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C403
愛情保健

匯美書社

BNT005.3 使徒行傳注釋 新約註釋 Albert C. Winn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RT011 聖經手冊 工具書籍 Bible Hand Book 福音證主協會

KA406 地獄來鴻 文藝

BOT026.2 舊約註釋 Carl E. Howie 使者出版社

TA038 一個年輕人的死 見證傳記 Charles M. Sheldon 校園

BOT001.3 創世記注釋 舊約註釋 Charles T.Fritsch 使者出版社

CM416 生命添色彩─自然教會發展系列 教會事工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CB425
生命添色彩─自然教會發展系列

基督徒生活 Christian A.Schwarz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MC031 The Mission of God 宣教 Christopher JH Wright IVP Academic

CB411 騎呢信徒 基督徒生活 Craig Groeschel 天道書樓

CB141 不再逃避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RT010 證主聖經手冊 工具書籍 David & Pat Alexander

ITT063 聖經釋義的問題與方法 專題式查經 David Stacey 人光出版社

RT007 工具書籍 Dr. James Orr

RT008 工具書籍 Dr.Jamesorr

RT009 工具書籍 Dr.Jamesorr

CM402 蛻變教會 教會事工 天道書樓

IOT011 彌賽亞的預言 舊約查經 Edward. J. Young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BOT010 舊約註釋 Eric C.Rust 使者出版社

CB060 邁向成熟 基督徒生活 Eugene C.Kennedy 光啟出版社

PR009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禱告及復興 F.V.McFatridge 浸信會出版社

GP044 傳福音 學生福音團契

GP054 傳福音 學生福音團契

BOT023.3 以賽亞書注釋 舊約註釋 G.Ernest Wright 使者出版社

CM416
Boundaries for Leaders

教會事工 Henry Cloud HarperBusiness

CF053 為孩子立界線 家庭生活 台福傳播中心

CM104 Building a Missional Church 教會事工 Indrajeet Pawar Authentic

PR403 禱告及復興 基道

BOT003.2 利未記．民數記注釋 舊約註釋 James L.Mays 使者出版社

PR078 主禱文真義探索 禱告及復興 Jeremiah 使者出版社

BNT028 The Gospel of John 新約註釋 Jey J .Kanagaraj OM Books

BOT001.1 創世記簡釋 舊約註釋 John H.marks 長青文化

MT008 戴德生與瑪麗亞 宣教見證 John Pollock 校園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李耀全

C．S．路易斯 好讀

以西結書,但以理書注釋

Christian A. Schwarz　

Daniel Green & Mel 
Lawrenz

聖經百科全書II

聖經百科全書III

聖經百科全書IV

Ed Stetzer, Thom Rainer

士師記．路得記.．撒母耳上下注釋

福音校園1 FES大專部

福音校園2 FES大專部

HenryCloud,John 
Townsend

歸心祈禱的操練2：更深地與上帝同行40天  J. David Muyskens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C%A1DS%A1D%B8%F4%A9%F6%B4%B5&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startnum=1&key=publisher_id&keyword=1147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J.+David+Muyskens&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MT018 戴德生與瑪麗亞 宣教見證 John Pollock 校園

CB079 基督徒生活 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BOT401 舊約註釋 MaryJ.Evans

KA116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文藝 MitchAlbom 大塊文化

CD401 門徒栽培 Ogden,Greg IVP

MC028 普世宣教手冊 宣教 Patrick Johnstone 大使命中心

IOT411 歷史書 舊約查經 天道書樓

BD019 聖經概論 R.C.Briggs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BC031 The Other Six Days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R.Paul Stevens Regent College

