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書籍

編號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社 性質

200-1 舊約概論 馬有藻 中國信徒佈道會 聖經概論

200-1 舊約概論 馬有藻 中國信徒佈道會 聖經概論

200-1 舊約概論 馬有藻 中國信徒佈道會 聖經概論

200-2 舊約新語 舒茲 賴建國 中華福音神學院 聖經概論

200-3 十二先知輸註釋(四) 唐佑之 天道書樓 聖經概論

200-4 聖經書卷(以賽亞書) 凌頌恩牧師 美南浸信會主日學 聖經概論

200-4 聖經書卷(以賽亞書) 凌頌恩牧師 美南浸信會主日學 聖經概論

200-5 以賽亞書 嘉大衛 朱昌綾 天道書樓 聖經概論

200-6 信仰與生活(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傅洛摩 張仁濟 更新傳道會 聖經概論

200-7 聖經中的偉大篇章 普德蒙 陳貞吟 更新傳道會 聖經概論

200-8 萬王之王 華勒斯 劉良淑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9 約翰福音註釋上冊 巴克萊 胡慰荊 基督教文藝 聖經概論

200-10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1 哥林多前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2 羅馬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3 約翰福音註釋上冊 約翰 更新傳道會 聖經概論

200-14 路加福音 坎伯摩根 鍾越娜 活泉 聖經概論

200-15 雅各書約翰壹貳叁書猶大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6 彼得前後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6 彼得前後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6 彼得前後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7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8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9 哥林多後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19 哥林多後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20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陳終道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21 歌羅西書 鮑會園 天道書樓 聖經概論

200-22 義要經聖四卷 賈玉銘 晨星書屋 聖經概論

200-23 使徒行傳 布如司 李本實 浸宣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24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創世記至申命記) 葉基利 黃漢森 種籽 聖經概論

200-24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創世記至申命記) 葉基利 黃漢森 種籽 聖經概論

200-25 耶穌聖蹟合參註釋 丁良才 福音證主協會 聖經概論

200-26 實用釋經法 賴若瀚 福音證主協會 聖經概論

200-27 聖經難題彙篇 艾基新 李笑英 角聲 聖經概論

200-28 不要失望因耶穌看顧你 abe 聖經概論

200-29 十二先知注釋(二)何西亞書 唐佑之 天道書樓 聖經概論

200-30 聖經百科全書III 聖經概論

200-31 聖經串珠 新約全書 吳羅瑜 福音證主協會 聖經概論

200-32 經文彙編 芳泰瑞 基督教文藝 聖經概論

200-33 聖經所有的應許 駱其雅 嚴彩琇 中國主日協會 聖經概論

200-34 小先知書講義(下冊) 陳終道 天道書樓 聖經概論

200-35 希伯來書註釋 巴克萊 梁敏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聖經概論

200-36 雅各書研經導讀 馮國泰 趙維本 天道書樓 聖經概論

200-37 認識聖經 John R.W 劉良淑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38 腓立比書簡殘篇 糜家文 甘張梅君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39 福杯滿溢詩篇綆汲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40 新約篇 戴維茲 徐成德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41 聖經問題解答 陳終道 宣道書局 聖經概論

200-42 舊約通論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43 舊約神學談叢 唐佑之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44 智慧的開端箴言分題研經 焦源濂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45 愛的跟隨路得記 焦源濂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45 愛的跟隨路得記 焦源濂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46 以利亞 邁爾 證道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47 永恆 唐佑之 浸信會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48 撒迦利亞 邁爾 鍾越娜 活泉 聖經概論

200-49 約翰福音註釋上冊 浸信會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50 研經日課(1) 古樂人 福音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51 羅馬書 莊光東 中華聖經教育 聖經概論

200-52 以弗所書歌羅西書 謝品彰 中華聖經教育 聖經概論

200-53 跟隨耶穌路加福音 戚思 鄭以勒 更新傳道會 聖經概論

200-54 福音的傳人以賽亞書40-55 唐佑之 證道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55 希伯來書釋義 吳嘉秀 中華神學院 聖經概論

200-56 信心呼喊 唐佑之 浸信會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56 信心呼喊 唐佑之 浸信會出版社 聖經概論

200-57 字裏藏珍 巴刻 林來慰 宣道

200-57 字裏藏珍 巴刻 林來慰 宣道

200-58 士每拿教會 恩育 證光 聖經概論

200-59 基督生平(上) 焦源濂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60 基督生平(下) 焦源濂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61 認識聖經神學 高偉勳 林向陽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61 認識聖經神學 高偉勳 林向陽 校園書房 聖經概論

