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書籍記錄表

Ａ：研經、釋經及參考性書籍

Ｂ：神學教義及宣教學書籍

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Ｄ：見證及傳記

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Ｆ：護教及福音性

Ｇ：音樂、文藝小說及散文詩詞

Ｈ：宗教性兒童叢書

Y ：青少年叢書

CD : CT

VCD

DVD

書本分類



Ａ：研經、釋經及參考性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A001 市井聖徒
香港基督教學生福
音團契

A002 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 梁家麟 天道
A003 教會年曆實用指南 張振華 道聲
A004 生命的對話 詩篇信息 白如格文 道聲
A005 人讀經讀人 何翰庭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A006 卓爾不凡的人物 周兆真 道聲
A007 耶穌 - 路加福音 千禧國際影業
A008 一生的聖召 葛尼斯
A009 信心之旅 亞伯拉罕生平研讀 蘇穎睿/蘇劉君玉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A010 無與倫比的十誡 史都華。布里斯科 中主
A011 舊約透析 國際聖經協會
A012 壞鬼釋經 曾思瀚著,曾景恒譯 基道
A013 重拾信徒應有的生命 馮錦鴻傳道 九龍城浸信會
A014 新約聖經問題總解                李道生 種籽
A016 讀經方法與解經原則 史伯誠 美國見證出版社
A017 聖經鳥瞰(基礎篇) 黃錫木 基道
A018 舊約新語                    舒茲 華神
A019 以色列綜覽           吳理恩 華神
A020 基督教 - 倫理學 賈詩勒 天道
A021 夜盡見曙光  (啓示錄-查經資料) 蘇穎智 全心
A022 從伊拉克到世界未來 蘇穎智 全心
A023 追隨基督                 潘霍華 東南亞神學院
A024 讀經的藝術 戈登.費依 華神
A028 基督教會史 東南亞神學院 基督教文藝
A029 彩雲片片 - 聖經婦女研讀 周李玉珍 道聲
A030 聖經研究導引 周永健 中神
A031 聖經真理百課(上)                   杜永嘉 晨星
A032 聖經真理百課(下)                   杜永嘉 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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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研經、釋經及參考性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A033 當代信仰手冊                      楊牧谷 校園
A034 聖經史綱 浸信會
A035 頑石點頭 - 彼得生平研究 賴若瀚 更新資源
A036 從哀傷到歡呼 - 詩篇與人生 楊牧谷 更新資源
A037 比喻人生 葉福成 天道
A038 聖經難題(第一、二集)           蘇佐楊 基督教天人
A039 聖經難題(第三、四集)           蘇佐楊 基督教天人
A040 聖經難題(第五、六集)           蘇佐楊 基督教天人
A041 聖經難題(第七、八集)         蘇佐楊 基督教天人
A042 聖經難題(第九、十集)       蘇佐楊 基督教天人
A043 聖經地理                      貝理丹尼 基督教文藝
A044 屬靈操練與生命關懷 李耀全 更新資源
A045 談情說理話新約 吳慧儀 更新資源
A047 猶太人的福音- 希伯來書詮釋    馬有藻 基道
A048 創世記注釋                    查理士富理其 台灣基督長老會
A049 聖經科學與人生                何天擇 中國信徒佈道會
A051 基督教文化的挑戰              史托德 宣道
A052 聖靈                          葛培理 基道
A053 靜思宇宙玄秘                  梁燕城 中信
A054 浸信會信仰宣言                 恩典福音教會小組
A055 聖經地圖 宗教教育
A056 聖經地圖手冊 曾健士 高示
A057 舊約精覽 詹遜 宣道
A058 新約精覽 騰慕理 宣道
A071 永恆 - 啟示文學 唐佑之 浸信會出版社
A073 智慧的抉擇 赫登羅賓森 輔愛社傳播中心
A074 黑白分明 羅秉祥 宣道
A075 雅歌略解 高師竹
A076 蘋果樹下 胡恩德 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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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研經、釋經及參考性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A077 恩怨情仇論舊約 李思敬 更新資源
A078 出埃及記 - 出死入生之路 蘇穎智 天道
A079 隱藏的嗎哪 ( 列王記上、下、代上 ) 宋尚節 靈石出版社
A081 道路真理生命 李繼聖 拾珍
A082 新約聖經流傳史略 蜜立根 拾珍 *C64
A083 聖經歷史提要 宗教教育
A084 聖經指引 宗教教育
A085 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 關啟文 宣道
A087 童心同sing 親親 Do Re Ne 浸信會出版社
A088 諸天唱和 邱清萍、馮文莊 中國信徒佈道會
A089 活像基督 (上) 鍾馬田 種籽
A090 聖經百科全書 (I) 證主
A091 聖經百科全書 (II) 證主
A092 聖經百科全書 (III) 證主
A093 聖經百科全書 - 檢索、附錄資料 證主
A095 歌羅西書一面觀 陳禮忠/ 張美蘭
A096 瑪拉基書一面觀 陳禮忠/ 張美蘭
A097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艾理臣著/ 陳惠榮譯 天道
A098 基督教發展史新釋 余達心著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A099 宣讀與宣講 唐祐之著 卓越
A100 初期基督教會簡史 布恆瑞著/ 郭鳳卓譯 宣道
A101 喜重逢 -從舊約人物察看我們的生命 祈約翰著/ 鄭寶琪譯 浸信會出版社
A102 教牧心理學 楊東川著 大光傳播
A103 哈巴谷書研讀 - 信心的凱歌 周燕屏著 基道
A104 阿摩司書研讀       周燕屏 基道
A105 立足點 - 聖經經卷選讀 國際聖經協會
A106 浸信會信仰之根源及特色 孫寶玲/ 袁達志/ 何保賢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A107 聖經中的化學 底瀚著/ 余國亮譯 浸信會出版社
A108 耶穌十二門徒 史祈生著 時雨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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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研經、釋經及參考性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A109 聖經索隱 Chas Inglis著 /許維生譯 基督福音書局
A110 神哪，為甚麼？- 約伯與生之困惑 何大衛著 宣道
A111 聖經珍藏 吳岳清神父/ 李志剛牧師總編輯
A112 撒旦的詭計 華倫維爾斯比 橄欖基金會
A113 聖經與未世事件 胡里昂著‧禇永華譯 天道
A114 神學講座-01 聖靈與福音 唐崇榮 中福
A115 神學講座-02 啓示與真理 唐崇榮 中福
A117 神學講座-04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唐崇榮 中福
A118 神學講座-05 神的形象 - 人性的尊嚴和危機 唐崇榮 中福
A119 神學講座-06 罪、義、神的審判 唐崇榮 中福
A120 神學講座-07 基督論 唐崇榮 中福
A121 神學講座-08 救贖論 唐崇榮 中福
A122 神學講座-09 聖靈、禱告、復興 唐崇榮 中福
A123 神學講座-10 聖靈的引導 (動力的生活) 唐崇榮 中福
A124 神學講座-11 聖靈的洗與恩賜 唐崇榮 中福
A125 神學講座-12 聖靈、良心或撒旦的聲音 唐崇榮 中福
A126 神學講座-13 佈道神學 唐崇榮 中福
A127 神學講座-16 國度、教會、事奉 唐崇榮 中福
A128 神學講座-17 上帝的道與歷史的動向 唐崇榮 中福
A129 聖經姐妹版-詩篇.和合本 漢語聖經協會
A130 從掙扎到成長-雅各書小組查經資料 蘇穎智
A131 認識聖經文學 郭秀娟 校園書房
A132 舊詞重提 周聯華 浸信會
A133 所羅門王的智慧 程蒙恩 宣道出版社
A134 120個神的應許 程蒙恩 宣道出版社
A135 從哥林多後書看事奉的人２ 程蒙恩 宣道出版社
A137 遊戲大全 凱.黃得生 大光
A138A 家常手作甜品 Wincy 甜琛廚房
A138B 家常手作甜品 Wincy 甜琛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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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研經、釋經及參考性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A140 溯信念之源 揚真道於今 白智信牧師、余金蘭牧師 九龍城浸信會

A141 讀經樂 曾燊 天道
A142 分甘同味 萬里機構
A143 聖經究竟怎麼說同性戀? Daniel Helminiak 著/ 黃褘一譯 友善築橋工作室

A144 從信心始祖亞伯拉罕談起 何述儉 校園書房

A145 原文真意—解讀錯解經文精選 馬有藻博士 種籽

A146 羅馬書註解 黃迦勒 基督徒文摘社

A147 委身基督活出忠信 饒炳德傳道 九龍城浸信會

A148 使徒行傳（上） 梅仇笑紅 浸信會

A149 使徒行傳（下） 諶志清 浸信會

A150 基督徒光彩的生活—腓立比書精義探索 張子華牧師 恩奇書業

A151 保羅書信 國際聖經協會

A152 傳道書 謝慧兒、孔祥康、李錦棠 明道社

A153 路加福書析讀 孫寶玲 基道

A154 詩篇 國際聖經協會

A155 瑪拉基書 伊貝斯 天道書樓

A156 活出智慧人生 黃儀章 天道書樓

A157 《Listen 聆》 3
馬榮德、曾立煌、梁壽華、張

俊明、區伯平
香港讀經會

A158 我究竟為何而活？ 華理克 福音證主協會

A159 祂為愛走過 黃東英、陳永財 基道書樓

A160 標竿人生之每日靈糧 理察.布克比 、亨利.布克比 基石文化

A161 每日經歷神 華理克 道聲

A162 拉尼斯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華侯活 天道書樓

A163 鴻哈番該 （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 海富林 天道書樓

A164 有祢飛得起 - 使徒行傳 徐志強 香港讀經會

A165 高品福音 劉遂 臺灣福音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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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研經、釋經及參考性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A166 得救以後 劉遂 臺灣福音書房

