阶梯 Hall Urban 宇宙光

E204
救恩的确据（上）－　约翰福音１７章
的信息

钟马田 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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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5
救恩的确据（下）－　约翰福音１７章
的信息

钟马田 活泉

E206 灵界的默示 孙大信 橄榄基金会
E207 在主脚前 孙大信 橄榄基金会
E208 十字架是天堂 孙大信 橄榄基金会
E209 亘古的冥思 孙大信 橄榄基金会
E210 真假基督徒 孙大信 橄榄基金会
E211 啊！自杀！ Bill Balckburm 宇宙光

E212
怎么办？家人正面临死亡 David Clark & Peter 

Emmett
宇宙光

E213 不可理喻的上帝 杜博生 中国主日学

F1 女人，你是谁？ 陈李颖 证道
F2 教育理念与基督教教育观 区应毓 等 四川大学出版社
F3 家庭协奏曲 吴李金丽 证主

F4 如何按照圣经教养你的孩子 华德.韩力森 橄榄

F5 如何带领家庭崇拜 白爱芙 大光
F6 家庭崇拜137 夏忠坚 大光

F7 勇于管教 詹姆斯.杜布森 爱家文化事业

F8 幸福园 简春安 宇宙光
F9 圣经与家庭 于中昱 宣道出版社
F10-1 致伟立书 薛查理 证道
F10-2 致伟立书 薛查理 证道
F11 致嘉兰书 薛查理 证道
F12 彼此了解 杜尼耶 证道

F13

我为什么是我？-
探讨原生家庭对个性的影响

高伟雄 橄榄

F14 家-教会的缩影 盖时珍 证道
F15
F16 成长、恋爱、婚姻 刘章田 校园
F17 你也能建立家庭小组 贾克斯夫妇 校园
F18 爱就是被了解 杜华德 橄榄基金会
F19
F20 我爱上了一个女孩 杜华德 道声
F21 爱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的父母 竹君 宣道出版社
F22 爱的融合两代情 竹君 宣道出版社
F23 精彩的基督化家庭 苏文龙 台湾传福中心
F24 屋檐下 苏颖睿 福音证主
F25 智慧的父母-从箴言看教养 海斯特 校园书房

F26
主宰你的荷尔蒙-
带领者指南及成长手册（恋爱）

吉姆.柏恩斯 校园书房

F27 麦希真师母手记 麦陈永萱 福音证主
F28 中年妇女的危机 康维夫妇 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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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9 基督教老年学 杨东川 大光书房
F30

F31 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亚当.杰伊 中国主日学协会

F32 离婚与再婚 陈若愚主编 宣道出版社
F33 基督化家庭 葛礼圣 中国主日学协会
F34 父母手册 傅莱林夫妇 校园
F35 款款深情-夫妻沟通秘诀 史威华 校园

F36  鲽情深40招 詹姆斯.柏治 中国主日学协会

F37 爱儿成长 证主
F38
F39 男女约会 何白瑞等 校园
F40
F41 为未生的孩子祷告 麦格纳夫妇 以琳书房
F42 婚姻的奥秘 陈辉茂 校园书房
F43 唯爱 涤然 恩福协会

F44 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 史多美.奥玛森 以琳书房

F45 爱家男人无价宝 史葛利.特约翰 爱家文化事业

F46 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 史多美.奥玛森 以琳书房

F47 风茄放香 约翰.崔舍 中国主日学协会

F48 说出心中的情画 史葛利.特约翰 爱家文化事业

F49 老爹的叮咛 隆梅尔 天恩

F50 心灵花园-给婚姻路上的He and She 查理.艾斯礼 以琳书房

F51 兰色的信笺 三蒲绫子 宇宙光
F52 比爱更多 麦杰克/麦凯柔 宇宙光
F53-1 我该结婚吗？ 史密斯 校园
F53-2 我该结婚吗？ 史密斯 校园
F54 给女儿的信 范雷登/戴维斯 晨星