200-62 聖經的權威 里程 海外校園 聖經概論

200-62 聖經的權威 里程 海外校園 聖經概論

210-1 生活占上風 海波斯 邱豔芳 校園書房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 違規的愛 珍妮赫曼生 何曉東 大光文字團契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 愛的雕琢 竹君 羅國彥 宣道出版社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 女性的光輝 唐佑之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 與青少年坦誠交談 詹姆斯道森 柯美玲 大光書房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6 家庭性教育 施寄青 梅瑪麗 大光書房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7 如何避免離婚? 雷貝特夫婦 吳文秋 橄欖基金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8 如何建立愛的人生 狄亞瑟 高鳳仙 大光書房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9 家庭崇拜 夏忠堅 大光書房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o 媽媽的心路歷程 瑪莉蓮巴恩斯 康敏 中國學園傳道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1 禁果 高約翰 溫肇恆 校園書房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2 我的兔子會上堂嗎 潔若梅休斯 葉素紋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2 我的兔子會上堂嗎 潔若梅休斯 葉素紋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2 我的兔子會上堂嗎 潔若梅休斯 葉素紋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3 家庭崇拜指南 羅莎琳 曾熊國英 種籽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4 聖經中的婦女 史祈生 時雨基金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5 成長中的孩子 吳蘭玉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6 怎樣愛你的孩子 姚樂珊 張劍鳴 大地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7 更上一層樓 白亨利 黃美美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8 成長中的孩子 吳蘭玉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19 媽媽鐘 小民 道聲百合文庫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0 基督徒與婚姻 王明道 宣道出版社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1 另一半的追尋 林意玲 宇宙光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2 青年基督徒與婚姻 周天和 宣道出版社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3 樂天天倫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4 愛兒成長第二版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5 初為人母必讀 小林晃 張秀英 大孚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6 丈夫的畫像 丁麥瑞爾 金多新 中國主日學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7 一樣的愛 蔡偉賢 吳秀蘭 校園書房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8 愛與教 金培文 中國主日學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29 活力跳豆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0 教學的七大定律 葛理奇 徐松石 浸信出版社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1 至嘉蘭書 薛查理 蔣黃心湄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2 愛情之鑰 曾野綾子 朱佩蘭 基督教文藝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3 成功人物背後 畢達遜 何碧瑩 天道書樓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4 童年的困擾 海姆吉納特 張宜鈞 基督教文藝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5 成長中的孩子 吳蘭玉 福音證主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6 好得無比 拉赫田 黃美美 中國主日學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7 聖經中的著名夫婦 史托斯 嚴彩琇 活泉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8 基督徒與婚姻 王明道 宣道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39 基督徒與婚姻 王明道 宣道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0 天路伴侶 布萊恩哈伯 彭海瑩 大光文字團契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1 歌中之歌 曾立煌 宣道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2 缺氧的天空 莊文生 天恩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3 邊緣少年 大光文字團契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4 我要結婚 查理法蘭絲 黃美美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5 建立幸福的家庭 鄭連德 三一文化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6 家是愛之窩 韓吳期敏 中國信徒佈道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7 互信互愛的一生 鄭連德 三一文化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8 創意家庭崇拜手冊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8 創意家庭崇拜手冊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49 愛的生活 克羅姆 嚴彩琇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0 一家之主 戈登麥唐那 黃美美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1 一家之主 戈登麥唐那 黃美美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2 我願意 蔡伯訐 周李玉珍 福音證道出版社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3 教子成功的秘訣 蘇誹雲 福音證道出版社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4 為孩子立界線 第四版 亨利克勞德 吳蘇心美 台灣傳播中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4 為孩子立界線 第四版 亨利克勞德 吳蘇心美 台灣傳播中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5 當媽媽們禱告時 倪福媛 何劉玲 美國麥種傳道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5 當媽媽們禱告時 倪福媛 何劉玲 美國麥種傳道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6 為婚姻立界線 亨利克勞德 董文芳 台灣傳播中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10-56 為婚姻立界線 亨利克勞德 董文芳 台灣傳播中心 基督徒家庭生活

220-1 宇宙知多少 陳希曾 基督教耕耘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2 宇宙光合訂本第三卷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3 創造奇觀 周道輝 角聲 護教/宗教比較

220-4 中共對基督教政策 趙天恩 中華福音神學院 護教/宗教比較

220-5 进化论的圣像 约拿单 唐理名 中國文聯 護教/宗教比較



220-6 上主垂問 康錫慶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7 科學與信仰 微言 護教/宗教比較

220-8 新鉄证待判 麦道卫 福音證主 護教/宗教比較

220-8 新鉄证待判 麦道卫 福音證主 護教/宗教比較

220-9 聖經科學與人生 何天擇 中信 護教/宗教比較

220-10 從信徒到門徒 艾里羅 周天麒 中國主日學 護教/宗教比較

220-11 新生命 慕安得烈 林美賢 宣道出版社 護教/宗教比較

220-12 清醒的心 魯益師 曾珍珍 校園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13 創造論 韋斯徳 尤建中 美南浸信會主日學 護教/宗教比較

220-14 科學理智與信仰 韓偉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15 混沌初開 Hugh Ross 李柏機 中信 護教/宗教比較

220-16 公元2000宗教大趨勢 楊牧谷 校園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17 耶穌是誰約翰福音 笛布雷斯汀 徐成德 更新傳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18 撥雲見日 麥道衛 成輝營 中國學園傳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19 浸信會信仰精義 艾智文 美南浸信會主日學 護教/宗教比較

220-20 畢業生何去何從 校園團契 護教/宗教比較

220-21 中國民間宗教信仰與基佛問題 龔天民 校園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22 到底有沒有神 張郁嵐 協林印書館 護教/宗教比較

220-22 到底有沒有神 張郁嵐 協林印書館 護教/宗教比較

220-22 到底有沒有神 張郁嵐 協林印書館 護教/宗教比較

220-23 現代教會路線 滕近輝 校園團契 護教/宗教比較

220-24 保羅與知識份子 羅伯遜 蕭維元 浸信會出版社 護教/宗教比較

220-25 真偽福音辨 王明道 晨星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26 賽先生造成的偏差 韓偉 中國信徒佈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27 列祖生平 哈密爾敦 萬國兒童佈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28 基督與基督教 倪拆聲 台灣福音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29 基督與基督教 倪拆聲 台灣福音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30 獻身 李定武 更新傳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31 認識真理 基督使者協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31 認識真理 基督使者協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32 迷霧天機 張宇理 中信 護教/宗教比較

220-33 遊子吟 里程 使者協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34 福音特工 安得烈 中國信徒佈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34 福音特工 安得烈 中國信徒佈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35 忠告守望的人 王明道 恩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36 青年信仰問題 吳恩溥 呼喊雜誌社 護教/宗教比較