A167 信而順服 劉遂 臺灣福音書房

A168 靈與生命 劉遂 臺灣福音書房

A169 認識真理 劉遂 臺灣福音書房

A170 召會生活 劉遂 臺灣福音書房

A171 伴你高飛 - 出埃及記 香港聖經公會

A172 伴你高飛 - 士師記、路得記 香港聖經公會

A173 伴你高飛 - 撒母耳記上 香港聖經公會

A174 伴你高飛 - 撒母耳記下 香港聖經公會

A175 伴你高飛 -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香港聖經公會

A176 伴你高飛 - 傳道書、雅歌 香港聖經公會

A177 伴你高飛 - 何西阿書、阿摩司書、約拿書 香港聖經公會

A178 伴你高飛 -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香港聖經公會

A179 伴你高飛 - 希伯來書 香港聖經公會

A180 伴你高飛 - 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猶太書 香港聖經公會

A181 聖經 新約全書 (附詩篇、箴言）新普及譯本（中英對照）（第二版） 漢語聖經協會

A182 聖經 新約全書 (附詩篇、箴言）新普及譯本（中英對照）（第三版） 漢語聖經協會

A183 天賜糧源III 浸信會

A184 看哪！主基督神之子 （約翰褔音研經本） 蘇穎智 全心

A185 門徒訓練 - 基督徒生命的成長（二版） 更新傳道會

A186 祢已將哀哭變為跳舞 盧雲 基道

A187 我找到了（傳道書、雅歌） 播道會文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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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神學、教義及宣教學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B001   先驅與過客 - 再說基督教新文化運動 林慈信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B002 基督徒自我觀           何庚瑪          種籽

B003 認識死後的世界 艾麗森、摩根 校園

B004 近代靈恩運動 張慕皚 建道神學院

B005 佈道妙計 馬國楝 香港短宣中心

B006 基督教教義淺析 約拿單.威爾遜 基道

B007 自由之歌                                   中國信徒佈道會

B008 新禧年宗教趨勢研究 楊牧谷 更新資源

B009 信為何物: 基督教信仰簡介 陳恩明 基道出版社

B010 系統神學     史特朗 浸信會

B011 基督徒與政治       江大惠 崇基學院

B012 死死生生 崇基學院

B013 國難民運信仰反思   郭乃弘 基督徒學會

B014 豐盛的福音 崇基學院

B015 信徒造就上冊       倪柝聲 基督徒

B016 信徒造就下冊    倪柝聲 基督徒

B017 培靈講道第36集 林克己、麥希真、高文  港九培靈研經會

B018 培靈訓道第40集    港九培靈研經會

B019 到底有沒有神 台灣福音書房

B020 聖經是是神默示的麼 台灣福音書房

B021 耶穌是神的兒子麼 台灣福音書房

B022 放眼看人生 李宏豐 循道衞理聯合

B023 雅比斯的禱告

B024 聖經與生物學(第7集) 蘇美靈　　　　 基督教天人

B025 天作之盒

B026 基督徒的生命倫理觀 蘇美靈         基督教天人

B027 使徒行傳－主靈同在的復興 朱榮羔        華人勸讀聖經會

B028 癌戰 滌然 宣道

B029 基督教與儒學對談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B030 基督教與儒學四講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B031 中國文化中之有神論與無神論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B032 基督教與中國論理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B033 基督教本色神學叢談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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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神學、教義及宣教學書籍

編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Note

B034 中華基督教融貫神學芻議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B035 耶佛合參    王景慶     道聲