PR067 踐踏撒旦教 禱告及復興 Rebecca Brown

CB175 基督徒生活 Renee M. LaReau 學生福音團契

GP051 Reimaging Evangelism 傳福音 Rick Richardson IVP

GP052 Evangelism Outside The Box 傳福音 Rick Richardson IVP

CM095 直奔標竿 教會事工 Rick Warren 基督使徒協會

CM053 教會事工 Rick Warren 道聲

CM055 教會事工 Rick Warren 道聲

CM054 教會事工 Rick Warren 道聲

GP057 The Externally Focused Church 傳福音 RickRusaw, EricSwanson Group

BOT011.4 舊約註釋 Robert C.Dentan 人光出版社

BOT010.1 舊約註釋 Robert C.Dentan 使者出版社

KA036 創造與人生 文藝 Robert Olson 遠流出版公司

PR008 祈禱與神交談 禱告及復興 Rosalind Rinker 浸信會出版社

GP053 The Complete Evangelism Guide Book 傳福音 Scott Dawson Baker Books

CB155 獨唱的男人 基督徒生活 Soloman 橄欖

GP056 Irresistible Evangelism 傳福音 Steve Sjogren Group

CC401
如何為婚姻的難題禱告

Stormie Omartian 以琳書房

CC401 如何為婚姻的難題禱告 以琳書房

BNT001.1.1馬太福音注釋 新約註釋 Suzanne De Dietrich 使者出版社

BNT001.1.2馬太福音注釋 新約註釋 Suzanne De Dietrich 使者出版社

CM423 教會事工 天道書樓

BC405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Veli-Matti Karkkainen 基道

BC013 近代神學淺說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W.E.Hordern 基督教文藝

BD016 新約世界 聖經概論 丁納 浸信會出版社

智慧的綠芽--美麗易逝，愚蠢則永遠
JUDGE JUDY 
SHEINDLIN

The Message Of Samuel: Personalities, Potential, Politics 
And Power  IVP

Discipleship Essentials: A Guide to Building Your Life in 
Christ

Philip E. Satterthwai, gordon 
Mcconville

如何瞭解耶穌基督(新約聖經研究方法)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人生onGod'sline

加入教會-直奔標竿101課程

發現事工-直奔標竿301課程

邁向成熟-直奔標竿201課程

列王紀(上)(下)、歷代志(上)(下)

列王紀上.下歷代志上.下注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Stormie Omartian　

超越崇拜戰爭──活力教會崇拜更新的九大特
色 Thomas Long

教會論：全球導覽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Thomas+Long&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RT001 耶穌聖積合參註釋 工具書籍 丁良才 福音證主協會