220-36 青年信仰問題 吳恩溥 呼喊雜誌社 護教/宗教比較

220-37 給初信者 校園同工 校園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38 大眾真理 樓鎧 基督中心 護教/宗教比較

220-39 進化論與現代基督徒 亨利莫瑞士 韓偉 中國信徒佈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40 真道手冊 王永信 中國信徒佈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41 耶穌是誰約翰福音 聯合聖經公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42 一捺心跡 唐華 遠東傳播 護教/宗教比較

220-43 靈歷箴言 田雅各 真理書室 護教/宗教比較

220-44 信心的呼喊 唐佑之 浸信會出版社 護教/宗教比較

220-45 三位一體 羅博柯斯利 黃小石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護教/宗教比較

220-46 一顆追求的心 辛克來傅更生 謝素行 更新傳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47 打美好的仗 韋約翰 譚天佑 學生福音團契 護教/宗教比較

220-48 鬼附與精神病 高科爾 無主光 種籽 護教/宗教比較



220-49 那日子那時辰 史伯誠 美國見證書室 護教/宗教比較

220-50 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導論 馬有藻 天道書樓 護教/宗教比較

220-51 浸信會信仰精義 艾智文 美南浸信會主日學 護教/宗教比較

220-52 辨別聖靈與邪靈 吳恩溥 校園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53 系統神學 史特朗 蕭維元 浸信會出版社 護教/宗教比較

220-54 现代精神分析圣经 Michael St.Clair 苏晓波 中國輕工業 護教/宗教比較

220-55 聖靈充滿真義 吳恩溥 校園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56 进化?神化? 卫道 溫哥華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護教/宗教比較

220-57 人性的探索 萬爾斯 許志超 宣道 護教/宗教比較

220-57 人性的探索 萬爾斯 許志超 宣道 護教/宗教比較

220-58 耶穌是神的兒子嗎 張郁嵐 台灣福音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59 科學家的信仰 章力生 道聲 護教/宗教比較

220-60 從第三波透視靈恩運動 王國顯 校園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61 從媽祖看民間信仰 鄭國忠 橄欖基金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62 耶穌與現代人 吳國瑜 宣道 護教/宗教比較

220-63 天河拾貝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64 聖經是神默示的嗎 張郁嵐 台灣福音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65 基督教是甚麼 維思源 黃彼得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護教/宗教比較

220-66 耶穌是神的兒子嗎 張郁嵐 台灣福音書房 護教/宗教比較

220-67 重生真義 王明道 宣道 護教/宗教比較

220-68 你為何要信 李德爾 證道 護教/宗教比較

220-68 你為何要信 李德爾 證道 護教/宗教比較

220-69 真理的追尋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0 苦難的尋思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1 上帝與物理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2 愛的真相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3 善惡的省思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4 生命的追尋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5 信的真諦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6 實存的真象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7 盼望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8 恩典的歲月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20-79 浮生拾穗-生之喻 黃小石 宇宙光 護教/宗教比較