F55 孩子听你那一套吗 麦克.杨基 爱家文化事业

F56 Y世代教养高手 麦克.杨基 爱家文化事业

F57

两次约会见真章-如何知道这人值得追求 尼尔.克拉克华伦 基石

F58 清心守侯的女人 钟黛比 肯洁琪 雅歌
F59 亲子连心1001招 詹姆斯路卡斯 雅歌
F60 如何全家一起祷告 傅雪莉 雅歌

F61 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 亨利.克劳德 台福

F62 晓风四书：给你 张晓风 宇宙光
F63 晓风四书：诗诗，晴晴，与我 张晓风 宇宙光
F64 晓风四书：动物园中的祈祷室 张晓风 宇宙光
F65 晓风四书：安全感 张晓风 宇宙光
F66 永远的家书 韩吴期敏 中信
F67 跟女儿谈心 好自在
F68 写给年轻的女孩

F69 违规的爱 珍妮.郝曼生 大光书房

F70 父母小百科 庄文生 宇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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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1 家有儿女初成长 苏文博 宇宙光

F72 内在医治 琼恩.詹姆斯 大光书房

F73

F74 缘尽今生-配偶信仰不同怎么办? L.史特博夫妇 海天

F75 如何与青少年子女谈心 查尔斯.薛佛 证主

F76 来听动物讲故事（中英对照） 马歇斯 证主
F77 值得等 史代富 校园书房
F78
F79 非爱情书 陈惠琬 宇宙光
F80 性这回事 Tim Stafford 宇宙光

F81 如果时光倒流，容我…… John Drescher 中国主日学协会

F82

G1 另一种爱情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G2 杏林子作品精选 杏林子 宣道出版社
G3 这一双手 阮大幸
G4 行到水穷处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G5 地毯的那一端 张晓风 基督教文艺
G6 给你 张晓风 宇宙光
G7 杏林小记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G8
G9 如果你有一首歌 张晓风 宇宙光
G10 一切的峰顶（当代人寻道故事） 张晓风 海棠

G11 天路历程（中英对照） 约翰.班杨 正文书局

G12-1 天路历程 本仁.约翰

G12-2 天路历程 本仁.约翰

G13 梦幻巴士 鲁益师 校园
G14 愿 孔海洛 证道
G15 静思录 李涵瑛 基督教文艺
G16 愁乡石 张晓风 基督教文艺
G17 听风听雨 李涵瑛 基督教文艺
G18 人生帐棚 许牧世 基督教文艺
G19 寻道记 三蒲绫子 基督教文艺
G20 狱中书简 潘霍华 基督教文艺
G21 水平线之外 涤然 宣道书局
G22 相思深不深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G23 感谢玫瑰有刺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G24 心之乡旅 宁子 校园
G25 九歌 杏林子 宣道
G26 地毯的那一端 张晓风 水牛
G27 哭墙 张晓风 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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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8 动物也有话说 Werner Gitt 石沿之 宇宙光传播

G29 信仰对话录 远志明 校园
G30 红毯两端 陈惠琬 宇宙光
G31 有一条路 沙囵文选 中国主日学协会
G32 抓住美好的明天 皮尔博士 中国主日学协会

G33 早安颂 吉芮特.罗柯比 中国主日学协会

G34 钻石矿 沙囵文选 中国主日学协会
G35 两颗珍珠 沙囵文选 中国主日学协会
G36 愈读愈来劲 笔耕小组 宇宙光
G37 电你一下 张晓风 宇宙光
G38 仄径 穆宁 证道
G39 心灵品管 杏林子 九歌文库
G40 在生命的渡口与你相遇 杏林子 九歌文库
G41 美丽人生的22种宝典 杏林子 九歌文库
G42 心的呼唤 范学德 校园

G43 网路情人梦 Katherine Tarbox 宇宙光

G44 末日迷踪 黎曦庭，曾健时 证主
G45 乱世奇兵 黎曦庭，曾健时 证主
G46 终极魔星 黎曦庭，曾健时 证主
G47 夺灵大战 黎曦庭，曾健时 证主
G48 地狱军团 黎曦庭，曾健时 证主
G49 夺命时刻 黎曦庭，曾健时 证主
G50 孙越话家常 孙越 宇宙光