RT013 耶穌聖積合參註釋 工具書籍 丁良才 福音證主協會

KA016 哭泣的駱駝 文藝 三毛 皇冠雜誌社

KA033 撒哈拉的故事 文藝 三毛 皇冠雜誌社

KA015 稻草人手記 文藝 三毛 皇冠雜誌社

KA402 冰點續集 文藝 三浦綾子 基督教文藝

KA099 尋道記 文藝 三浦綾子 基督教文藝

KA109 冰點 文藝 三浦綾子 聯合報社

KA069 家 文藝 三浦綾子 道聲

KA067 愛的日記 文藝 三浦綾子 道聲

KA066 殘像 文藝 三浦綾子 道聲

KA068 綿山羊 文藝 三浦綾子 道聲

KA045 迷途 文藝 三浦綾子 道聲

CF035 一對翠綠的耳環 家庭生活 上官麗丹 海天書樓

CM426 教會事工 道聲

TA417 同行四分一世紀 見證傳記 突破

CB038 成長 基督徒生活 中學生月刊編輯委員會 學生福音團契

CB039 成長 基督徒生活 中學生月刊編輯委員會 學生福音團契

EA018 陪孩子學禱告 倫理學 丹妮斯．喬治 美國麥種

CF403 陪孩子學禱告 家庭生活 丹妮斯喬治 美國麥種

CB227 微笑工作論 基督徒生活 丹尼斯 校園

PR013 早晨九點鐘 禱告及復興 丹尼斯．巴納德 以琳書房

DA093 完美品格的塑造 靈修 于中旻 天榮基金

CT003 怎樣指導兒童學習 基督教教育 井深大 巨流圖書公司

DB422 禱告！神回應：建立強大有效的禱告生活 屬靈操練 格子外面文化

DB049 在聖靈裏禱告 屬靈操練 亞瑟華理斯 以琳書房

CC050 成功的輔導 亞當斯 種籽

BC007 古代的紀錄與聖經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亞當斯 美國伯魯特門印書館

BC005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亞當斯．麥基．雅各 浸信會出版社

BC006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亞當斯．麥基．雅各 浸信會出版社

CF412
過猶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線

家庭生活 亨利・克勞德
台福傳播中心

CB302 職場軟實力 基督徒生活 亨利克 校園

PR076 改變帶來醫治 禱告及復興 亨利克勞德 學園

CB417 為工作立界線 基督徒生活 亨利克勞德 校園

教會在公共空間的參與：世界信義宗聯會的研
究文件

世界信義宗聯會（神學
與公共見證部）

丘世文

亞歷克斯&史蒂芬．肯德
里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聖經背景(上)

聖經背景(下)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5C%A5%40%A4%E5&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BD007 青少年版聖經綜覽 聖經概論 亨莉達米爾斯 中國主日學協會

CB025 魚兒別上鉤 基督徒生活 享利克勞德 美國旅途

CB298 神要開的路 基督徒生活 享里克勞德 校園

CM084 教會事工 以琳聖樂組 以琳書房

BC012 系統神學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任以撒 基道

CF033 家庭生活 任吉兒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C075 伊利莎伯喬治 基道

BC033 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伊格那丟等 基督教文藝

BOT021.2 舊約註釋 伊頓 校園

MT007 奧卡人的新生五個殉道者的故事 宣教見證 伊麗沙白‧伊略 人光出版社

KA100 苦海慈光 文藝 伍惠亞 道聲

AT103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如何使崇拜得著更新 影音設施 伍渭文 福音傳播中心

AT104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如何使崇拜得著更新 影音設施 伍渭文 福音傳播中心

CF408 家庭生活 伍爾本
宇宙光

CB402 工，唔係咁打！ 基督徒生活 伍詠光 突破

CF418 當子女機不離手——教養青少年的技法和心法 家庭生活 突破

CF415 家庭生活 突破

KA063 苦杯裡的甜果 文藝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EA009 從基督教看中國孝道 倫理學 何世明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TA422 何以篙牧師記念集 見證傳記 何以篙 何以篙

GA007 中世紀哲學 護教 何佛烈‧威柏 金楓出版有限公司

GA008 護教 何佛烈‧威柏 金楓出版有限公司

GA009 護教 何佛烈‧威柏 金楓出版有限公司

AT124 出死入生︰中國的困境與希望 影音設施 何傑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AT125 出死入生︰中國的困境與希望 影音設施 何傑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GA041 耶和華見證人的內幕 護教 何克滿博士 真道之聲出版社

GA016 曲終人散 護教 何凌西 福音證主協會

GP049 當代個人佈道理論與實踐 傳福音 何啟明 加拿大恩福協會

CB033 先天‧後天 基督徒生活 何李潔玲 突破

CB034 先天‧後天 基督徒生活 何李潔玲 突破

ITT005 專題式查經 何李潔玲 突破

TA029 馬丁路德傳 見證傳記 何禮魁 道聲

TA009 誰掌管明天 見證傳記 何義思 香港宣道會

CB250 人讀經經讀人 基督徒生活 何翰庭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新歌頌揚1.2.3.合訂本

無價之寶--如何成為賢妻良母

全然美麗-箴言三十一章的女性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傳道書

人生最需要的20件禮物

伍詠光, 葉玉珮

當子女說你好煩+DVD）套裝 伍詠光, 葉玉珮

近代哲學(上)

近代哲學(下)

自我與人生組長手?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253 聖經難解不難讀 基督徒生活 何翰庭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F011 家庭生活 余德淳 余德淳訓練機構有限公司

CC015 余德淳 余德淳訓練機構有限公司

DA120 靈修 余達心 校園

AT098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耶利米‧委身本土的事奉 影音設施 余達心 福音傳播中心