230-1 羅慧夫台灣行醫四十年 梁玉芳 天下文化 見證傳記

230-1 羅慧夫台灣行醫四十年 梁玉芳 天下文化 見證傳記

230-2 再給我一天 汪芸 大塊文化 見證傳記

230-3 真善美主的使者 汪純懿 中華神州差傳會 見證傳記

230-4 誰擦乾我的眼淚 吳元晃 校園書房 見證傳記

230-5 奇異恩典 鄭惠瑞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會見證傳記

230-5 奇異恩典續集 鄭惠瑞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會見證傳記

230-6 沒藥山 胡振慶 見證傳記

230-6 沒藥山 胡振慶 見證傳記

230-7 主耶稣忠诚僕婢 袁相忱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會 見證傳記

230-8 見證傳記

230-9 我在哈佛的信仰 多尔德兰修女 文逢參 珠海 見證傳記

230-9 我在哈佛的信仰 多尔德兰修女 文逢參 珠海 見證傳記

230-10 耶穌釋放的大能 荻蘿拉絲文得 秋蘭 北美愛修更新會 見證傳記

230-11 五重福音 趙鏞基 張漢業 以琳 見證傳記



230-12 雨從天降 亞瑟華理斯 李素娓 見證傳記

230-13 戀戀福爾摩沙 羅白如雪 溫肇恆 校園書房 見證傳記

230-14 又苦又甜的世界 鄭慧兒  見證傳記

230-15 任重道遠 李靈 恩福基金會 見證傳記

230-16 心聲片片 何荔璇 宇宙光 見證傳記

230-17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錄第一集 見證傳記

230-18 新狂人百相 林今開 皇冠 見證傳記

230-19 叶牧师一家在中国 馬利亞 團結 見證傳記

230-20 一顆珍珠 陸頌熙 道聲 見證傳記

230-21 戴得生傳 戴存義 證道 見證傳記

230-21 戴得生傳 戴存義 證道 見證傳記

230-22 悟迷 馮文莊 中國信徒佈道會 見證傳記

230-22 悟迷 馮文莊 中國信徒佈道會 見證傳記

230-23 靈魂的悸動 章陵 宇宙光 見證傳記

230-24 撲向夢寐以求的故鄉 遠志明 中信 見證傳記

230-25 穆勒日記精華 穆勒喬治 福音證主協會 見證傳記

230-26 暗室之后 蔡蘇娟 晨星 見證傳記

230-26 暗室之后 蔡蘇娟 晨星 見證傳記

230-26 暗室之后 蔡蘇娟 晨星 見證傳記

230-26 暗室之后 蔡蘇娟 晨星 見證傳記

230-27 生死之間 徐晉華 福音證主協會 見證傳記

230-28 在神手中 田雅各 真理書室 見證傳記

230-28 在神手中 田雅各 真理書室 見證傳記

230-29 女偉人故事 易格美 道聲 見證傳記

230-30 祂是韓婆婆傳 韓寶璉 校園書房 見證傳記

230-31 幽谷之歌 希雲 中國信徒佈道會 見證傳記

230-32 得勝的呼召 田雅各 天道書樓 見證傳記

230-33 恩曲 福音證主協會 見證傳記

230-34 佳美腳踪 海斯 陳昆華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見證傳記

230-34 佳美腳踪 海斯 陳昆華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見證傳記

230-34 佳美腳踪 海斯 陳昆華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見證傳記

230-34 佳美腳踪 海斯 陳昆華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見證傳記

230-35 美好的證據 天聲 見證傳記

230-36 宋尚節傳 劉翼凌 福音證主協會 見證傳記

230-36 宋尚節傳 劉翼凌 福音證主協會 見證傳記

230-37 恩雨神州 徐松石 愛心服事協會 見證傳記

230-38 我找到了 韓偉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會 見證傳記

230-39 峰迴路轉 王峙 中國信徒佈道會 見證傳記

230-39 峰迴路轉 王峙 中國信徒佈道會 見證傳記

230-40 從監獄到讚美 莫琳凱勒斯 廖愛華 以琳 見證傳記

230-41 永不止息的奇蹟 約翰彼德生 柳惠容 中國主日協會 見證傳記

230-42 更美的一幅畫 梁樹榮 宇宙光 見證傳記

230-43 看這些人第一輯 王明道 晨星 見證傳記

230-44 愛的故事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見證傳記

230-45 人質 白齊禮 何曉東 大光文字團契 見證傳記

230-46 涼水集 莫子奮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見證傳記

239-47 獻身中華 戴德生 陸中石 宣道 見證傳記

230-48 火中抽柴 鮑哈林頓 何曉東 恩聲 見證傳記

230-49 我們逃脫了 焦源濂 校園書房 見證傳記



230-49 我們逃脫了 焦源濂 校園書房 見證傳記

230-50 保羅與知識份子 邁爾 嚴彩琇 美國活泉 見證傳記

230-51 當代福音 新力  見證傳記

230-52 印度聖徒孫大信 劉翼凌 晨星 見證傳記

230-53 張有光師母紀念集 張有光 種仔 見證傳記

230-54 雅各 美國活泉 見證傳記

230-55 彼得 邁爾 證道 見證傳記

230-56 暗室珍藏 蔡蘇娟 基督使者協會 見證傳記

230-56 暗室珍藏 蔡蘇娟 基督使者協會 見證傳記

230-57 活出彩虹1 宣道 見證傳記

230-58 寄 中國基督徒團契 見證傳記

230-58 寄 中國基督徒團契 見證傳記

230-59 癌症與我 陸頌熙 道聲 見證傳記

230-60 多兒的故事 小民 道聲 見證傳記

230-61 三根指頭 劉瑞賢 宇宙光 見證傳記

230-62 亞伯拉罕 邁爾 楚珉 美國活泉 見證傳記

230-63 我為什麼信聖經 吳恩溥 校園書房 見證傳記

230-64 一個蒙恩罪人的見證 何曉東 中國基督徒作家基金會 見證傳記

230-64 一個蒙恩罪人的見證 何曉東 中國基督徒作家基金會 見證傳記

230-65 驅魔記 何曉東 陳惠珠 佳音基督教會 見證傳記

240-1 榮耀的盼望 張容江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 耶穌從未離開中國 林明膽 徐德安 方舟機構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 福音天軍降寶島 台灣長宣 愛恩台福基督教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4 權能佈道 溫約翰 鄭玉惠 以琳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5 貓狗神學大不同 Bob Sjogren 莫卓宜娟 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5 貓狗神學大不同 Bob Sjogren 莫卓宜娟 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5 貓狗神學大不同 Bob Sjogren 莫卓宜娟 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6 獻身使命意異象 校園書房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7 教會的再思 張子華 福音證主協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8 寫給信仰的追尋者 滕近輝 宜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8 寫給信仰的追尋者 滕近輝 宜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9 信仰和生活 浸信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0 基督教與近代民主發展 邱清萍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1 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 滕近輝 宣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2 上帝与凯萨的疆界 刘同苏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3 隱藏在啟示錄中較會被提的啟示 查而思 山行文化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4 历史的轨道 祈伯尔 李林靜芝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5 城市宣教與香港 倪貢明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6 建於真道   證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7 攀上高峰 林安國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8 教惠普世宣道事工 許光導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19 教會與教育論壇 司徒輝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0 中國教會長征錄 艾得理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0 中國教會長征錄 艾得理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0 中國教會長征錄 艾得理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1 舉目看田 校園書房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2 負傷的治療者 盧雲 張小鳴 基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3 趣味讀經 馬有藻 中信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4 華人信徒在北美 唐佑之 基督使者協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5 教會真理講座 陳諸 宣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6 揚帆待發 勞富謝理士 陳綏 校園書房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7 青少年輔導 朱秉欣 光啟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8 怎樣作浸信會的教友 克勞萊 浸信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29 世界宣道戰略中心 章力生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0 主愛中華 徐松石 浸信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1 聖地古今 李啟榮 聖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2 佈道策略 唐崇榮 校園書房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3 不要愛世界 倪拆聲 張竹君 美國基督徒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4 邁向明天 吳思源 天道書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5 妙手重撫 凱思米勒 高爾強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6 從苦難到榮耀 蘇恩佩 校園書房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7 佈道陪談栽培 吳主光 種仔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8 教會與我 唐佑之 浸信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39 時代的戰士 赫弗雷 楊牧谷 證道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40 風雨中的教會 賴恩融 王永信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41 生命之路 華倫 福音證主協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42 理性的規避 薛華 卓忠信 基督教文藝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43 歷史的軌跡 祁伯爾 李林靜芝 海外基督使團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43 歷史的軌跡 祁伯爾 李林靜芝 海外基督使團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40-44 差傳問答 中國信徒佈道會 教會歷史/差傳/宣教