B036 認識神 巴刻 證主

B037 進化論簡評    潘柏稻    證主

B038 靈糧日課 - 路得記、傳道書、彌迦書 陳宗清   台北靈糧堂

B039 靈糧日課 - 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  周神助     台北靈糧堂

B040 靈糧日課－啟示錄            周神助     台北靈糧堂

B041 靈糧日課－希伯來、提多書、猶大書 周神助     台北靈糧堂

B042 舊約聖經的神蹟 史祈生著 時雨

B043 新約聖經的神蹟 史祈生著 時雨

B044 基督教教義 高納華 浸信會

B045 你為何要信 李德爾          証主

B046 給我羊 滕近輝 宣道

B047 事奉的人生 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 宣道

B048 從哈同路到南陽路 -致倪柝聲先生七封公開的信 黃漁深 靈石

B049 明年在耶路撒冷再相見 張振華 基道

B050 理解之路 - 當代神學方法淺介 繆勒著/ 王志成譯 卓越

B051 神學第一步 邸立基著/ 陳佐人譯 卓越

B052 道種 麥希真 浸信會出版社

B053 耶穌是誰 戴馬雷斯著/ 嚴彩琇譯 基道

B054 聖經教義與實踐 (卷一) 上帝與聖經 韋恩‧格魯登 學生福音團契

B055 聖經教義與實踐 (卷二) 基督與救恩 韋恩‧格魯登 學生福音團契

B056 聖經教義與實踐 (卷三) 教會與未世 韋恩‧格魯登 學生福音團契

B057 福音與文化 盧家馼，梁樹榮 宣道出版社

B058 再探死亡的秘密 周以諾 天恩中心

B059 靈巧好牧人（牧養神學導論） 德里克.蒂德博爾（Derek Tidball）基道出版社

B060 新約神學精要 陳濟民 中國神學研究院

B061 佈道妙計 馬國棟 香港短宣中心 *C353

B062 舊約信息 艾理臣 天道書樓

B063 士師風雲 黎永明 明道社

B064 認識現代神學 廖湧祥 東南亞神學院協會

Page 9 of 44



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001 俗世聖徒-平凡人的靈性生活                畢德生 天道
C002 生活占上風 海波斯著 邱豔芳譯
C003 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C004 成聖追擊 迎欣
C005 傻豬笨蛋閱讀十大理由 海明威．培根 阿湯圖書
C006 修心養性  施腓利 天道
C007 活得起勁 梁維熙 突破
C008 你也可以計劃人生    蔡元雲 突破
C009 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 邱清萍/ 游宏湘 中信
C010 楊牧谷雋語集,解畫人生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012 處理衝突 何玉燕 突破
C013 靈性低潮            鍾馬田 證道
C014 基督徒生活模式      蓋時珍 證道
C015 偏差與平衡 滕近輝 宣道
C016 解情書       曾昭旭 聯文
C018 把喜樂送給你 蒲公英
C019 騎呢信徒 格羅舍爾 天道
C020 可能               蕭律柏 亞洲歸主協會
C022 一分鐘心理醫生 亞諾德‧拉薩魯斯 張老師文化
C025 我不再是同性戀 傑夫‧康雷德著 宇宙光
C026 全面認識聖靈        吳恩溥 聖文社
C027 紅白旗          吳振智 香港青年歸主
C028 屬靈的領導
C029 人際關係的藝術 劉式湄等 突破
C030 十個關乎神的謊言 呂德夏 基道
C031 我一直以為, 人生是這樣走的 艾倫德, 朗文 基道
C033 憑著愛             德蘭修女 基道
C034 行為的改造 盧永恒 . 陳潤和編著 生命文化事業公司
C035 植根香港       蔡元雲 突破
C036 魂與靈 賓路易師母著 戴致進譯 棷欖
C037 屬靈領袖           孫德生       證道
C038 息息不斷的門徒訓練法  韓力生      亞洲歸主協會
C040 屋簷下        蘇穎睿   福音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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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041 心意更新     麥哥登           證主
C042 魚兒別上鉤 亨利，克勞德/ 卓宜娟 旅途
C043 美好的人生     何乃強 道聲
C044 靈命飛躍之旅 - 屬靈操練系列  包樂        宣道
C045 跨越信心危機     中國神學研究所 宣道
C047 破冰2 林政傑博士 宣道
C048 唐崇榮問題解答類編(下冊) 唐崇榮 中福
C051 我為何仍相信耶穌？ (附光碟) 馬利著 溫偉耀主講 卓越
C054 心靈的重建 唐崇榮 中福
C055 召命如此美好 紀士芬 學生福音團契
C056 總愛言愛                畢華流       雅典文庫
C057 耶穌信箱             祈理富       雅典文庫
C058 21世紀基督徒裝備100課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C060 理性     信仰     真理 唐崇榮 中福
C061 價值觀的探索 唐崇榮 中福
C063 請勿超越黃線 韋基遜 美地
C064 不再一樣的工作間 駱邁克 / 金科德 浸信會
C065 山水大地             杏林子     宣道 *G45
C068 原來如此!信仰問題解答(二) 救世傳播協會
C069 朝向目標直跑 胡恩德   宣道
C071 祈禱與神交談       Rosalind Rinker 浸信會
C072 在困境中信靠上帝 貝爾.柯羅德 Discovery House
C073 如何經歷神的同在 鄺炳釗 天道
C075 天路歷程        本仁約翰 真光
C077 敬虔的操練 畢哲思 宣道
C078 敬虔的操練         華哲思           宣道
C079 宋尚節言行錄       劉翼凌 宣道
C080 五十年來         王明道 晨星
C081 管之以理 吳蘭玉 協傳
C082 俗世同流                韋約翰 學生福音團契
C083 非洲歷險記        丘恩處 香港信義宗書院
C084 屬靈操練禮讚            傅士德 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087 生命的事奉 (第九版) 膝近輝 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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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088 戀愛變奏 溫淑芬 突破
C089 活出真我 明心 突破
C090 不再幼稚          施大衛 天道
C091 伴友解困        韋保羅、陳鋪榮 天道
C093 苦杯苦路苦架 許開明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C094 信行論               唐崇平 校園
C096 聖經中的婦女 史祈生 時雨基金會
C097 佳美的腳蹤         鄭世豪 基督教文藝
C098 多姿多釆的教會生活       袁天估 基督教文藝
C099 我有一個疑問         翁瑞光 基督教文藝
C100 生命的培育          陳衍昌 基督教文藝
C101 在地若天的構想       吳天安 基督教文藝
C102 如何邁向真成功 鄺炳釗 天道
C104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傷害和迫害 鄺炳釗 天道
C105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憂慮和恐懼 鄺炳釗 天道
C106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失敗/羞愧/罪咎 鄺炳釗 天道
C107 21世紀神人之約 何志滌 突破
C108A 從聖經看如何活得更快樂 鄺炳釗 天道
C108B 從聖經看如何活得更快樂 鄺炳釗博士 天道書樓
C109 基督徒人生探索   郭超斌 天梯
C110 Bye Bye 無知 林漢星
C111 原來如此!信仰問題解答(三) 救世傳播協會
C112 不一樣的人生 劉志雄 道聲
C113 聖經不陌生與真理深入對話 華特.布魯格曼著 學生福音團契
C114 今天的恩典 艾鐘尼 證主
C115 復樂園 米爾碩 種籽                  
C116 順服的學校 慕安德烈 種籽                  
C117 憂慮          楊濬哲       靈水
C119 我失去了自由嗎   吳振智
C120 約會我主            導航會 導航會
C121 活出信仰     香港華人基督教會聯會
C122A 紛擾世情中的信仰立場 張慕皚、蕭壽華 宣道
C122B 紛擾世情中的信仰立場 張慕皚、蕭壽華 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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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123 笑傲職埸 司徒永富,袁海柏著 天道
C124 原來如此!信仰問題解答(四) 救世傳播協會
C125 如何邁向真成功 鄘炳釗 天道
C126 活得更精彩                 賽安      證主
C127 顧此失彼？-事奉的優先次序  邵大衛       浸信會
C128 認識神的途徑 台灣福音書房
C129 人生的操練               艾德滿          證主
C130 靈命飛躍之旅 - 屬靈操練系列  包樂        宣道
C131 生死不由人？- 從基督教信仰看安樂死     黃伯和       雅歌
C132 認識聖靈         蘇穎智      證主
C133 禱告            哈列斯比    道聲
C134 禱告            台灣福音書房
C135A 聽眼淚說話 莊安祺       天下文化
C136 布衣神僕 陳天賜 更新資源
C137 積極的單身 海洛  史密斯 大光
C138 從聖經看長執 邵遵瀾 中華福音神學院
C139 服侍你的牧者 馬格林  韋格倫 學生福音團契
C140 基督徒品格之塑造 侯士庭 中國與福音
C141 醫治的愛 - 讓神塑造伙你的性格 穆丹  穆凱蒂 學生福音團契
C142 成熟之旅 周李玉珍 伯特利神學院
C143 松柏之音 周李玉珍 伯特利神學院
C145 故事百感       蘇美靈 基督教天人
C146 主在你生命中的計劃    慕雷.米達 種籽
C147 神完美的旨意      惠基信 基督書樓
C148 尋根篇 突破
C149 基督徒看性      傅士德 基道
C150 與你同行       盧雲 基道
C151 親愛主、牽我手    盧雲 基道
C152 真的可信         麥艾文 證主
C153 也是祝福   司韞道
C154 活著就是愛          德蘭修女     基道
C155 撒旦美麗的一面           麥卓娜      橄欖基金會
C156 戀愛這玩意兒 劉惠琴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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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157 十分納一 楊濬哲       福音文宣社
C160A 神與我同泣 明雅各 浸信會
C160B 神與我同泣 明雅各 浸信會
C161 追本溯源         香港教會書室
C162 失落的一片     李衣莎           學園
C163 操練敬虔               香港教會書室
C164 死亡不是終點站       魯斯提.賴特
C165 愛與浪漫 杜博生       浸信會
C168 如何克服憂慮 約翰哈該 證道
C169 天賜良緣 種籽
C170 如何禱告 **** 妥銳 活泉
C171 真情真愛 證主
C172 給耶穌寫信 基道
C173 樂業？餬口？ 歸主
C174 壓力鬆一鬆 關袁添 突破
C175 鏡外 基道
C176 一場好哭 中國信徒佈道會
C177 愛、接納、饒恕 **** 證道
C178 團契樂繽紛         ***** 吳李金麗 證主
C179 誰是一家之主？─基督化家庭 萬崇仁 中國神學研究院
C180 意念與真情 **** 文潔華 突破
C181 邁向成功的跳板 約翰 中國學園傳道會
C184 信是有情 葉特生 雅典文庫
C185 清心直說 李清詞 基道
C186 和諧生活 亞洲歸主協會
C187 饒恕果真如此輕易 霍玉蓮 突破
C188 我信我盼望我愛 關思源 突破
C189 歌中之歌─愛的樂章 曾立煌 宣道
C194 生命，你說！ 魯宗 突破
C195 決斷的時刻 羅史提夫婦 校園
C196 路益師的心靈世界 戴維揚 雅歌
C197 四種愛 路益師 雅歌
C198 祼顏 路益師 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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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199 詩篇擷思 路益師 雅歌
C200 卿卿如晤 路益師 雅歌
C202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 *****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203 普世宣教手冊 陳惠文 大使命中心
C204 沒有人愛的女孩 ***** 桃麗 中國主日學協會
C205 人性的探索 - 基督教信仰與心理學研究 萬爾斯 宣道
C206 聖經中的國度真理 滕近輝 宣道
C207 自閉的天空 蕭宏展、 羅莫穎斯、潘恩賜 突破
C208 轉石成聖 - 上帝如何將你塑造成基督的樣式 穆丹博士 突破
C209 再給我一個月 舒克夫婦著,朴銀晶譯 天道
C210 優質思考 - 塑造心靈健康的十個習慣 艾奇柏 ．哈特 中國主日學協會
C211 保羅的禱告生活 - 史百克旅港信息 史百克 提比哩亞
C212 生命的密碼 - 世事漫談系列 周道輝 中信
C213 培靈講道 - 第50集 港九培靈研經會
C214 摩門教背後 馬國棟 宣道
C215 科學與基督教 金新宇 宣道
C216 克勝內心的掙扎 薩拉 宣道
C217 我在醫院的日子 謝達明 香港醫院院牧
C218 得勝者的禱告 欒非力 拾珍
C219 剖析異諯邪教 羅錫為 道聲
C220 談「戀愛」 約瑟 麥克杜威爾 /保羅 路易斯 大光傳播
C221 保羅的人格與屬靈生活 佛傑遜/馬得勝 拾珍
C222 鬼附八大特徵 李錦彬 信徒造就
C223 極端、異端、基督教會 馬國棟 香港短宣中心
C224 創造論的明證 - 檢視地球的起源 葛蘭麥可琳等 宣道
C225 苦難與盼望 - 聖經的遠象與人類的困境 龐卡 基道
C226 早安 聖靈 辛班尼 以琳
C227 信徒加油站 - 性格與形像   ***** 麥希真 浸信會
C228 信仰 HomePage **** 劉廣華 浸信會
C229 基督徒為何崩潰 麥蔚林 學生福音團契
C230 饒恕 - 生命更新的秘訣 史都普、曼斯特勒 校園

C231 塑造21世紀年輕人
蔡元雲、勵楊蕙貞、劉穎、李德

誠、鄧淑英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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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232 都市童真 許開明 卓越
C233 天壤之別 馬唐納 /William MacDonald 基督徒閱覽室
C234 新造的人 ***** 蘇文隆 台福傳播中心
C235 情緒傷害 彭德修 宇宙光
C236 追隨基督 ***** 潘霍華 道聲
C237 代禱七要訣 ***** 史艾迪著/ 趙美安譯 高示有限公司
C238 我信故我思 關啟文 學生福音團契