EA403 倫理學 余達心、江丕盛 基道

BD010 聖經研究的挑戰 聖經概論 侯健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DA149 靈修 侯活士 基道

DA406 禱告不是偽術──返璞歸真的祈禱 靈修 侯活士 基道

DA407 禱告不是偽術──返璞歸真的祈禱 靈修 侯活士 基道

BNT404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新約註釋 侯活士 基道

CB309 暴力世界的溫柔 基督徒生活 侯活士、范尼雲 基道

CB310 異類僑居者 基督徒生活 侯活士、韋利蒙 基道

CC040 以愛相待 俄戴爾 道聲

KA053 失去的原始林 文藝 保真 道聲

KA098 第一個聖誕 文藝 道聲

CF406 婚姻靈旅──給愛主夫婦同心操練的十項挑戰 家庭生活 保羅‧史蒂文斯 基道

CM410 解放平信徒：全民事奉無分聖俗 教會事工 保羅‧史蒂文斯 基道

CB055 人第一次的罪與自知 基督徒生活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DB002 神的工作 屬靈操練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DB037 屬靈操練 倪柝聲 臺灣福音書房

CB059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基督徒生活 倪柝聲 臺灣福音書房

IOT002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舊約查經 倪柝聲 香港教會書室

DB032 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 屬靈操練 倪柝聲 香港教會書室

EA002 基督徒看性 倫理學 傅士德 基道

CB166 基督徒看錢、性與權勢 基督徒生活 傅士德 基道

CB164 權勢 基督徒生活 傅士德 基道

DB043.1 屬靈操練禮讚 屬靈操練 傅士德

DA114 靈修 傅士德、畢比 校園

ITT054 信仰生活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專題式查經 傅洛摩 更新傳道會

INT058 新約查經 傅洛摩 更新傳道會

ITT052 研經妙法 專題式查經 傅浩夫 種籽

CM129 帶出健康的小組 教會事工 傅湘雯 基石

PR026 靈命標竿 禱告及復興 傅蘭吉

從小訓練的EQ

聖經教我人際關係(第二版)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

複製人-祝福抑咒詛

當衪在十架上-與侯活士默想基督最後七言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保羅.邁亞

屬靈人(上)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
契

一生渴慕神-基督徒靈修七徑

從信徒到門徒-提摩太後書(十三課歸納式查經材料)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M412
教會勤戒手冊－信徒得天獨厚的權益

教會事工 傑伊・亞當斯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CT002 青年貞潔問題 基督教教育 傑克 宣道

PR052 禱告及復興 以琳書房

PR051 禱告及復興 以琳書房

CF069 家庭生活 傑克．海福德 美國麥種

CB123 藍圖在握活出基督的主權 基督徒生活 校園

CB025 基督徒生活 克勞德 旅途出版社

CB204 成長神學 基督徒生活 克勞德 校園

CM033 怎樣作浸信會的教友 教會事工 克勞萊 信會出版社

CM032 怎樣作浸信會的教友 教會事工 克勞萊 浸信會出版社

CC013 成功的青少年輔導 克納摩

BOT026.1 以西結書注釋 舊約註釋 克萊基 基督教文藝

BOT028.1 舊約註釋 克萊基 基督教文藝

CB209 破碎的夢 基督徒生活 克萊布 校園

CB235 編織靈魂的話語 基督徒生活 克萊布 校園

CB216 靈性壓力學 基督徒生活 克萊布 校園

CB463 基督徒生活 克雷格‧葛洛契爾 道聲

BOT011.1 希伯來王國的研究 舊約註釋 党美瑞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KA038 豬生日 文藝 具光道 宣道

ITT055 五花八門創意研經指引 專題式查經 凱倫‧多克雷 校園

CT022 畫圖畫說故事 基督教教育 凱茲‧湯姆遜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12 家庭生活 凱露‧寇肯道

DB010 屬靈操練 初信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B011 屬靈操練 初信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B012 屬靈操練 初信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TA409 靈歷集光─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 見證傳記 利未編 恩雨出版部 