G51
与神同在及属灵格言 劳伦斯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G52 我们好象作梦的人 林治平 宇宙光
G53 晓风散文集 张晓风 道声
G54 生之颂 杏林子 九歌
G55 中国心 雪莉 恩福
G56 凉水集 莫子奋 中华归主
G57
G58
G59
G60
G61

I1-1 何等奇妙 汪纯懿 晨星
I1-2 何等奇妙 汪纯懿 晨星
I2 跟随他的脚踪行 雪尔顿 校园
I3 战火童心 米大卫
I4 医生，神祝福你 黄丽贞 宣道
I5 司布真传 富勒顿 以琳

I6 他是我的孩子 比尔.威尔森 以琳

I7 静观风暴显奇恩 杨炜光
I8 谁是老板 谭士登 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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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 龙山行的企业情怀 吴桂行 雅典文
I10 王明道与中国教会 林荣洪 中国神学研究院
I11 艾得理传 安达姬 校园

I12 幽谷之旅 C.S. Lewise 海天书楼

I13 把这山给我 校园文选 校园
I14 毕业生的故事 校园文选 校园
I15 你岂能不关心 校园文选 校园

I16 小村的故事-金三角宣教之旅 林镜初 宣道

I17 再上小村路-重临金三角 林镜初 宣道

I18 献身中华 戴德生 宣道
I19 林肯 G.F.欧文 宇宙光
I20 星路历程 康嘉欣口述 大光

I21 从苦难到荣耀-时代的见证人 苏恩佩 海棠

I22 初为人师 车燧尔 种子
I23 谁擦干我的眼泪 吴光晃 校园
I24 我思故我信（十大基督徒思想巨擎） 麦葛福 校园
I25 被恩待与被怜悯的 寇世远 宇宙光
I26 神和我 马歇尔 中国主日学
I27 我找到了爱（1） 彭海莹 宇宙光
I28 三根指头（2） 刘瑞贤 宇宙光
I29 灵魂的悸动（3） 章陵等 宇宙光
I30 永恒的春天（4） 陈佩璇 道声
I31 更美的一幅画（5） 梁树荣 道声
I32 新造的人（6） 林治平 宇宙光
I33-1 天外异象 贝开文 大光传播
I33-2 天外异象 贝开文 大光传播

I34 薛华的心灵世界 雷里.丹尼斯 雅歌

I35 再生情缘 杨牧谷 卓越书楼
I36 宣信行述 汤普信
I37
I38 永不止息 涤然 宣道
I39 不灭的灯火（上） 吴勇 宇宙光
I40 不灭的灯火（中） 吴勇 宇宙光
I41 不灭的灯火（下） 吴勇 宇宙光
I42 世界不配有的人 黄友玲 一粒麦子
I43 生命可以这样美 林以舜 一粒麦子
I44 走过流泪谷 小民编 道声

I45 芬尼拷丝贝-一位女盲诗人的故事 艾素.巴莱特 大光

I46 和平之子 唐.李察生 中国主日学

I47 灵历集光-主仆宋尚节日记 利未 恩雨
I48
I49 主恩满径- 一位平凡女子的不凡追寻 李满香 台福传播
I50 潘霍华的心灵世界 王贞文 王昭文 雅歌

I51 信仰冒险家（1） 大卫/妮塔.杰克逊 证主

I52 信仰冒险家（2） 大卫/妮塔.杰克逊 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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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3 主啊，为何临到我 伊丽莎白.加德纳 大光

I54 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 范学德 加大恩福
I55 马丁 路德传 何礼魁 道声

I56 心路历程 宾哈特.基斯坦逊 道声

I57 摘星星的人 罗燕明主编 加使者协会

I58 旧约妇女 亚伯拉罕.乔柏 种子

I59 中国教会三巨人 赖恩融 橄榄基金会
I60 咫尺天涯-中国教会近貌 福音证主
I61 大卫 迈尔 美国活泉
I62 保罗 迈尔 美国活泉
I63
I64 又四十年 王长新 加福音出版社