C239 領導 EQ
約翰‧麥司威爾Joun C Maxwell/ 林

憲正譯
昭文社

C240 邁向成熟(初信班課程) 蘇文隆 台福神學院
C241 天堂：聖經怎麼說 鮑斐森 欣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C242 隱密處的靈交 G.H.Knight著 /王明道譯 晨星
C243 更上一層樓 蘇文隆 台福傳播中心
C244 生活系列 - 喜樂 迎欣
C245 靈命成長的秘訣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C246 躍出深淵 萧宏展 突破
C247 情緒有益 李兆康,區祥江 突破
C248 阿濃與年輕人的真情對話 阿濃 突破
C249 揭開上帝之謎 羅素.史丹勒 突破
C250 邊緣成長學堂 萧智剛 突破
C251 生命軌跡 區祥江 突破
C252 戒絕壞習慣之旅 (組長本) 蘇穎智 學生福音團契
C253 戒絕壞習慣之旅 (組員本) 蘇穎智 學生福音團契
C255 認識及經歷聖靈 蘇穎智 全心
C256 聽道的藝術 李國精 加略山房
C257 四季成長路 - 春 蘇穎睿   全心
C258 四季成長路 - 夏 蘇穎睿   全心
C259 四季成長路 - 秋 蘇穎睿   全心
C260 四季成長路 - 冬 蘇穎睿   全心
C261 偏差與平衡 滕近輝 宣道
C262 心戰 史凌察 活石
C263 基督徒的愛與恨 唐崇榮 中福
C264 聆 香港讀經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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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265 做個有用人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266 氧 香港讀經會出版
C267 從靈開始II之心意更新 FES PRESS
C268 返璞歸真 魯益士 海天書樓
C269 習非成是            科文癸斯      天道
C270 加油!你一定可以 郭昭南 保羅
C271 快樂是一種生活方式 卡勒 天道
C273 突破科技文化感染力 劉帝傑 天道
C274 讓孩子到我這裡來` 唐慕華 FES PRESS
C275 牧 養新契機 馬可.格林 HKPES
C276 萍心論 王梅玉萍 香港讀經會
C277 戀愛十誡-坎走上健康的愛情路 賓.楊,撤母耳.亞當斯 浸信會
C278 七挑八選意中人-如何知道就是他/她 賓.楊,撤母耳.亞當斯 浸信會
C279 尋求神的旨意 華爾基 Vocatio Creation Ltd
C280 主的聲音-辨識,禱告及聖靈的印證 高登.史密思著 許思寧譯 天道
C281 抑鬱有時 曹敏敬 文藝
C282 道地靈修 1 文藝
C283 道地靈修 2 文藝
C284 道地靈修 3 文藝
C285 義人之根 陶 恕 文藝
C286 基督比喻精華 博愛思著,鍾越娜譯 美國活泉出版社
C287 豐盛與神 江守道、劉志雄著 香港道聲出版社
C288 靈命突破 余光昭 生命流
C289A 心思的戰場 喬依絲.邁爾著 以琳
C289B 心思的戰場 喬依絲.邁爾著 以琳
C290 再見
C291 CBN文選 CBN HONG KONG
C292 聆聽的奧秘 戴志楊 浸信會
C293 快樂軌迹 區祥江 突破
C294 價值觀重整之旅 蘇穎智      全心
C295 追求成長 梁家麟 FES PRESS
C296 新品種基督徒 麥拉倫 校園
C297 信訂一生 梁家麟 F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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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298 豐采的生命 韓克勵 天道
C299 早晨, 我在中雨裡採花 鄭敏 突破
C300 全心擁抱你 力克.胡哲 方智
C301 道出管理 李志剛, 張金城主編 證主
C302 成長，學不完的生命功課 羅乃萱，司徒永富 印象文字
C303 雞毛蒜皮的信仰 艾倫德, 朗文 基道
C304 傾情男女 關美琼, 蕭銳志 突破
C305 青春謎語 李文瑛 突破
C306 聽, 這蟬鳴 阿濃 山邊社
C307 逐夢歲月 楊明主編 幼獅
C308 城中音符 李嵐 學生福音團契
C309 雌雄莫辯 何潔貞 突破
C310 給中學生的信 何紫 山邊社
C311 我把禱告留在窗台上 胡燕青 基道
C312 紅荷千朵 鍾健民 突破
C313 小天使的透視 阿濃, 小麥子等 突破
C314 無冕皇帝 鄭銳明 突破
C315 新生命新生活 蘇穎智 全心
C316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陳天祥 印象文字
C317 幽默是一種智慧 蒲公英編輯部 基督教華文聯合書業
C318 工作為祭 蕭壽華 宣道出版社
C319 態度，決定了你的高度 施以諾 基督教華文聯合書業
C320 激流中的反思 梁燕城 宣道出版社
C321 轉石成聖 
C323 優勝之道
C324 耶和華是我的教練
C325 喜悅靈修 譚晴 天道
C326 強者 蕭律柏 迎欣出版社
C327A 摯愛家人歸主錦囊 馬國棟 證主
C327B 摯愛家人歸主錦囊 馬國棟 證主
C328 神學是粉紅色的秋—關於基督徒，我們說的其實是…陳韋安 明風出版社 2017
C329 靈修著作精選˙盧雲系列—新造的人　屬靈人的印記作者：盧雲　譯者：莊柔玉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1997
C330 憑誰意行？ 梁家麟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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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信徒生活及靈命探索書籍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Note
C331 召命—以生命回應神的愛 楊錫鏘 福音證主協會　2017
C332 慈牧慈聲（默想聆聽31天） 張國定 香港讀經會
C333 濃情蜜意 艾德.惠特夫婦 校園書房出版社
C334 明白神旨意 史密斯 校園書房出版社
C335 沉默的亞當 克萊布、赫德森、安哲斯 天道書樓
C336 不再約會 約書亞.哈里斯（Joshua Harris） 中國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C337 當男孩遇見女孩 約書亞.哈里斯（Joshua Harris） 中國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C339 我本不曉得禱告 - 學習祈禱之旅 蔡元雲 突破出版社
C340 談情說理話新約 吳慧儀 更新資源（香港）
C341 人啊，你往何處去？ 葛培理 海天書樓
C342 由初信到成長 陳終道 宣道
C343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出版
C344 怎麼辦？（葛培理等名牧答問精選） 海天書樓
C345 你為何要信 李德爾夫婦 福音證主協會
C346 從聖經看由失到得 謝慧兒 建道神學院
C347 聖筵共享 趙詠琴 漢語聖經協會
C348 基督徒不是傻瓜 黃遠志 餅和魚
C349 千萬別搞錯信仰 蔡頌輝 明風出版
C350 美滿人間 白衣 美國中信
C351 揭露靈界存在的證據 李錦彬 褔音研經
C352 破冰 1 （理念、啟導、方案、實例） 林政傑博士 林政傑博士
C353 佈道妙計 馬國棟 香港短宣中心 *B061
C354 21世紀 神人之約 何志滌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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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見證及傳記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D001 莫說不能                        許愛多   　　 海外基督使團

D002 陜西羚蹤 靈實福音

D004 勇者無懼                        屈大衛      天道

D006 尋找人間天使 陳思堂 突破

D007 源來如此 凱特穆爾/尼爾安德遜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D008 孫大信略傳 種籽

D010 靈魂的倖存者 楊腓力 學生福音

D011A 情深的基因 徐國榮 浸信會

D011B 情深的基因 徐國榮 浸信會

D012 聖地之旅 邱世崇 太雅

D014 瓦器裏有寶貝 - 福音見證第四集 台灣福音書房

D015 愛是永不敗落 - 福音見證第五集 台灣福音書房

D016 神恩浩大         - 福音見證第六集 台灣福音書房

D017 謝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論集 謝扶雅  基督教文藝

D019 馬揩博士的故事-寧毁不锈 曹永洋 文經出版社

D020 殉教譜           魏威爾       天道

D021 馬禮遜傳            海恩波   基督教文藝

D022 李提摩太傳            蘇特爾 基督教文藝

D023 失明給我的挑戰           程文輝   浸信會

D024 耶穌傳               趙紫宸      基督教文藝

D025 宣教點滴在廣州 區伯平 香港宣道差會

D026 小麥子 陳敏兒/廖啟智 証傳播

D028 荒原上          司務道     靈實

D029 人生最大的賭注 吳彼得 恩福

D030 日日與主同行        愛聞思     美國台福

D031 挑戰者           S.H.佛羅德雄 橄欖

D032 傾聽的心靈            Hannah Hurnard 橄欖

D033 王明道著作- 每日選讀 王明道 基道

D034 走出黑洞 貝克.納斯特 天道

D037 喜重逢                            祈約翰      浸信會

D039 金穀盈野－中國大陸信徒見證集                    證主

D041 會考0分與神奇小子 呂宇俊 突破

D042 事奉的人生 余達心.馮蔭坤 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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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見證及傳記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D043 活出彩虹(一) 宣道

D044 主僕史祈生 滌然 時雨

D046 與患難者同行 倪貢明編 宣明會

D048 聖徒小傳 拾珍

D049 路德傳奇           博瑞爾    道聲

D050 戰地情 - 生命燃在阿富汗       陳關韻韶       學生福音

D051 驀地一相逢 崔妙姍 天道

D052 耶穌基督的神蹟 陳終道 天道

D053 綠葉常青 楊宓貴靈 海外基督使團

D054 傈僳女使徒 狄賀妮 大使命基督徒團契

D055 OT真荒謬 無膽匪女 證主

D056 初到貴境 狄立禮 海外基督使團

D057 熬煉 尤新 中信

D058 從永富到永富 司徒永富 證主

D059 山雨 - 富能仁新傳 Eileen 福音文宣社

D060 靈歷集光 - 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  恩雨

D061 歐爾文傳  羅洛文    萬國兒童佈道

D062 不滅的燈火 - 吳勇長老回憶錄(上) 吳勇 宇宙光

D063 不滅的燈火 - 吳勇長老回憶錄(中) 吳勇 宇宙光

D064 不滅的燈火 - 吳勇長老回憶錄(下) 吳勇 宇宙光

D065 奇能妙愛 余國亮譯 浸信會

D066 傳奇歲月 黃志強 中國信徒佈道會

D067 醫生還鄉記 杜恩沛 中信

D068 早兒 微微、余子結 突破

D069 愛呆西非連加恩 連加恩 圓神

D070 樂滿伊甸園 王礽福 宣道出版社

D071 等待另一個日出 溫小平 天恩

D072 福音見證集 江守道 拾珍集

D073 深知主恩厚 張有光牧師傳略及嘉言

D074 我有少少鍾意咗佢 萬寧妹妹 青春文化

D075 張有光牧師紀念集

D076 我們經歷了神 林文靄筆錄/ 林向陽整理撰稿 華人基督教文宣基金會

D077 共譜生命休止符 - 來自盼望病房的故事 靈實醫院善終服務故事集編委會基督教靈實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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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見證及傳記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D078 恩雨雲彩見證集 (一) 連VCD一隻 恩雨之聲

D079 鐵翼靈程 梅伯理 威克理夫

D080 權能的道 薛洛瓊普珮蒂 威克理夫

D081 源來如此 凱特穆爾 宣道

D082 喜有此理 嘉露安德遜 威克理夫

D083 我錯了 金貝克 橄欖

D084 金輝歲月 滕近輝 宣道

D085 BB記事簿 邱榮光, 吳淑玲 香港基督少年軍

D086 樂在天倫 福音証主協會

D087A 成鷹與神飛翔 李冠廷 天恩

D087B 成鷹與神飛翔 李冠廷 天恩

D088 再上小村路 林鏡初 宣道

D089 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 羅乃萱 突破

D090 與恩師的10堂課我的路 蔡元雲 突破

D091 我係跑步基 袁達枝 好年華

D092 天使歌手 鐘素明 校園

D093 童年的我 何紫 山邊社

D094 我的小時侯 關美琼編 突破
D095 穆勒日記精華 舒仁度 福音證主協會
D096 成為上帝的手和腳 力克胡哲著/ 雷應婕譯 出色文化事業版群
D097 葛培理傳 鮑樂基 海天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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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E001 從友誼到婚姻     楊家懷譯     證道