BOT406 列王紀神學註釋 舊約註釋 利法特 基道

PR066 走出撒旦教 禱告及復興 利百加

PR059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禱告及復興 劉世增 以利亞使團有限公司

KA097 喜樂年年 文藝 劉俠 中國主日學協會

IOT409 舊約查經 劉光啟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CC057 你不可不知的人性 劉墉

BOT405 天註：何西阿書 舊約註釋 劉少平 天道書樓

CB322 聖磐活道 基督徒生活 劉少康 浸信會出版社

聖靈,權能,大驚異 傑克.戴雅

聖靈,說話,大驚異 傑克.戴雅

祝福你的孩子/BLESSINGYOURCHIRLDREN

傑瑞.懷特

魚兒別上鉤揭開基督徒生活掙扎的12個迷思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十二先知書注釋(上冊)

社群癮：如何在這個愛自拍的世界中跟隨耶穌
(精裝)

學習放手--一個父母再成長的契機

基督平生(下)

基督徒生活(上)

基督徒生活(下)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士師記反思-沉淪與拯救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F006 按照聖經作父母 家庭生活 劉志雄夫婦 道聲

EA019 按照聖經作父母 倫理學 劉志雄夫婦 道聲

CF059 按照聖經教導子女 家庭生活 劉志雄夫婦 道聲

IOT006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舊約查經 劉怡持 夏城海外基督徒團契

CB460 信耶穌不用錢 基督徒生活 劉曉亭 校園

CB318 情字這條天堂路 基督徒生活 劉曉亭 校園

CB317 非死不可的門徒 基督徒生活 劉曉亭 校園

GA404 護教 劉曉亭 格子外面文化

CF420 猶太人的親子教育 家庭生活 劉清虔 浸信會出版社

TA004 見證傳記 劉瑞賢
宇宙光

CM081 青年聖歌 教會事工 劉福羣 宣道

CM083 教會事工 劉福羣 宣道

CB102 成長的星空 基督徒生活 劉穎 突破

TA007 宋尚節傳 見證傳記 劉翼凌 福音證主協會

CB233 聖經遇見小故事 基督徒生活 劉良淑 校園

TA406 聖經遇見小故事 見證傳記 劉良淑 校園

CF422 劉艾青 道聲

TA096 人生不設限 見證傳記 力克胡哲 方智

CB240 更寬廣的生命 基督徒生活 加爾文 校園

DB070 屬靈操練 加里托馬斯 基道

CB097 呼召過聖潔生活 基督徒生活 勞威廉

GP410 與猶太人樂談信仰 傳福音 勞朗迪 天道書樓

TA037 暴徒與淑女 見證傳記 勞爾里士
宇宙光

MC003 心繫宣教 宣教 包偉克 校園

ITT007 初信之旅 專題式查經 包樂 宣道

CC043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包約翰 道聲

CC044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包約翰 道聲

CC045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包約翰 道聲

CC042 為什麼我不敢愛 包約翰 道聲

BC403 啟示錄神學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包衡 基道

CD021 門徒栽培 包衡 基道

CB314 不想上錯班──個人職業心理分析 基督徒生活 區祥江 亮光文化

CB314.1 不想上錯班──個人職業心理分析 基督徒生活 區祥江 亮光文化

CB403 不減不增 基督徒生活 區祥江 亮光文化

翻開聖經前，你最想知道的10個問題

三根指頭(宇宙光真實故事集之二)

青年聖歌(3)

爸媽，你們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管教失靈
不用怕，瞭解孩子是轉機

與神相遇-認識親近神的心靈路徑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跨界福音-後現代世界裏的基督徒見證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423
為什麼你的快樂愈來愈少？