I65 北国奔驰之爱 三桥万利.幸子 国际传道出版社

I66 爱是一生的坚持（彭蒙惠传记） 空中英语教室
I67 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远志明 中信

I68 第一次接触-我如何成为基督徒 陈佩璇 道声

I69 相遇在永恒 张敏 等 道声
I70 圣灵的果子 缪绍训 天粮出版社
I71 谁转动生命齿轮 彭怀真 校园书房

I72
谁掌管明天 何义思 香港宣道会希伯

仑堂
I73 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 张文亮 校园书房
I74 爱心与信心 李登辉 宇宙光
I75 云彩绕中华 恩奇 浸信会出版社
I76 雨后彩虹 赖建鹏 宣道出版社
I77 我听见石头在唱歌 张文亮 校园书房
I78 恩典多奇异 杨腓力 校园书房

I79 恩典百分百 麦克斯.路卡杜 校园书房

I80 生活占上风 海波斯 校园书房
I81 爱的秘笈 卡舒缦 校园书房
I82 爱上星期一 贝克特 校园书房
I83

I84 转个弯一样有路走-让孩子自信过一生 詹姆斯.杜布森 国家图书馆

I85 跨世纪的英雄 吴献章 天恩出版社
I86 见证云集 播恩传播中心

I87

一个与神亲密交谈过的人-
黄德堂先生生平

灵相荣 恩典传播协会

I88 用脚飞翔的女孩 宁娜.玛利亚 传神

I89 中国心 雪莉 恩福
I90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林治平 宇宙光出版社
I91 我错了 金贝克 橄榄基金会
I92 风火大能 辛杰米/梅定恩 雅歌
I93 天使在我家 张莲睇 叶素玉 宇宙光

I94 风火信心 辛杰米/梅定恩 雅歌

I95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杨腓力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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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6 微笑的人生 子敏 亮轩 宇宙光
I97 心里揣着一团火 小刚 校园

I98 疾风烈火 辛杰米/梅定恩 雅歌

I99 庆祝他的一生 金幼竹 宇宙光
I100 苏武牧羊 苏武 天恩出版社
I101 我是“魔鬼种” 顾罗拨 宣道
I102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左坤 全备福音

I103 高雄猫王-缪学理传奇 林治平 宇宙光

I104-1 守着镇西堡的猎鹰 林治平 宇宙光
I104-2 守着镇西堡的猎鹰 林治平 宇宙光
I105 我看不见，但我跑到终点 林治平 宇宙光
I106
I107 传爱到槟城 林治平 宇宙光
I108 战火童心 米大卫 恩福
I109 在恩典中成长 黄坚厚 宇宙光
I110 德蕾莎修女 傅文辉 光启

I111
施恩座前 孙凯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I112
奇异恩典-死阴幽谷里一盏耀眼的明灯 恩典姊妹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I113
至圣所内生活 俞崇架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I114
乳香岗 蒋贻庆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I115 十架窄路 俞崇恩
I116-1 没药山 胡振庆

没药山 胡振庆
I117-1 游子吟 里程 恩福
I117-2 游子吟 里程 恩福
I118
I119 瞎眼的看见神 S.T. 杰克生 橄榄基金会

I120
夜间的歌 恩立 中国大陆圣徒见

证事工部

I121 多伦多祝福 约翰.亚诺特 以琳

I122 寻 杨宓贵灵 中国主日学协会
I123 我成了一台戏 杨宓贵灵 中国主日学协会
I124 丰盛之旅 黄润岳 宇宙光
I125 从布尔什维克到神仆 徐保罗 宇宙光

I126 奇妙新声 杜安.米勒 中国主日学协会

J001-1 童言童语话上帝 伟尔曼 校园

J001-2 童言童语话上帝 伟尔曼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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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02 可爱龙的梦 伊甸社会基金会