250-1 學習教導 呂鴻基 中華聖經教育協會 栽培/訓練

250-2 基要信仰 韓偉 中國信徒佈道會 栽培/訓練

250-3 初信者成長指南成年級 李樂夫 陳惠雪 浸信會 栽培/訓練

250-4 基督主權論 韓羅拔 鄭惠仁 浸信會主日學 栽培/訓練

250-5 新禧年宗教趨勢研究 楊牧谷 更新資源 栽培/訓練

250-6 明白神的旨意 史德頓 吳蘇心美 基督使者協會 栽培/訓練

250-7 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指南 梁延益 基督教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8 如何建立成人主日學 靈糧堂 大光 栽培/訓練

250-9 永遠的生命 伯特巴靈頓 許振偉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栽培/訓練

250-10 滿懷信心教導系列研討會手冊 蔡金玲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11 基督教教育師資訓練 鄧敏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11 基督教教育師資訓練 鄧敏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12 認識基督教教育師資訓練 鄧敏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12 認識基督教教育師資訓練 鄧敏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13 怎樣有效地作見證 陶聲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13 怎樣有效地作見證 陶聲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14 細胞小組破冰遊戲1 梁延益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15 細胞小組破冰遊戲2 梁延益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16 聖靈的工作 陳終道 天道書樓 栽培/訓練

250-17 信仰系列4 長進之路 王國顯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18 信仰系列1  信仰問題解答(一) 遠志明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19 神學系列6 異端與極端 邱清萍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0 神學系列6 基督教與中西文化 妝祖鯤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1 神學系列6 中國教會史 元西門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2 信仰系列5 作主門徒 王國顯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3 聖經系列7 聖經人物 蘇文峰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4 聖經系列1 聖經總論 李善求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5 信仰系列6 靈命塑造 王志學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6 事功(領人歸主) 馮秉誠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7 事功(兒童主日學師資訓練) 金培文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8 事功(帶領小組查經) 蘇文峰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29 聖經新約概覽(二)腓立比書至啟示錄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0 新月概覽(一) 馬太福音至以弗所書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0 新月概覽(一) 馬太福音至以弗所書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1 新月概覽(二) 腓立比書至啟示錄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2 信仰系列7 信仰與生活 宋義哲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3 神學系列5  中國教育史 元西門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4 舊約概覽(一)創世記至歷代志下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4 舊約概覽(一)創世記至歷代志下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5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6 舊約概覽(二)以斯拉記至耶利米哀歌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6 舊約概覽(二)以斯拉記至耶利米哀歌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7 息息不斷的門徒訓練法 韓力生 亞洲歸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38 舊約概覽(三)以西結書至瑪拉基書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8 舊約概覽(三)以西結書至瑪拉基書 馬有藻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39 聖經創意教材 達非羅賓士 吳秀蘭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0 靈命塑造 王志學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41 長進之路 王國顯 海外校園炸雜誌 栽培/訓練

250-42 新約概論第十步 中國學園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43 解經學入門 陸蘇河 基督使者協會 栽培/訓練

250-44 再造之恩 李順長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5 智者不惑 李順長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6 心靈世界 李順長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6 心靈世界 李順長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7 仁者無敵 李順長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8 再造之恩 李順長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9 心理學的重建 Gary R. 邱青泰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49 心理學的重建 Gary R. 邱青泰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50 姊妹的腳色 李林靜芝 基督使者協會 栽培/訓練

250-51 基督徒的均衡生活 蔡元雲 學生福音團契 栽培/訓練

250-52 永遠的生命 伯特巴靈頓 許振偉 栽培/訓練

250-53 扎根聖經系列 詩篇 林加東 中華聖經教育協會 栽培/訓練

250-54 扎根聖經系列 使徒行傳 蔡元雲 栽培/訓練

250-55 怎樣教主日學 艾芬理 蕭維元 浸信會 栽培/訓練

250-56 基督生平 下 焦源廉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57 基督生平 上 焦源廉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58 士每拿教會 恩育 大光 栽培/訓練

250-59 福音性研讀 岑建威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 栽培/訓練

250-60 更新研經之路 李定武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61 教學錦囊33 吳蘭玉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61 教學錦囊33 吳蘭玉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62 你的主日學可以脫穎而出 白樂華 蘇齊冰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62 你的主日學可以脫穎而出 白樂華 蘇齊冰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63 查經樂 李陳永鈿 中國信徒佈道會 栽培/訓練

250-63 查經樂 李陳永鈿 中國信徒佈道會 栽培/訓練



250-64 明白神的話 史笛伯 羅天虹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65 把別人介紹給主 李德爾 胡問憲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66 教學的七大定律 葛理奇 徐松石 浸信會 栽培/訓練

250-67 創造的奧秘 倪拆聲 基督徒出版社 栽培/訓練

250-68 在基督裡長進 栽培/訓練

250-69 委身 蘇潁睿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70 時代的….教與學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71 初信栽培手冊  茁苗 盧宏博 天道書樓 栽培/訓練