基督徒生活 區祥江
亮光文化

CF097 教好孩子－－父母的７個角色 家庭生活 區祥江 文明魚

CC066 男人的命途 區祥江 突破

CF098 家庭生活 區祥江 青源文化

CF099 家庭生活 區祥江 青源文化

CF100 家庭生活 區祥江 青源文化

CF101 家庭生活 區祥江 青源文化

CC071 男性輔導新貌 區祥江、曾立煌 突破

TA062 又一個奇蹟 見證傳記 卓偉 基督教文藝

CC081 走出忙碌 卓思達 海天書樓

CB041 基督徒看錢 基督徒生活 博士德 基道

CB053 基督徒看錢 基督徒生活 博士德 基道

ITT406 雅各書的信息──「我信！然後呢？」 專題式查經 博愛思 美國活泉出版社

CM422 教會動力大轉化──五步轉型門徒訓練 教會事工

GA050 新紀元答客問 護教 卜勒遜 天道書樓

GA051 新紀元答客問 護教 卜勒遜 天道書樓

BD006 舊約詩歌智慧書導論 聖經概論 卜洛克 中華福音神學院

MT001 維廉傳 宣教見證 卡本德 福音證主協會

KA065 現代思想的挑戰 文藝 道聲

CC065 卡爾．朗尼 大光傳播

BC401 上帝論－－全球導覽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卡維里 基道

BC404 基督論：全球導覽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卡維里 基道

TA002 見證傳記 厄恩惠 福音證主協會

CM403 教會事工 古倫神父 南與北文化

PR057 靈火繼焚燒 禱告及復興 古約翰 橄欖

GP012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傳福音 叨雷 宣道

GP050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傳福音 叨雷 宣道

CB448 屬靈地雷陣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CB093 生命追求的祕訣 基督徒生活 史伯誠 美國見證出版社

CB140 耶和華如此說 基督徒生活 史坦利 橄欖

PR017.1 如何為你的丈夫禱告 禱告及復興 史多美．奧瑪森 以琳書房

PR017.2 如何為你的丈夫禱告 禱告及復興 史多美．奧瑪森 以琳書房

PR015.1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 禱告及復興 史多美．奧瑪森 以琳書房

PR015.2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 禱告及復興 史多美．奧瑪森 以琳書房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40件男人最想知的女人心事

42件不說不知的男人心事

結婚前要知道的46件事

結婚後要做到的50件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卜冀曼, 賀伯陛, 高爾文  台福傳播中心

卡爾.享利

破解離婚的迷思-從聖經觀點看離婚與再婚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奴隸之僕(牛頓約翰傳)

歡慶一個新的開始(書+CD)精裝

史丹利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5v%A4%A6%A7Q+%28Charles+Stanley%29&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PR016 如何為妳自己禱告 禱告及復興 史多美．奧瑪森 以琳書房

CB194 明白神旨意 基督徒生活 史密夫 校園

DB034 聖靈的充滿與澆灌 屬靈操練 史密斯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CC037 我該結婚嗎？ 史密斯 校園

EA012 祇是道德 倫理學 史密茲 華神出版社

ITT064 明白神的旨意 專題式查經 史德頓 基督使者協會

ITT031 明白神的旨意學生本 專題式查經 史德頓 基督使者協會

BD014 新約信息 聖經概論 史托德 種籽

CB132 為真道而戰 基督徒生活 史托德 種籽

CC033 史托斯 美國活泉出版社

CB089 神不公允？ 基督徒生活 史提夫 學生福音團契

CB153 再出埃及 基督徒生活 以琳書房

CB153 再出埃及 基督徒生活 史提夫萊特 以琳書房

CM419
標竿小組－－小組持續健康發展綱領

教會事工 史提夫革登 福音證主協會

CM418 教會事工 史提夫革登 福音證主協會

PR065 殖民天堂 禱告及復興 史朗

ITT010 舊約中的婦女 專題式查經 史祈生 宣道

ITT009 聖經中的婦女 專題式查經 史祈生 時雨基金會

BD027 聖經中寶貴的應許 聖經概論 史祈生 道聲

BOT019.7 詩篇研究 舊約註釋 史葛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F019 愛家男人無價寶 家庭生活 史葛利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CC083A 承諾一生 史葛利 福音證主協會