J003 圣经的故事 莎莲娜.哈斯汀著 李淑真译 猫头鹰出版社

J004 亲亲天父听听圣经 林嘉宜 浸信会出版社

J005 童言童语话天堂 屈贝琴 伟尔曼等 校园

J006 童言童语话圣经 顾琼华 伟尔曼等 校园

J007 神样样都能 埃里森 证主
J008 童言童语话金钱 伟尔曼 校园
J009 童言童语话是非 伟尔曼 校园
J010 圣经小歌谣 朱施美妃
J011 耶酥的朋友 小麦子 突破
J012 耶酥的比喻 竟标 突破
J013 奇妙的故事 Jenny Robertson 证主
J014 我的圣经故事书
J015 My Book of Bible Stories
J016 天父，谢谢你！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17 天父，我真快乐！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18 天父，我爱你！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19 天父，请你帮助我！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0 上帝造天地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1 挪亚方舟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2 摩西的故事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3 勇敢的大卫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4 但以理在狮子洞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5 耶酥把水变酒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6 耶酥平静风浪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7 耶酥医治瘫子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8 五饼二鱼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29 耶酥喜爱小孩子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30 圣诞节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31 复活节 陆赵钧鸿编 晶晶教育
J032 黎明前的黑暗 葛瑞福 校园书房出版社
J033 圣经教我学EQ 傅湘雯 道声
J034 爱家少年活动手册 黄绮华
J035 爱家少年活动手册（教师秘笈）
J036 麦田里的火鸡（剧本集） 严守珍
J037 童书是童书 黄西毓
J038
J039
J040
J041
J042
J043
J044
J045 璞玉待琢（给青少年辅导） 韦恩莱斯 校园
J046 青年信仰问题 吴恩傅 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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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47 还看下一代 杨牧谷 卓越
J048
J049
K1 教会图书馆手册 姚子枫 宣道
K2 跟主学领导 英国校园同工 英国校园
K3 成功的领导（认识自我） 狄守哲 校园
K4 属灵恩赐 甘陵敦 天道书楼
K5 你也能带领查经 倪雅合等 校园
K6 更美的主日学 陈婉仪 宣道

K7
华人教会手册 罗曼华 世界华人福音事

工
K8 创意圣经教学 赖乐仁 中华福音
K9 可喜悦的祭 卢家文 福音证主协会

K10 不再一样的领导力 亨利.布可比 基石文化公司

K11 注目基督 Let's focus on Christ 黄玉恩

K12 你也能带领查经小组 史蒂夫.巴克 校园

K13 你也能建立家庭小组 贾克斯夫妇 校园
K14 靠圣灵成事 陶恕 宣道
K15 受教的心 陶恕 宣道
K16 主日学教学法 宾孙可仁 中国主日学协会
K17 智慧与身量 团契同工 校园
K18 如何办好主日学 宾孙可仁 中国主日学协会
K19 从圣经看长执 邵遵澜 华神
K20 教会更新-主日学教师训练手册 吴兰玉 证主
K21 基督教教育概论 高忻 华神

K22-1
基督荣耀的身体- 教会论 R.B. Kuiper 著； 赵中辉 

译
改革宗出版有限
公司

K22-2
基督荣耀的身体- 教会论 R.B. Kuiper 著； 赵中辉 

译
改革宗出版有限
公司

K23 怎样办好初级少年团 梁景芳 播道会文字部
K24 卓越领袖风范 艾姆斯 LeRoy Eims 证主
K25 校园小组手册 校园福音团契同工 校园书房出版社
K26
K27 使徒时代教会十二个危机 滕近辉 宣道
K28 教会事工面面观 邵庆彰 校园
K29
K30
K31 给我羊- 滕近辉牧师牧养感言 滕近辉 宣道

K32
教会增长之钥 史文森 台湾教会增长促

进会
K33 教会增长策略 魏格纳 学园
K34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梁家麟 建道神学院
K35 小组教会建造面面观 杨宁亚 道声
K36 圣经管理解码-实际运作篇 Larry Burkett 宇宙光
K37 圣经管理解码-个人行动 Larry Burkett 宇宙光
K38 圣经管理解码-基础概念 Larry Burkett 宇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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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9 激励-帮助他人发掘潜能 麦金尼 道声
K40 领导力21法则 约翰 麦斯威尔 基石文化公司