250-71 初信栽培手冊  茁苗 盧宏博 天道書樓 栽培/訓練

250-72 基督教學前兒童教育之探討 盧董基苓 橄欖基金會 栽培/訓練

250-72 基督教學前兒童教育之探討 盧董基苓 橄欖基金會 栽培/訓練

250-73 耶穌這個人 新加坡大學基督徒團契 栽培/訓練

250-74 如何得永生 馮雅各 華人浸信會 栽培/訓練

250-75 信心的呼喊 唐佑之 浸信會 栽培/訓練

250-76 眾目睽睽下的今世教會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栽培/訓練

250-77 教會團契的建立 馮雅各 華人浸信會 栽培/訓練

250-78 天國子民 馬太福音十四課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79 初信造就課程(券一) 蘇齊冰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80 聖經中的敬虔 柯雷森 陳貞吟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81 異邦中的屬靈人 路得與但以理 史多可 李振江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82 初信造就課程(卷三) 蘇齊冰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83 倍加門徒 Waylon B, Moore 何張秀梅 校園書房 栽培/訓練

250-84 復興的能源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栽培/訓練

250-85 基督徒與聖經第五步 中國學園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85 基督徒與聖經第五步 中國學園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86 門徒訓練 李普生夫婦 丁蔣怡欣 更新傳道會 栽培/訓練

250-87 基督徒與禱告第四步 中國學園傳道會 栽培/訓練

260-1 韓偉先生紀念集 李國鼎 中國信徒月刊 基督徒生活

260-2 每日與主同行 蘇穎智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3 安慰 考門夫人 唐佑之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4 移民官手記 陳熾 角聲佈道團 基督徒生活

260-5 歐風美雨襲中華 顧長聲 長青文化 基督徒生活

260-6 高山仰止 康錫慶 中華歸主紐約分會 基督徒生活

260-7 天路歷程 約翰班揚 趙沛林 陝西師範大學 基督徒生活

260-8 喜樂途徑 狄亞特 雷恩 華人基督教育基金會 基督徒生活

260-9 信仰快樂 史哈拿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0 飲於能力之源 滕近輝 宣道書局 基督徒生活

260-11 每日靈糧 香港讀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1 每日靈糧 香港讀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1 每日靈糧 香港讀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2 每日讀經釋義 香港讀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 愛火重燃 畢邁 俞一菱 以琳 基督徒生活

260-14 堅持一生的禱告 傑瑞席哲 趙燦華 美國麥種傳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5 永不疲倦 懷特卡森 劉家煜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6 芃芃宥宥的心靈筆記 芃芃宥宥 葉羅湘茵 天恩 基督徒生活

260-17 靈命進深集 田雅各 真理書室 基督徒生活

260-18 友誼式協談 鮑蒂溫 邱艷芳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9 心泉 中華基督神修小會 基督徒生活



260-20 溝通@工作 賴諾曼 劉如菁 雅歌 基督徒生活

260-20 溝通@工作 賴諾曼 劉如菁 雅歌 基督徒生活

260-20 溝通@工作 賴諾曼 劉如菁 雅歌 基督徒生活

260-20 溝通@工作 賴諾曼 劉如菁 雅歌 基督徒生活

260-21 屋簷下 蘇穎睿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22 歡樂中年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23 聖徒言型摘要 田雅各 真理書室 基督徒生活

260-24 寫給信仰的追尋者 滕近輝 宣道 基督徒生活

260-25 人生的操練 艾德滿 彭道川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26 不枉此生 戴頓 王一平 亞洲歸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27 神未應許天色常藍 傑克海福德 嚴彩琇 雅歌 基督徒生活

260-27 神未應許天色常藍 傑克海福德 嚴彩琇 雅歌 基督徒生活

260-28 我生命中沒有神 威廉穆瑞 何曉東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29 飛鴻22帖 魯益師 黃元林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30 作基督徒的難題 孫德生 姚錫光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30 作基督徒的難題 孫德生 姚錫光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30 作基督徒的難題 孫德生 姚錫光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31 主恩夠用 李溫偉傑 基督徒生活

260-32 我必不撇下你 張陳微童 基道書樓 基督徒生活

260-33 心靈麵包 盧雲 徐成德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34 祇有祝福 校園團契出版社 基督徒生活

260-35 新生的樣式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36 祈禱與神交談 Rosalind Rinker 孔繁雲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37 最美好的後半生 歐雷蒙夫婦 李周恩慈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38 你的思想與你 雷梅 左同文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39 學祂的樣式 施達雄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40 向成熟邁進 馬維思 種仔 基督徒生活

260-41 靈修生活 吳主光 國際種仔 基督徒生活

260-42 了解自已 柯思本 羅黃振池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43 時代的代言人 校園團契 基督徒生活

260-44 寬恕與自由 大衛歐思伯 黃希敏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45 拂去珍珠的灰塵 史提芬米勒 李大明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46 現代人的痛苦 林治平 宇宙光 基督徒生活

260-47 十二籃 第一至十二集 台灣福音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48 活祭 金候華 馮蔭坤 證道 基督徒生活

260-49 基督徒的默想 克艾蒙 蘇文峰 道光 基督徒生活

260-50 玫瑰山莊 基督教文藝 基督徒生活

260-51 初信者成長指南 陳樂夫 陳惠雪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51 初信者成長指南 陳樂夫 陳惠雪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52 生命的成長第一冊 基督徒生活

260-53 由初信到成長 陳終道 宣道 基督徒生活

260-53 由初信到成長 陳終道 宣道 基督徒生活

260-54 行過了死蔭幽谷 王國顯 晨星 基督徒生活

260-55 在寶座前 巴克萊 梁敏夫 橄欖文化 基督徒生活

260-56 在基督裡長進 王國顯 新加坡逐家文字佈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57 不要愛世界 倪拆聲 見證書室 基督徒生活