CC083B 史葛利 福音證主協會

CC083C 史葛利 福音證主協會

CF075 管教心方法 家庭生活 史葛特蘭斯基、喬安米勒 福音證主協會

DB038 戴德生屬靈操練 屬靈操練 史蒂亞 福音證主協會

CM410.2
解放平信徒－全民事奉無分聖俗

教會事工 史蒂文斯 Vocatio Creation Limited

DB068 屬靈操練 史蒂文斯 天道書樓

CB303 工作真重要—向聖經人物學工作 基督徒生活 史蒂文斯 校園

CB450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CB182 七日全職信仰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CB181 理想你想工作此中尋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GA065 獨排眾議的基督 護教 司徒德 福音證主協會

CT405 我信上帝 基督教教育 司徒德（斯托得） 宗教教育中心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聖經中的著名夫婦--我們可從他們學到的功課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史提夫.萊特

標竿領導在小組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承諾一生(查經手冊)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承諾一生(錄影課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塵俗靈程-在平凡生活中與神相遇

帶著靈魂上班-克服職場九宗罪 史蒂文斯, 洪賜明

史蒂文斯(R.PaulStevens)

史蒂文斯(R.PaulStevens)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316 為甚麼不能 基督徒生活 司徒永富 文明魚

CB464 縱橫職場秘笈 基督徒生活 司徒永富 道聲

KA094 紅與黑 文藝 司湯達 學林書店

CC074 司韞道 基道

CF042 睿智家庭 家庭生活 司韞道 天道書樓

CC061 男性中年危機 吉姆‧康威 旅途出版社

ITT012 聖經裏的女人 專題式查經 吉恩‧卡爾生 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03 讓我們的孩子脫離惡者 家庭生活 吉普森夫婦

DA089 靈修生活 靈修 吳主光 種籽

DB027 靈修生活 屬靈操練 吳主光 種籽

TA427 二陂坊劇場 見證傳記 基道

BC413
溯源追本－基道教會古今巡禮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吳國傑
基道

INT402 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新約查經 吳天賜 人光出版社

GA049 傳統與信仰 護教 吳宗文 中信出版社

AT166 影音設施 吳宣倫 影音使團

AT203 世界第一口氣﹕昏迷與清醒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31 人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204 人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73 從科學及聖經看長生不老之道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68 恐龍、進化與遺傳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34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202 未世的經濟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069 末世的七個記號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17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30 為何人類失去免疫功能？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74 為何人類失去免疫功能？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065 神在那裡？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066 神在那裡？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067 神存在嗎？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AT170 神存在嗎？ 影音設施 吳宣倫 福音傳播中心

CM001 教會事工 吳庭樑 福音證主協會

CB137 基督徒生活 吳思源 亞洲歸主協會

CF102 爸爸，你可以走進孩子的成長路 家庭生活 吳思源 亮光文化 

CB065 只是凡人 基督徒生活 吳思源 突破

愛能長久-重建婚姻關係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吳嘉榆, 何嘉萍

21世紀危機剖視-高科技.啟示錄

愛在兒童EQ腦

毀世記--從科學看世界末日

小組DNA-小組組長裝備手冊

問道-信仰的再發現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M052 教會事工 吳恩溥 人光出版社

GA043 世界五大宗教 護教 吳恩溥 呼喊雜誌社

GP011 得救與永遠得救 傳福音 吳恩溥 宣道

CM031 聘牧記 教會事工 吳恩溥 校園

CB151 全面認識聖靈 基督徒生活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KA096 吳恩溥評論集 文藝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33 基督徒應當守安息日嗎？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CB152 天國大英雄 基督徒生活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IOT004 天國大英雄 舊約查經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KA080 恩聲集 文藝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P009 成功的釣人漁夫 傳福音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64 我為什麽信上帝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P006 我知我信 傳福音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34 摩門教的異端邪說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12 沒藥汁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KA095 確知得救 文藝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32 耶和華見證人信仰的錯謬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PR047 聖靈充滿真義 禱告及復興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CB085 行在神的旨意中 基督徒生活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30 論洋教與祭祖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31 論洋教與祭祖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DA085 靈泉 靈修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28 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GA029 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護教 吳恩溥 聖文社出版社