K41
学习教导 吕鸿基 中华圣经教育协

会
K42 典型在夙昔 李茂政 华神

K43 大家来打拼-教会参与社区营造手册 夏忠坚 2000福音运动

K44 破茧而出 张茂松
K45 上班族的沟通领导 夏忠坚 中华基督教福音
K46
K47
K48

L001-1 荒漠甘泉 晨星
L001-2 荒漠甘泉 晨星
L002 溪水旁-每日灵修指引 黄学龄 加福音主证协会
L003 溪水旁-（每日灵修指引）第一期 黄学龄
L004 溪水旁-（每日灵修指引）卷二 黄学龄 证主
L005 溪水旁-（每日灵修指引）卷三 黄学龄 证主

L006
属灵操练礼赞 傅士德（译） 香港基督福音学

生团契
L007 采撷灵韵 李顺长 校园书房
L008 慕安德烈灵祷慧语 慕安德烈 证主
L009 竭诚为主 章伯斯著 证道
L010 简朴生活真谛 傅士德 学生福音团契
L011 心灵的对白 贾艾梅 中国主日学
L012 祷告信息精华 倪柝声等

L013 享受祷告生活 比尔.郝高根斯 证主

L014 圣法兰西斯（祷告良朋） 司徒伯格 博 尔编 基道书楼
L015 与神同在 俞成华译 校园书房
L016 慕安德烈灵修小品 慕安德烈 证主
L017 住在基督里 慕安德烈 校园书房
L018 活着就是爱 德兰修女 基道书房
L019 凭着爱 Mother Teresa 基道书楼
L020 灵命进深 肢体交通杂志社

L021 跃入汪洋大海中-听主微声的艺术 乔斯.柯桂特 校园书房出版社

L022 人生的操练 艾德满 证道
L023 饮于能力之源 滕近辉编译 宣道
L024 清心细语 周联华 基教文艺
L025 四种爱 路益师 雅歌
L026 打美好的仗 韦约翰
L027 真实的敬拜 华伦 魏斯比 橄榄基金会
L028 在基督里长进

L029
白衣使者的操练 乐加美 香港基督徒护士

团契
L030 每日经历神 布克比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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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1-1 你心归我 史珍玲 以琳书房
L031-2 你心归我 史珍玲 以琳书房
L032 到底有没有神 张郁岚 福音书房
L033 事奉的生命（上） 林曾秀芬 天恩
L034 事奉的生命（下） 林曾秀芬 天恩
L035 无语问上帝 杨腓力 校园
L036 有话问苍天 杨腓力 天道书楼

L037 老当益壮-长者生命成长路 谭司提反 更新资源/天道

L038
读经的艺术 戈登 费依/道革乐恩 史督华 华神

L039 怎样做个成熟的祷告人 丁邓宜舒 海天书楼

L040 拥抱十架-铁钉下的应许 路卡杜 证主

L041 明白神旨意 史密斯 校园
L042 欢喜读旧约 杨腓力 校园
L043 拥抱耶酥的心 路卡杜 校园
L044 耶酥真貌 杨腓力 提比哩亚
L045 雅比斯的祷告 魏肯生 证主
L046 祷告真谛 傅士德 基道
L047 无以名之的云 周学信 蒲公英
L048 我信神是我的安慰 生命文化
L049 心灵驿站 魏悌香 长颈鹿
L050 神宝贝的朋友 亨利 布克比 基石
L051
L052 信心之旅 李佳民 道声
L053 祷告 哈列斯比 道声
L054 祷告真谛
L055 日日与主同行 爱闻思 台福传播
L056-1 认识神 巴刻 证主
L056-2 认识神 巴刻 证主
L056-3 认识神 巴刻 证主
L056-4 认识神 巴刻 证主
L056-5 认识神 巴刻 证主
L056-6 认识神 巴刻 证主
L057 认罪 慕安德烈 大光
L058 五饼二鱼 梁敏夫译 道声