260-58 一顆追求的心 辛克來 謝素行 更新傳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59 馬偕博士在台灣 陳宏文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60 審判台前 呂代豪 何曉東 大光 基督徒生活



260-61 培靈什錦 何曉東 大光 基督徒生活

260-62 禱告-交通主愛 羅莎林克 李恆春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63 從禱告中經歷神 蓋恩夫人 黃美齡 大光 基督徒生活

260-64 中國教會長征錄 艾德理 中國信徒佈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65 作得勝的基督徒 徐松石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66 哦神的大憐憫 邵慧中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會 基督徒生活

260-67 愛的學習學習愛神 畢理察 蔡張敬玲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68 科學與信仰之和諧 盧約翰 聯盛印刷 基督徒生活

260-69 主啊為何臨到我 伊麗莎白 何曉東 大光 基督徒生活

260-70 札根於永恆 李順長 基督使者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71 縱的仰視 黃日博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72 聖靈的果子 歐福娜 陸南瑞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73 奴隸之僕-牛頓約翰傳 厄恩惠 周天和 證道 基督徒生活

260-74 神的計畫與你(一) 潘重剛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75 勇者不懼 李順長 基督使者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76 靈食拾零 王明道 福音文宣 基督徒生活

260-77 成為神績 歐雷蒙夫婦 魏啟源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78 禱告的生活 韓安德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79 艾中契合 盧雲 霍玉蓮 基道 基督徒生活

260-80 佈道神學 唐崇榮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81 谷中清泉 考們夫人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82 基督的信徒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83 禱告的生活 韓安德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84 神的大能 王峙 中信 基督徒生活

260-85 交通的秘訣 慕安德烈 台灣福音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86 一元港幣的旅程七千美金的神蹟 焦源濂 中華神學院 基督徒生活

260-86 一元港幣的旅程七千美金的神蹟 焦源濂 中華神學院 基督徒生活

260-87 進入安息 亨利布蘭德 陳美津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88 最後之戰 C.S.LEWIS 王文恕 基督教文藝 基督徒生活

260-89 十二籃第六輯 台灣福音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90 信仰和生活第四冊 鄧哲生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91 編者手記 李陳長真 更新傳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92 與神同在 勞倫斯 俞成華 以琳 基督徒生活

260-93 真門徒 麥為良 王永信 中國信徒佈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94 隱密處的靈交 王明道 晨星 基督徒生活

260-95 如何克服憂慮 約翰哈該 葛慶元 證道 基督徒生活

260-96 清晨靜思主話 加羅艾德理 黃耀銓 種籽 基督徒生活

260-96 清晨靜思主話 加羅艾德理 黃耀銓 種籽 基督徒生活

260-97 聖誕佳話 唐佑之 溪畔書閣 基督徒生活

260-98 危機機會 周主培 基督使者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98 危機機會 周主培 基督使者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99 猶大的懺悔 馮雅各 華人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100 如此我信 周聯華 基督教文藝 基督徒生活

260-101 始於寧謐處 盧雲 洪麗婷 基道 基督徒生活

260-102 不會操之過急 衛理斯海斯德 胡美華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03 用我一生 高力富 蔡紹平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04 舉起聖潔的手-論禱告 凌賽爾 劉傳章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104 舉起聖潔的手-論禱告 凌賽爾 劉傳章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105 雁狩嶺 三浦綾子 朱佩蘭 基督教文藝 基督徒生活



260-105 雁狩嶺 三浦綾子 朱佩蘭 基督教文藝 基督徒生活

260-106 超人的甦醒 唐佑之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07 親愛主牽我手 盧雲 徐麗娟 基道書樓 基督徒生活

260-107 親愛主牽我手 盧雲 徐麗娟 基道書樓 基督徒生活

260-108 靈風吹來 梅塔莉 何曉東 中國主日學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09 偉人的新生 賀夫立 賀安慈 校園團契 基督徒生活

260-110 虎穴亡魂 大衛韋克遜 楊蒼冰 道聲 基督徒生活

260-111 呼喊第八十期 基督徒生活

260-112 竹幕心聲 遠東廣播公司 基督徒生活

260-113 信徒禱告生活 慕安德烈 更新傳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14 哭牆 張曉風 種仔 基督徒生活

260-115 舉起聖潔的手-論禱告 凌賽爾 劉傳章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116 真道手冊 王永信 中國信徒佈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17 怎樣得著能力的充滿 叨雷 石天民 晨露 基督徒生活

260-118 千真萬確 王峙 宣道 基督徒生活

260-119 真理的尋索 司徒德 謝志偉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20 晨曦中的約會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20 晨曦中的約會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20 晨曦中的約會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20 晨曦中的約會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20 晨曦中的約會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21 消除緊張有妙法 李勝球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22 作完全人 慕安德烈 馮文莊 基道書樓 基督徒生活

260-123 屬靈偉人得力的秘訣 艾德滿 林麗娜 種仔 基督徒生活

260-124 順服神的話 A. M. Stibbs 陳公亮 校園書房 基督徒生活

260-125 什麼是祈禱 倪拆聲 晨星 基督徒生活

260-126 醫生奇遇記 樓鎧 基督中心 基督徒生活

260-127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F.V.MeFatuidge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128 危機機會 周主培 基督徒生活

260-129 假門徒 李陳長真 中國信徒佈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0 怒火中燒 華棣斯 譚天佑 天道書樓 基督徒生活