E002 從未遇上的男性         區洋江 突破

E003 愛語袐笈與新一代溝通5式 蓋瑞．巧門 證主

E004 同心同行                  游宏湘      中國信徒佈道會

E005 閤家歡                  偉恩瑞克森     中國主日學協會

E006 情簡                      凌漸   突破

E007 聖經中的著名夫婦      史托斯   活泉

E008 你也能建立家庭小組 賈克斯夫婦.溫隆著 校園

E009 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     海穆.基.吉諾特 大地

E010 正常的基督徒家庭 倪朴聲 基督徒出版社

E011 幼兒遊戲集錦(4-8歲)       魏喜樂/華比爾 大光

E012 怎樣教養下一代 證道

E013 老師，請瞭解我      胡美華 中國主日學協會

E014 媽媽的心路歷程      瑪莉蓮.巴恩斯 學園

E015 培靈詩選 培靈研經會

E016 真道手冊 王永信 中國信徒                                   

E017 不一樣的戀愛 - 青少年週會錦囊 吳李金麗 證主                             

E018 為人父母‧為人師表 唐崇榮 中福

E019 丈夫未信主怎麼辦     琳達戴維斯 橄欖

E020 共覓前路     郭乃弘       基督徒學會

E021 一本閲讀 - 閱讀助成長 突破

E022 如何克服憂慮                約朝哈該      福音證主

E023 如何向丈夫傳福音 喬‧貝莉 大光

E024 如何建立孩子的靈性與品德 布魯斯納蘭摩爾 大光

E025 如何真正愛你十幾歲的孩子    陳慧珠 橄欖

E027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 史多美‧奧瑪森著 /俞一菱譯 以琳

E028 如何重建離婚後的新生活      史凱若    中國主日學

E029 如何按照聖經教養你的孩子 華德.韓力森 橄欖

E030 如何教育你的孩子     劉國光 光啟

E031 如何帶領兒童背誦聖經          金培文   中國主日學

E032 管與教                  杜博生 證道

E033 管與教研讀指引 福音證主

E034 松柏延年         梁萬福、勞永樂 聖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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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E035 生命之道        韋基士      活道基金

E036 善別 謝建泉等著 文藝

E037 家庭劇場          游乾桂 桂冠

E038 家庭協奏曲          吳李金麗 證主

E039 家庭關係 盧松標 文藝

E040 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　 竹君       宣道

E041 教導兒童新法2       黎幗華   新雅

E042 教導兒童新法3    黎幗華   新雅

E043 教導兒童新法4   黎幗華   新雅

E044 教導兒童新法5  黎幗華   新雅

E045 教導兒童新法6   黎幗華   新雅

E046 孩子只有一個童年   游乾桂     張老師

E047 幫助孩子跨越心理障礙           游乾桂     張老師

E048 孩子的心父母的愛          梁培勇   張老師

E049 智慧婦人                        薛王美溢       以琳

E050 教子成功的秘訣 蘇婔雲 證主

E051 團契遊樂坊 吳李金麗 證主

E052 教會圖書館手冊 姚子楓 宣道

E053 愛的管教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E054 愛在一句話 安．嘉莉絲 突破

E055 婚姻靈旅- 給愛主婦同心操練的十項挑戰 保羅‧史蒂文斯 基道

E056 教會的再思               張子華 證道

E057 解放平信徒-全民事奉無分聖俗 史蒂交斯著 樂翔譯 Vocatio Creation Ltd

E058 談不完的愛        小沿  突破

E059 真愛一生 詹姆斯‧社布森著/ 張元譯 基石文化

E060 我怎麼哭了 王淑俐 / 胡鈞豪 一家親文化

E061 我的兔子會上天堂嗎?              潔若梅.休斯 協會 福音証主協會

E062 兒童EQ-健康成長藍圖 陳德茂 更新資源

E063 愛的溝通        大衛‧奧斯堡格 證道

E064 回歸十年.使命再思香港教會研究2009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E065 天使父母 陳嘉璐 宣道

E066 愛 , 需要空間 李碧如 宣道

E067 從基督教看中國孝道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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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E068 鐵窗內的心,靈世界 白德培著，馮達揚譯 基道

E069 認同與合一       宋泉盛 基督教文藝

E070 教會的未來          楊豪萬 基督教文藝

E071 教會行政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E072 教會兒童教育事工        易啟年 天道

E073 教會職事的重尋與更新 曾立華 建道神學院

E074 教會文件指南 于中旻‧劉翼凌 福音文宣社

E075 教會大變身 麥拉倫 校園

E076 擁抱你的主日學學生 內越評 中國主日學協會

E077 離婚以後 祁瑪莉著/ 伍鳳媚譯 榆林

E078 後現代文化與基督教 關啟文、張國楝編 學生福音團契

E079 後現代拜物教 駱穎佳著 學生福音團契

E080 我不笨，我要出書 王淑芬 作家出版社

E081 搶救閱讀55招 王淑芬 作家出版社

E082 接待了天使               李景雄 基督教文藝

E083 圖畫書的生命花園 宗教活動中心

E084 咫尺天涯 證主

E085 人際交又點          呂國佑      證主

E086 建立團契的秘訣 林漢星 證主

E087 更深的合一：基督徒的婚姻關係 麥偉恩 天道

E088 團契狂想曲 譚俊德 證主

E089 才德婦人                      辛西亞.希爾德 證主

E090 太太你好 區祥江 突破

E091 歲月的育養 黃麗彰 突破

E092 團契3部曲 林漢星 證主

E093 鶼鰈程(基督徒夫婦屬靈親密關係的重建與塑造) 譚廣海 建道

E094 唇齒相依 張永信 天道書樓

E095 宣讀與宣講     唐佑之     卓越

E096 信仰邊看邊學                  佐藤       校園

E097 福音新戰線             宣明會

E098 離異家庭青少年的牧養 梁永善 建道

E099 全方位的更新        宣明會

E100 幸福窮日子 阿濃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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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E101A 心靈與誠實 唐祐之 卓越

E101B 心靈與誠實                    唐佑之      卓越

E102 主日的禮讚                      唐佑之        卓越

E103 紀念與見證

E104 紀念與見證 唐祐之 卓越

E105 榮耀三一頌             唐佑之     卓越

E106 儀式與真義                 唐佑之     卓越

E107 儀式與真義 - 論教會禮儀 唐祐之 卓越

E108 培養子女資優的秘訣 曹錫先 海濱

E109 合拍父母             程希琳 海濱

E110A 愛兒成長 證主

E110B 愛兒成長 證主

E111 信仰與社會責任    司徒德 浸信會

E112 追風箏的父母 霍玉蓮 突破

E113 缺氧的天空－如何舒解青少休的壓力 莊文生        天恩

E114 璞玉待琢- 給青少年輔導 韋恩萊斯     校園

E115 快樂是你的權利 露絲波頓      橄欖

E116 心平氣和之道- 如何避免生氣   黎亮呤、劉兆明 張老師

E117 天路伴侶                     彭海瑩  大光

E118 基督教兒童教會         鄧敏    證主

E119 成功的體育事工 饒玉慶 迎欣出版社

E120 燃點一生-長者事奉實況與新動向 卓越

E121 新酒新瓶(團契)                沈濟全      亞洲歸主

E123 培養快樂的孩子                游乾桂      桂冠

E124 培育幼苗－孩子的養與教        證道

E125 培養孩子成為閱讀高手 李碧如 天欣

E126 孩子不難教 余慧明.劉振國 突破

E127 寬容的胸懷－如何避免嫉妒       劉兆明   張老師

E128 合唱學                       馬革順      宣道

E129 時代的教與學                    福音證主

E130 創意聚會 莫鮑伯 校園

E131 成熟之旅 周李玉珍 伯特利神學院

E132 年輕人的心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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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E133 難為天下父母心 更新

E134 近代靈恩運動 張慕皚 建道神學院

E135 開心家庭秘笈 顧若菡 突破

E136 卡爾威特的教育 卡爾威特著.周絳譯 上游

E137 共闖明天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E138 從未遇上的父親 蔡元雲 突破

E139 男人的面具 蔡元雲/區祥江 突破

E140 十分鐘短講集 陳終道 宣道

E141 現代人與聖經 李熾昌等 香港基督徒學會

E142 賞識你的孩子 周弘 上游

E143 傾聽孩子內心的風景 李黑根 上游

E144 直奔標竿 Rick Warren 基督使者協會

E145 激進的門徒訓練 史提夫．伯萊 大光

E146 告訴他性是什麼 晏涵文 張老師文化

E147 走過外遇的風暴 容子等 台福傳播中心

E148 屬神的女人 菁潔．蓋博爾 學園

E149 怎可以一生一世 霍玉蓮 突破

E150 活出和諧與美好 滕近輝 宣道

E151 為親人禱告的秘訣 柯艾芙 學園

E152 議員議事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E153 雲彩翩翩 郭乃弘、黃美玉 香港基督徒學會

E154 睿智家庭 司韞道 天道

E155 小天使的透視 阿濃、小麥子 突破

E156 串燒父子心 林植森 突破

E157 母子情話 陳潔貞、劉璞 突破

E158 EQ媽咪 羅乃萱、徐惠儀 突破

E159 兒童EQ情商管理 黃倫芬 探索文化

E160 愛情劊子手 Irvin D. Yalom, MD 聯經

E161 母親的禱告大有功效 歐梁綺萍譯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E162 血脈相連 - 關懷新來港人士手冊 李健華 新福事工協會

E163 25個成功父母的原則 梅格、史耐德 新迪

E165 當代基督徒與同性戀議題 湯瑪斯‧施密德著 /鄧嘉宛譯 校園書房

E166 領導 IQ 約翰‧麥司威爾著 /林憲正譯 昭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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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E167 親愛同志 艾妮塔‧渥爾滋著 /吳蔓玲譯 雅歌出版社