L059
当我们为家人祷告时 柯艾芙  Evelyn 

christenson 
证主

L060
耶稣的祷告 汉克 海尼葛瑞福 著 刘清彦 

译
道声

M001 世界史上古编 卡尔登.海士等 世界书局

M002
罗马帝国-人类的伟大时代 摩赛斯 哈达斯 陈氏图书有限公

司

M003
古典希腊 谟瑞斯 伯腊 陈氏图书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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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04
古典埃及 莱昂内尔.卡森 陈氏图书有限公

司

M005 近东古代史 摩勒.德斐 台商务印刷馆

M006
以色列史综览 吴理恩 中华福音福音学

院
M007 以色列史 布赖特 基督教文艺
M008 以色列史综览研读手册 梁洁琼 华神

M009
圣经地理 陈世义 中国基教神学教

育委员会
M010 圣经地理 贝理丹尼 基督教文艺

M011
希伯来民族简史 许鼎新 中国基教神学教

育委员会
M012 基督教会史 华尔克 基督教文艺
M013 教会历史 谷勒本 道声
M014 基督教简史 赵志廉 金陵协和神学院
M015 新约历史 腓尔逊 基督教文艺
M016 新约世界 丁纳 浸信会
M017 新约背景 陈润堂 校园书房
M018 两约中间史略 谢友王 种子

M019
旧约年代表 华尔顿 中华福音福音学

院

M020
新约背景与年代表 郝思韦恩 中华福音福音学

院
M021 耶酥走过地方-圣地旅游半月记 陈锦文 大光文字
M022 圣诗史话 浸信会
M023 重回庚子年 魏外扬 宇宙光
M024
M025
M026
M027

P001 圣经 圣经公会
P002 幼儿圣经 V.Gilbert Beeks 纯真出版
P003-1 圣经：地名词典 白云晓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P003-2 圣经：地名词典 白云晓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P004 圣经：人名词典 白云晓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P005 圣经：词汇词典 白云晓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P006 自学陪谈 台湾青年归主
P007 超人欢迎你来 李顺长 校园
P008
P009
P010
P011
P012
P013
P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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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
P016 圣经百科全书 James Orr 少年归主社
P017
P018 圣经辞典 海丁氏 少年归主社
P019 圣经百科全书（I） 证主
P020 圣经百科全书（II） 证主
P021 圣经百科全书（III） 证主
P022 圣经百科全书（检索） 证主
P023
P024
P025

Q001 个人布道手册 校园同工 校园
Q002 常胜兵法（个人布道手册） 梁斐生 中国信徒布道会
Q003 普世宣教事工 林芸任 种子
Q004 大使命的现代意义 大卫 侯活 种子
Q005 华宣手册 华宣大会
Q006 你也能参与宣教 高力富 校园
Q007 差传问答 郑果 中国信徒
Q008 主仆在中国 张任济
Q009
Q010 穷人的福音 廖启发 思奇
Q011 福音传遍的范围-全世界 证道
Q012 福音传遍的战略-教会总动员 证道
Q013 福音传遍的对象-各族各方 证道
Q014 福音传遍的果效-满足一切需要 证道
Q015 福音传遍的方式-追上时代 证道
Q016 福音传遍的能力-圣灵同工 证道
Q017 黄河情 加拿大远东广播 远东广播
Q018 全人关怀 林治平 宇宙光
Q019 爱你的邻舍 罗惠强 家智发展社
Q020 海外中国学人事工 苏文峰 海外校园
Q021 多元化的中国与基督教 王忠欣 恩福
Q022 预约心灵沃土 唐斯 校园

Q023 镜头走过-内地会在华百三十年图片集 顾卫民 宇宙光

Q024 为神赢得我们的城市 约翰 道生 以琳
Q025 人啊！你在哪里 林治平 宇宙光
Q026 传爱组曲 魏外扬 宇宙光
Q027-1 福音出击 史提夫 索格仑 天恩
Q027-2 福音出击 史提夫 索格仑 天恩
Q028
Q029
Q030
Q031
Q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