260-131 沙崙默想(二) 徐松石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1 沙崙默想(二) 徐松石 浸信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2 若 賈艾梅 蘇恩佩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2 若 賈艾梅 蘇恩佩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2 若 賈艾梅 蘇恩佩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3 父母之道 羅朗松 何基明 角聲 基督徒生活

260-134 憂慮 楊濬哲 靈水 基督徒生活

260-135 新酒芬芳 梅濟時 范約翰 證道 基督徒生活

260-136 更上一層樓 白亨利 黃美美 中國主日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7 信徒禱告生活 慕安得烈 更新傳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38 坐行站 倪拆聲 少年歸主 基督徒生活

260-139 由死亡得生命 蓋恩夫人 少年歸主 基督徒生活

260-140 生命頌 杏林子 星光 基督徒生活

260-141 更認識神 播道書局 基督徒生活

260-142 安慰之言 基督徒生活

260-143 安全感 曉風 宇宙光 基督徒生活

260-144 信徒日曆羅馬書生命查經 香港教會書室 基督徒生活

260-145 溝通 羅曼賴頓 王倪靜儀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徒生活



260-146 每日靈糧 香港讀經會 基督徒生活

260-147 不一樣的人生 劉志雄 提比哩亞 基督徒生活

260-147 不一樣的人生 劉志雄 提比哩亞 基督徒生活

260-148 基督徒須知 巴刻 宣道 基督徒生活

260-148 基督徒須知 巴刻 宣道 基督徒生活

260-149 屬靈的真義 薛華 林怡俐 橄欖 基督徒生活

260-150 基督徒靈修學 麥格夫 趙崇明 基道 基督徒生活

260-150 基督徒靈修學 麥格夫 趙崇明 基道 基督徒生活

270-1 摩根講道法 康培康根 劉逾瀚 更新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 中國信徒月刊第三卷 中國信徒佈道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 神的形象 保羅班德 楊腓力 更新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 生命的信息 俞成华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公部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 聽屬靈偉人聲音 華倫魏斯比 邵慶彰 更新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 心裡揣著一團火 張志剛 校園書房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 絕望與盼望的抉擇 台灣工業福音團契 號角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8 中國信徒月刊第四卷 中國信徒佈道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9 做而不做不做之做 林治平 宇宙光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0 何等奇妙 汪純懿 晨星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0 何等奇妙 汪純懿 晨星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0 何等奇妙 汪純懿 晨星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1 喻經故事 宋尚節 晨星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2 決心先生 劉翼凌 宣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3 基督教與現代神學思潮 趙中輝 基督教改革宗教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4 神是我的拯救 李傑瑞 解英忠 浸信會主日學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4 神是我的拯救 李傑瑞 解英忠 浸信會主日學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5 不自由的自由 滕近輝 道聲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6 獅市林家 奮雷 證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7 心爱的故事第二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8 思喻故事第三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19 成寄歸牧師講道集 成寄歸 證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0 冰點 三浦凌子 朱佩蘭 基督教文藝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1 青草地上 短篇小說集 道聲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2 聖經的故事 房龍 林牧野 天書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3 我的見證 宋尚節 晨星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4 思喻故事第五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4 思喻故事第五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5 思喻故事第四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6 新造的人 盧雲 基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7 奉主名作證 查堅理 嚴賀潔 香港浸信會聯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8 福杯滿溢 寇世遠 基督之家雜誌社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29 進入安息 亨利布蘭德 許陳美津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0 他的傷痕 周聯華 道聲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1 思喻故事第二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2 燦爛的明天 法亞那 何曉東 大光文字團契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3 國度真理 康錫慶 橄欖基金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4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5 泣風 泣風 陳建民 中國主日學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6 菊秀 滌然 宣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7 曠野的呼喊 中國信徒佈道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8 箴言寶訓 歐陽佐翔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39 天國與小人物 李定武 更新傳道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0 耶穌是神的兒子嗎 張郁嵐 台灣福音書房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1 我們的主 王明道 宣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2 萬名之上的民 史祈生 宣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3 自由之歌 中國信徒佈道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4 時差 滌然 宣道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5 奮興集 宋尚節 晨星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6 心愛的故事 第一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7 真理證道集 第一集 劉以撒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8 八十年代的新挑戰 滕近輝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49 真自由 李定武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0 思喻故事第二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1 恩喻故事第一集 蔡崇光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2 割愛 海外基督使團 海外基督使團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3 永遠得勝 胡歌 中華神學院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4 見證如雲集 晨星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5 託付與見證 紐約中國基督徒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6 工人的受苦 麦希真 福音證主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7 凱歌集 杏林子 中國信徒佈道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8 思喻故事第六集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59 魚餅集 第十八期 華人福音傳播協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0 尋金者 李定武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1 永恆 唐佑之 浸信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2 窗裏臭初的亮光 范希娜 何鴒 校園書房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3 柳岸琴聲 滌然 道聲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4 馨香的沒藥 蓋恩夫人 俞成華 台灣福音書房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5 那串日子 校園團契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6 祇有祝福 校園團契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7 超人的甦醒 唐佑之 校園團契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8 一分鐘故事 許純欣 基督教文藝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69 校園中的祈禱 香港浸信會聯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0 飄揚的彩帶 滌然 道聲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1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2 弘道遺愛 湯腓力 范約翰 基督教文藝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3 聖經女子剪影 馬德遜 角石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4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5 三过幽谷 施芬德 基督使者協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6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7 明白神的話 Alan M. Stibbs 何安東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8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79 十二門徒剪影 約翰鮑格納 黎世芳 基督教文藝 講道集/喻道故事

270-80 启示与人生 给国华的信(二) 李慕华 講道集/喻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