E168 給你同志 史達拉‧艾倫著 /吳蔓玲譯 雅歌出版社

E169 聖火雄心 湯姆鍾斯、希莉亞鍾斯著 /徐嘉儀譯 瀚思國際出版社

E170 還我本性 - 衝破性罪的捆鎖 韋約翰著/ 羅燕明譯 突破

E171 尋尋問問 甘力克著/ 黃大業譯 高示有限公司

E172 特區基督徒的身份 - 困局和出路 楊牧谷 卓越

E173 卡耐基的演說聖經 戴爾卡耐基著/ 江稜譯 世茂出版社

E174 天倫摯語 包庭樂著 /戴哲民、許志賢譯 浸信會出版社

E176 紛擾世情中的信仰立場 張慕皚、蕭壽華 宣道

E177 華人教會新世紀 林安國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E178 教學七七律 吳蘭玉 福音證主

E179 情理相依 - 基督徒倫理學 方鎮明 浸信會出版社

E180 開開心心認識神 祖安尼‧史古斯著 /徐嘉儀譯 瀚思國際出版社

E181 浸會信仰傳統的動力 唐祐之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E182 永結同心 戴志楊著/ 邵學正譯 浸信會出版社

E183 啊!自殺?! Bill Blackburn著 /孫宇斌譯 宇宙光

E184 我的老師 胡燕青 基道

E185 我該對孩子說甚麼 蔡元雲‧區祥江 突破

E186 督導教會優質增長的鑰匙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E187A 兒童及青少年SARS面面觀 趙孟準 明窗

E187B 兒童及青少年SARS面面觀 趙孟準 明窗

E189 姊妹的角色 李林靜芝 校園海外校園

E190 風雨同路 藍惠憫編 宣道

E191 所羅門讀書法 二志成 雅歌出版社

E192 論盡性好奇I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天地圖書

E193 論盡性好奇II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天地圖書

E194 迎向21世紀的華人差傳事工 熊黃惠玲編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E195 聖靈降臨與差傳 薄華著,朱昌錂譯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E196 差傳,怎樣辦? 陳惠文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E197 可有可無? 陳方著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E198 跡-突破四十年的腳踪 突破

E199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

E200 患難中的天使 中國宣道會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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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學校、家庭及教會聖工、歷史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E202 師心童樂 黃碩然 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
E203 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 游宏湘、邱清萍 中信
E204 香港教會掌故 李志剛 三聯書局
E205 怎麼辦（兒女的性問題） 任吉兒 中國主日學協會
E206 兒童EQ - 健康成長藍圖 陳德茂 更新資源
E207 小組聚會 梁廷益、徐秀蘭 沙田浸信會
E208 建立婚姻中的協調合作（組員手冊） 羅伯．李維斯 學園
E209 植堂工作錦囊（修訂版） 勞根博士、晏尼博士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E210 完全戀愛手冊 呂國佑 證主
E211 婆婆媽媽的話 麥陳永萱 恩褔
E212 小樹則栽（作你孩子的心靈同伴） 布魯斯 中國主日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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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護教及福音性

編 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F001 十六戴愉快時光

F002 我知我信 吳思溥 聖文社

F003 剖析異端邪教 羅錫為 道聲

F004 論盡基督徒 大衛.堅立民 天道

F005 神與佛 滕張佳音 香港短宣中心

F006 耶穌哭了 呂應鐘     道聲

F007 不自由的自由 滕近輝       道聲

F008 豆豆福音 蕭脫特         文藝

F009 圖文傳真－耶穌的比喻 競標         突破

F010 鐵證待判 麥道衛     更生傳道會

F011 上帝與我 吳思源 突破

F013 輕重不分？ 韋丹拿 證主

F014 輕重不分？(教員手冊) 韋丹拿 證主

F015 團契程序：新接觸     **** 聖公會青年事工 宗教教育中心

F016 怎樣應付異端者 角聲

F017 占星術可預知未來 周道輝 角聲

F018 進化. 退化. 神化 何仲柯醫生 協傳

F019 生命、死亡、使命 黃重光 天道

F020 創造論的明證 葛蘭麥可琳、羅傑奧克蘭、萊利麥可琳 宣道

F021 混沌初開 - 從科學觀點論創造 Hugh Ross, Ph. D. 中信

F022 科學與聖經 雷雁博 活石

F023 教我如何不信祂 R.C.SPROUL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F024 護教系列-防範異端 程蒙恩 宣道

F025 20世紀基督教好書巡禮

F026 善惡的對決 時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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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音樂、文藝小說及散文詩詞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G001 奔向日出 考門夫人 道聲

G002 聖地靈輝 證主

G003 似曾相識      黃心湄       恩奇

G004 羅馬城的小丑戲   盧雲      

G005 聖誕故事選             魏庸選   文藝

G006 愛的藝術                    古一柏     時兆

G007 家庭學狂想                       楊牧谷        突破

G008 家庭學狂想2                      楊牧谷        突破

G009 情非意外             方華 突破

G010 與心靈對話 派克 天下文化

G011 生命調色盤 金明瑋 宇宙

G012 好習慣塑造好人生 司恩魯 水晶圖書

G013 靜思錄                         李涵瑛    基督教文藝

G014 愛情之鑰                   曾野綾子   基督教文藝

G015 傷殘帶來的祝福      簡瑪利      基督教文藝

G016 惜福、祝福與造福 黃美華 滿庭芳

G017 訴                          公教真理學

G018 破解工作苦 蕭德蘭 天下文化

G019 樂在工作 尹萍 天下文化

G020 珍珠中的獨白                     滌然        宣道

G021 滌然信箱(第五集)                  滌然         時雨

G022 來自心田的禮物 貝蒂，楊 晨星

G023 山水大地 (第二版) 杏林子     宣道

G024 敬拜團隊 Handbook 修爾特等 校園

G025 人生的9個學分 Barrie Sanford Greiff 大塊文化

G026 崇拜與聖樂 陳康 基道 特大書籍

G027 慧星來臨之夜

G028 平靜安穩

G029 做人真艱難                    楊牧谷       張老師

G030 喜訊(福音粵曲詩集)第一、二合集                   福音

G031 喜訊(福音粵曲)第三集詩集                         福音

G032 挪亞方舟 粱科康 突破

G034 珍貴片刻 (上) 唐佑之譯 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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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音樂、文藝小說及散文詩詞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G035 珍貴片刻 (中) 唐佑之譯 浸信會

G036 珍貴片刻 (下) 唐佑之譯 浸信會

G037 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G038 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II) 奧格曼秋諾 (車舀)略出版有限公司

G039 悅樂神學 - 從荒原到美地 唐祐之 卓越

G040 榮耀三一頌 唐祐之 卓越

G041 基督教聖樂路向論文集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育部

G042 教會音樂與崇拜

G043 未日迷蹤-未日小說系列(1)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44 亂世奇兵-未日小說系列(2)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45 終極魔星-未日小說系列(3)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46 奪靈大戰-未日小說系列(4)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47 地獄軍團-未日小說系列(5)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48 奪命時刻-未日小說系列(6)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49 不死之迷-未日小說系列(7)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50 獸印風暴-未日小說系列(8)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51 災難餘生-未日小說系列(10)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52 最後反撃-未日小說系列(11)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53 榮耀再臨-未日小說系列(12) 黎曦庭/曾健時 證主

G054 花香滿徑 包恪廉博士著 海天書樓

G055 生死與命運 龔立人, 呂宇俊 影音使團

G056 天人幽默精選 劉偉生 基督教天人社

G057 聖樂與崇拜 譚靜芝 香港聖樂促進會
G058 Opening to God David G. Benner IVP Books
G059 齊唱新歌 （1、2、3合集) 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
G060 齊唱新歌 （4、5、6合集) 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
G061 讚之歌 粵語敬拜詩集 1 迎欣
G062 讚之歌 粵語敬拜詩集 2 迎欣
G063 讚之歌 粵語敬拜詩集 3 迎欣
G064 讚之歌 粵語敬拜詩集 4 迎欣
G065 天地情緣 影音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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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宗教性兒童叢書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H001 給孩子十誡 宗教教育

H002 猶太智慧漫畫 林德崇 更新資源

H003 我們是枝子 以勒基金 以勒基金

H004 漫畫清雞湯 林德崇  天樂創作 更新資源

H005 新天路歷程（漫畫版） 本仁約翰 宣道

H007 保羅歷險記 C.S.Lewis 晨星

H008 走出迷宮 受人喜愛的聖經故事（1） 國際聖經協會

H009 錯在哪裏 受人喜愛的聖經故事（1） 國際聖經協會

H010 錯在哪裏 受人喜愛的聖經故事（2） 國際聖經協會

H011 小小年紀做大事 - 撒母耳 陳蓮香 福音證主協會

H012 小寶寶的禱告 古嘉玲 海天書樓

H013 兒童床邊聖經故事 （1） 艾蓓德 中國主日學協會

H014 兒童床邊聖經故事 （2） 艾蓓德 中國主日學協會

H015 聖經寶藏大搜查 漢語聖經協會 特大書籍

H016 人的話神的話 救世傳播協會

H017 慕迪兒童故事集 生路加醫生 宣道

H018 耶穌的比喻 遊戲畫冊（1） 標叔叔 標叔叔畫室

H019 約瑟和彩衣 國際聖經協會

H020 摩西和法老 國際聖經協會

H021 馬利亞和空墳墓 國際聖經協會

H022 參孫和他的力量 國際聖經協會

H023 耶穌哪裡找 宗教教育中心

H024 奇妙的耶穌 宗教教育 特大書籍

H025 耶穌誕生   香港聖經公會

H026 路得 香港聖經公會

H027 荒漠之旅 莊韋強 福音證主協會

H028 漫畫福音－耶穌生平 山口昇 證主

H029 魚腹中的使者 香港聖經公會

H030 聖經怎樣說快樂 陶淘 宗教教育中心

H031 聖經怎樣說愛 陶淘 宗教教育中心

H032 給天父的禱文 陶淘 宗教教育中心

H033 聖誕日的歡迎 費里查 基督教文藝

H034 生來瞎眼的人 麥安娜 基督教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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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宗教性兒童叢書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H035 耶穌不見了 賀力志 基督教文藝

H036 小麥克遊歷新約世界 孟特婁 證主 特大書籍

H037 小麥克遊歷新舊世界 證主 特大書籍

H038 耶穌復活 香港聖經公會

H039 We Sing Bible Songs Pamela Conn Bealk and Susan Hagen NippPrice Stern Sloan

H040 耶穌故事 達尼史密夫 天道 特大書籍

H041 The Beginners Bible Treasury of Stories

Kelly R.  Pulley and

Danny Brooks Dalby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特大書籍

H042 永永遠遠- 兒童聖經 國際聖經 特大書籍

H043 大衛的石子 香港聖經公會 特大書籍

H044 兒童聖經(1)  香港聖經公會 特大書籍

H045 兒童聖經(2)  香港聖經公會 特大書籍

H046 驢子笨尼 歸主

H047 Jesus Always Helps Us Mary Manz Simon

H048 God Keeps His Promises Mary Manz Simon

H049 God Is With Us Mary Manz Simon

H050 God Made the World Mary Manz Simon

H052 約拿落海 特雷西、哈拉斯特 國際聖經協會

H053 摩西的歷險 安廸、羅布 國際聖經協會

H054 給小寶貝講耶穌的故事 國際聖經協會

H055 耶穌 (上) 白耀華 國際聖經協會 特大書籍

H056 耶穌 (下) 白耀華 國際聖經協會 特大書籍

H057 奇妙的改變 香港聖經公會

H058 奇妙的改變 香港聖經公會

H059 浪子回家  香港聖經公會

H060 好撒馬利亞人  香港聖經公會

H061 新天路歷程 本仁約翰 宣道出版社

H062 親親天父聽聽聖經 林嘉宜 浸信會

H063 親親天父聽聽聖經 林嘉宜 浸信會

H064 漫畫聖地群英錄１－ 開路先鋒 莊偉強 證主

H065 漫畫聖地群英錄３－ 荒漠之旅 莊偉強 證主

H066 禱告是什麼？ 中國主日學協會

H067 為什麼我會犯錯？ 中國主日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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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宗教性兒童叢書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H068 聖經人物列車 蘇傅麗秀 校園

H069 挪亞、挪亞在哪裏？ 宗教教育 特大書籍

H070 耶穌、耶穌在哪裏？ 宗教教育 特大書籍

H071 宣教先鋒保羅 中國主日學 特大書籍

H072 一代士師撒母耳 中國主日學 特大書籍

H073 動物物語系列 - 醉貓物語  (以水代酒) 宗教教育

H074 動物物語系列 - 神偷鵲物語 (撒該自新) 宗教教育

H075 動物物語系列 - 權靈鼠物語 (怒海逃生)  宗教教育

H076 你要認識耶穌嗎？ 宗教教育

H077 只要相信，不要害怕 國際聖經協會

H078 最好的朋友 國際聖經協會

H079 問個明白I 葉永烈 突破

H080 問個明白II 葉永烈 突破

H081 圖文傳真 (5) - 耶穌的朋友 競標、小麥子 突破

H082 亞當與夏娃的故事 蔡家強、徐家耀 天道

H083 猶大智慧漫畫 林德崇 更新資源有限公司

H084 夢想號爸媽自學快車(成長篇)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H085 夢想號爸媽自學快車(行為篇)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H086 夢想號爸媽自學快車(學業篇)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H087 馬與小孩 魯益師 文藝

H088 漫畫清雞湯I 林德崇 更新資源有限公司

H089 漫畫清雞湯II 林德崇 更新資源有限公司

H090 原來孩子是這樣 林浣心 突破

H091 使徒行傳 張文偉 房角石工作室

H092 漫畫聖經導覽－舊約之旅 白金山 道聲出版社

H093 漫畫聖經導覽－新約之旅 白金山 道聲出版社

H095 智慧的話－矮子撒該 智慧的話叢書 香港聖經公會

H097 耶穌講比喻 天道出版社

H098 耶穌12神蹟 天道出版社

H099 改變，因你而起! 何國偉 樂苗基金

H100 我的馬偕報告 劉清彥 宇宙光 特大書籍

H101 上帝與我同在 初級愛加倍編輯部 道聲出版社

H102 從英國來的一粒種子 劉容襄 宇宙光 特大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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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宗教性兒童叢書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H103 倫敦的小麻雀 張淑瓊 宇宙光 特大書籍

H104 火戰車 魏外揚 宇宙光 特大書籍

H105 永遠的昐望 Lois Rock 純真出版 特大書籍

H106 穿過針眼的駱駝 張淑瓊 宇宙光 特大書籍

H107 大手牽小手，認識神選民 吳昭誼 使徒出版社 特大書籍

H108 小螞蟻說故事 連馬玉女士 公報社 特大書籍

H109 一封奇妙的信 - 學會表達善意（連VCD） 冰波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特大書籍

H110 兔子的胡蘿蔔 - 學會體貼和分享 （連VCD） 王一梅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特大書籍

H111 卡諾小鎮的新朋友 - 學會接納陌生人 （連VCD） 呂麗娜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特大書籍

H112 短耳朵的蘿里 - 學會認識自己 （連VCD） 王一梅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特大書籍

H113 米粒兒歷險記 - 學會戰勝恐懼（連VCD） 閔小玲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特大書籍

H115 小鼴鼠想旅行 楊積麗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116 肚子痛先生 楊積麗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117 小木馬當郵差 程昱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118 頭髮上的鳥窩 程昱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119 101 Dalmatians Liza Baker Disney 特大書籍

H120 夫子說 郝廣才 格林文化 特大書籍
H121 大熊爵士的蜂蜜屋 劉清彥 / 簡廷諺 浸信會
H122 誰才是森林之王？ 麗莎.特克斯特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特大書籍
H123 365兒童聖經故事 天道書樓 特大書籍

H124 童來敬拜（兒童崇拜教材）

龔黃家平、

梅仇笑紅、林艷芳 浸信會 特大書籍

H125 How to Organize Your Own Camp or Retreat Blas Ople Tiangco
H126 耶穌復活與升天 圓源紙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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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青少年叢書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Y001 底波拉 梁敏夫 天恩

Y002 無朋友 周偉豪/廖暉清 突破

Y003 標竿青年 楊X哲 福音文宣社

Y004 大專門徒基要讀經材料 梁俊豪/陳華恩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Y005 性愛: 基督徒的觀點 沃爾特.馬爾金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Y006 屬於聖經中的古靈精怪 香港讀經會

Y007 愛的新天地第三部 新約 海天書樓

Y008 聖經好看好懂 石田弘 校園書房

Y009 全世界聽你說故事 夏文博 突破

Y010 懶系基督徒的20個盲動基因 懶鬼 KK 基道

Y011 做你天使的好天使 李順長 校園

Y012 團體遊戲集錦 呂仁秀 大光

Y013 創意團體遊戲 王竹 藍天書屋

Y014 創意破冰遊戲 (5) 林漢星 澄主

Y015 聖經遊戲100種 蘇文博 校園

Y016 創意聚會 青少年活動設計 莫鮑伯 校園

Y017 101個遊戲方法 道聲

Y018 實物教材 2 褔音團契書局

Y019 破冰遊戲200激 梁廷益、陶傳家 基稻田

Y020 細胞小組破冰遊戲 I 梁廷益 證主

Y021 細胞小組破冰遊戲精選 II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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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音樂及詩歌

編號  帶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CT001 真理故事村 萬國兒童佈道

CT002 Classical Praise Collection Elim Christian Bookstore

CT003 青年聖歌1 宣道

CT004 青年聖歌2 宣道

CT005 On the Way to Bethlehem 東遊記 Ensemble Oni Wytars Naxos

CT006 Angel Voices The St Philips Boy's Choir Crimson Production

CT007 Christmas Carols The Nottinghma Harmonic Choir Tring International

CT008 聖詩人 - 聖誕頌歌 高示

CT009 聖詩人 - 福聖純愛 查理斯‧衛斯理 高示

CT010 聖詩人 - 屬主僕人 查理斯‧衛斯理 高示

CT011 聖詩人 - 照我本相 艾拉．散基 高示

CT012 聖詩人 - 美哉生命真道 艾拉．散基 高示

CT013 聖詩人 - 光明美麗物 茜惜、弗茜絲、亞歷山大、弗茜絲、麗利、哈維格爾 高示

CT014 聖詩人 - 奇妙恩典 約翰．牛頓、咸廉．庫百 高示

CT015 聖詩人 - 有福確據 芬妮．克洛絲比 高示

CT016 聖詩人 - 奇妙十架 以撒．華茲 高示

CT017 聖詩人 - 賀主受膏為王 雅各．曼甘穆利 高示

CT018 ZION NOIZ 2

CT019 世紀頌讚 - 籌款紀念CD 浸信會

CT020 彩虹下的約定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CT021 可喜可樂之城 2 2002 Music

CT022 新約朗讀（粵語版） Seraphim Service

CT023 深信主愛 楊天恩 泉石復興事工

CT024 培靈詩歌精選 真正傳播

CT025 中國古代的人與神 北京大學

CT026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D Chan Sky Sound Co

CT027 在祢寶座前

CT028 醫法這城傷痛 工業福音圑契三十週年禮讚

CT029 石頭也讚美

CT030 親親密密、尷尷尬尬 屈偉豪、屈黎懿堅 卓越使團

CT031 不再一樣的愛—讓婚姻「不老的傳說」變成事實 溫偉耀 卓越使團

CT032 戀愛迷宮 屈偉豪、屈黎懿堅 卓越使團

CT033 流浪的孩子 LEUNG SIU KEI DAVID'S

CT034 喜訊--福音粵曲 梁金寧 福音傳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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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音樂及詩歌

編號  帶   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CT035 我是祢的藝術品 2009 DES MUSIC

CT036 職場聖徒（第一講） 中國神學研究院

CT037 職場聖徒（第二講） 中國神學研究院

CT038 職場聖徒（第三講） 中國神學研究院

CT039 職場聖徒（第四講） 中國神學研究院

CT040 職場聖徒（第五講） 中國神學研究院

CT041 職場聖徒（第六講） 中國神學研究院

CT042 天父手 男人夢 蔡元雲, 區祥江 突破

CT043 女人的名字是...... 羅乃萱 突破

CT044 投靠主的人有福了 - 敬拜讚美詩歌創作集3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CT045 團契遊樂園 伴唱音樂 Muisc 2000 Ltd

CT046 香港危城新歌

CT047 求祢使用我 Muisc 2000 Ltd

CT048 Celtic Harp Played & sung by Lucy Bunce Kevin mayhew

CT049 共享詩歌感恩祭2011限量版唱片 共享詩歌協會

CT050 讚美操 1 - 耶穌是我的救主 CD + VCD 讚美工作室

CT051 誰領我經曠野路 李思敬博士 漢語聖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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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 VCD

編號 光碟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VCD001 偉人物語 - 林肯 / 鑑真

VCD002 偉人物語 - 金鈉 / 亞歷山大大帝

VCD003 偉人物語 - 古騰堡 / 梵高

VCD004 偉人物語 - 牛頓 / 舒曼

VCD005 偉人物語 - 愛迪生 / 高更

VCD006 偉人物語 - 哥倫布 / 裴斯太洛西

VCD007 偉人物語 - 達文西 / 富蘭克林

VCD008 偉人物語 - 摩爾士 / 福爾斯特

VCD009 偉人物語 - 高柯 / 伽利略

VCD010 偉人物語 - 貝爾 / 李雲斯頓教授

VCD011 偉人物語 - 薜頓 / 李白與杜甫

VCD013 偉人物語 - 貝多芬 / 塞凡蒂斯

VCD014 偉人物語 - 馬可孛羅 / 克登

VCD015 偉人物語 - 詳爾文 / 羅丹

VCD016 偉人物語 - 成吉思汗 / 安徒生

VCD017 偉人物語 - 瓦特 / 孟德爾

VCD018 偉人物語 - 樂勤博士 / 哥白尼

VCD019 偉人物語 - 亞基米德 / 福爾敦

VCD020 偉人物語 - 諾貝爾 / 巴斯德

VCD021 偉人物語 - 費畢阿斯 / 麥哲倫

VCD022 偉人物語 - 格林兄弟 / 史蒂芬生

VCD023 偉人物語 - 米高安哲羅 / 蘇格拉底

VCD024 偉人物語 - 舒伯特 / 杜南

VCD025 偉人物語 - 馬克吐溫 / 林白

VCD026 偉人物語 - 居里夫人 / 米列

VCD027 偉人物語 - 海倫凱勒 / 齊哥斯夫基

VCD028 偉人物語 - 萊特兄弟 / 貝比羅斯

VCD029 偉人物語 - 南丁格爾 / 阿孟森與司各脫

VCD030 偉人物語 - 彼加路兄弟 / 莫札特

VCD031 偉人物語 - 南森 / 華盛頓

VCD034 生命因祢傳奇 路德傳播中心

VCD039 謎踪俱樂部之寵物綁架疑雲 傳音多媒體

VCD043 千古奇謎特輯 1- 永生之謎 恩雨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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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 VCD

編號 光碟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VCD048 拉鍊的背心 恩雨之聲

VCD049 夢想家 真証傳播

VCD050 科學與信仰系列 (三) 恩雨之聲

VCD051 科學與信仰系列 (四) 恩雨之聲

VCD052 耶穌腳蹤 福音証主

VCD052A 埃及王子 DREAM WORKS

VCD053 聖地縱橫5000年 恩雨之聲

VCD054 霓虹燈下 恩雨之聲

VCD055 一屋兩妻 恩雨之聲

VCD057 跨世預言(雙碟) 影音使團

VCD058 驚世大災難 (雙碟) 影音使團

VCD059 未世啓示 (雙碟) 影音使團

VCD060 邪教大踢爆

VCD061 耶穌傳 (國語/ 粵語)A&B 學園傳道會

VCD062 伶聲頌主 福音傳播

VCD063 親愛的耶穌 (光碟版) 國際聖經協會

VCD070 以利亞 TESTAMENT

VCD074 成聖追擊 (光碟版) 迎欣

VCD075 新約中文查經樂 MP3 各各他教會

VCD115 將心接近 香港學園傳道會

VCD116 NIV當代聖經和合本 聖經電腦工具光碟 XP 國際聖經協會

VCD117 認識基督研經52課 國際華人聖經協會

VCD118 米欣大富翁之聖經故事 證主

VCD120 兒童聖經百科 (第二輯) 證主

VCD121 兒童聖經百科 (第三輯) 證主

VCD122 兒童聖經百科 (第四輯) 證主

VCD123 兒童聖經百科 (第五輯) 證主

VCD124 兒童聖經百科 (第六輯) 證主

VCD126 教會人際張力的處理 邱清萍女士 中信

VCD127 教青少年妙法 (2CD) 屈偉豪、屈黎懿堅 卓越

VCD128 教會人事糾紛 (2CD) 溫偉耀、陳校慈 卓越

VCD129 大衛與巨人歌利亞小孩子聖經系列 新格媒體

VCD131 浪子回頭的故事小孩子聖經系列 新格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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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 VCD

編號 光碟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VCD132 復活節的故事小孩子聖經系列 新格媒體

VCD137 婚姻人人當尊重 1/8 &2/8 唐崇榮 STEMI

VCD138 婚姻人人當尊重 1/8 &2/8 唐崇榮 STEMI

VCD139 婚姻人人當尊重 1/8 &2/8 唐崇榮 STEMI

VCD140 婚姻人人當尊重 1/8 &2/8 唐崇榮 STEMI

VCD142 神之子 1 BBC

VCD143 神之子 2 BBC

VCD144 神之子 3 BBC

VCD145 天火焚城/初之人 恩雨之聲

VCD147 方舟之謎 (第一,二集) 恩雨之聲

VCD149 屬靈教室之十誡 I 梁永善牧師 影音使團

VCD150 屬靈教室之十誡 II 梁永善牧師 影音使團

VCD166 屬靈教室之十誡 III 梁永善牧師 影音使團

VCD155 楊牧谷牧師紀念精選精裝版雙VCD 楊牧谷牧師 影音使團

VCD162 我信耶穌復活 影音使團

VCD164 天使之城 喬宏 現代音像

VCD165 在乎你 ACM

VCD169 來不及, 等不了

VCD171 珍心

VCD172 掌握人生發球權 張德培

VCD173 聖經風雲人物-路得 海麗唱片實業

VCD174 門徒保羅 BBC

VCD175 聖經風雲人物-創世紀與挪亞方舟 海麗唱片實業
VCD176 大型記錄片 十字架 耶穌在中國 神州傳播會
VCD177 聖經風雲人物-大衛和掃羅 海麗唱片實業
VCD178 西藏七年 驊康有限公司
VCD179 向生命致敬院線 - 夢想家 真証傳播
VCD180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溫偉耀博士 真証傳播
VCD181 曙光 Warner / Chappell Music, H.K. Ltd
VCD182 挪亞方舟 驚世啟示 影音使團
VCD183 愛子方程式 第二輯 1-8 集 香港電台
VCD184 愛子方程式 第三輯 (青少年系列) 香港電台
VCD185 愛子方程式 第四輯 1-10 集 香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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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編號 帶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DVD01 地球深度行I (雙碟娤) 影音使團

DVD02 地球深度行II (雙碟娤) 影音使團

DVD03 富浸07年你我同歌頌親恩懇親晚會 富安浸信會

DVD04 蔣麗萍快樂有匙 影音使團

DVD05 創造的明証 余國耀醫生 真証傳播

DVD06 認識聖靈 李思猷博士 真証傳播

DVD07 再思十誡 李思猷博士 真証傳播

DVD08 阿摩司書信息 李思猷博士 真証傳播

DVD09 箴言試析 李思猷博士 真証傳播

DVD11 向生命致敬劇場塑造篇 真証傳播

DVD12 向生命致敬院線家庭篇 真証傳播

DVD13 沒有四肢的人生 力克. 胡哲 真証傳播

DVD14 神采飛揚 力克. 胡哲 真証傳播

DVD16 男人與家庭第二輯(連書) 真証傳播

DVD17 男人與教會第三輯(連書) 真証傳播

DVD18 男人與工作第二輯(連書) 真証傳播

DVD19 星火飛騰(12) 視博恩

DVD20 耶穌時代的拿撒勒

DVD23 崇基履海 真証傳播

DVD24 賜出榮耀

DVD25 美麗的地球轉

DVD26 導航者福音協會

DVD27 約拿的反叛 CBN 視博恩

DVD28 一台好戲 胡美儀 恩雨之聲

DVD29 延續神話 楊梵城 恩雨之聲

DVD30 法理情真 梅浩洲 恩雨之聲

DVD31 同行 陳聖光 恩雨之聲

DVD32 魔法師的秘訣 楊有志 恩雨之聲

DVD33 謝謝祢的愛 蔣麗萍 恩雨之聲

DVD34 永富之道 司徒永富 恩雨之聲

DVD35 天王之王 李棠 恩雨之聲

DVD36 彈走缺陷 黃愛恩 恩雨之聲

DVD37 樂韻鍾聲 鍾一匡, 鍾一 恩雨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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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編號 帶名 作 者 出版社 Note
DVD38 美善人生 文吳泳沂 恩雨之聲

DVD39 恩雨之聲 簡介及奉獻支持 恩雨之聲

DVD40 愛裏沒有懼怕之恐懼森林 影音使團

DVD41 地球深度行之上帝的指紋 影音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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