BD082 談情說理話新約 聖經概論 吳慧儀 明風出版社

BOT417 舊約註釋 吳慧芬 基道

AT051 踏上永生路 影音設施 吳振智 宣道

AT054 影音設施 吳振智 香港聯合佈道事工

CB080 紅白旗 基督徒生活 吳振智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CB081 紅白旗 基督徒生活 吳振智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AT155 影音設施 吳振智牧師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AT179 影音設施 吳振智牧師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KA006 四海為家 文藝 吳揚道 生命之道出版社

CF038 家庭生活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1997與香港基督徒

聖經通識叢書：以敬以虔活在當下——傳道書
析讀

掌握今天佈道系列1

屬靈人-建造屬靈人計畫異像分享會

屬靈操練講座(一)-成為主合用的百姓

家庭協奏曲--伉儷團契實用手?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EA016 公民與公民教育 倫理學 吳梓明 崇基學院神學姐

BD405 啟示錄導論 聖經概論 吳獻章 基道

IOT405 背約沉淪的循環軌跡──士師記析讀 舊約查經 吳獻章 基道

BOT058 擱淺的日子：約伯記註釋 舊約註釋 校園

IOT018 但以理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吳理恩 天道書樓

IOT018.1 但以理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吳理恩 天道書樓

IOT018.2 但以理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吳理恩 天道書樓

IOT018.3 但以理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吳理恩 天道書樓

IOT018.4 但以理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吳理恩 天道書樓

CT019 基督教教育 吳蘭玉 福音證主協會

CT009 教學錦囊 基督教教育 吳蘭玉 福音證主協會

INT418 道成為人的耶穌──約翰福音析讀 新約查經 吳道宗 基道

TA050 見證傳記 呂代豪 人光出版社

KA012 語文常談 文藝 呂叔湘

CB139 十個關乎神的謊言 基督徒生活 呂德夏 基道

BD017 新約研究大綱 聖經概論 呂衛斯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M002 好主意 教會事工 周于倩兒 香港讀經會

BD031 新約研究指南 聖經概論 周天和

TA041 盲女恩怨記 見證傳記 周娣‧漢普登 中國主日學協會

KA139 拉比傳奇 文藝 周學信 校園

BNT011.2 腓立比書講義 新約註釋 周志禹 晨光報社

CT028 承擔弘道有情 基督教教育 周永健 中國神學研究院

ITT013 時代信代考查研經十五課 專題式查經 周永健 學生福音團契

TA415 見證傳記 突破

CC025 周淑屏 突破

KA404 甜飴物語 文藝 周淑屏 突破

DA054 靈修 周神助 台北靈糧堂

BD018 聖經概論 周聯華 基督教文藝

BNT009.2 中文聖經註釋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新約註釋 周聯華 基督教文藝

CB150 如此我信 基督徒生活 周聯華 基督教文藝

CT013 基督教教育 周芳蘭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GP404 科學家相信耶穌基督 傳福音 周鐵樓 美國中信出版社

TA051 耶德遜夫人傳 見證傳記 哈培德 浸信會出版社

CT406 基督教教育 哈特 基道

吳獻章

教學更新--主日學教師訓練手?

審判台前(呂代豪浪子回頭的感人故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

祟基學院神學組教牧事工
部

又賺了五千–22個轉換人生賽道再跑的人物故事 周淑屏

左女右男--反轉兩性觀點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靈糧日課(羅馬書)

中文聖經註釋(新約慨論)

幼兒教室--早期兒童宗教教育教材

信-故我思(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7d%C4m%B3%B9&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9P%B2Q%AB%CC&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BC411
信仰的未來－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興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哈維・考克斯
啟示出版社

CM413
透過信心的眼睛看音樂

教會事工 哈羅德・白斯特
基督教文藝

MC014 宣教事業的危機 宣教 哥多爾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MT016 和平之子 宣教見證 唐‧李察生 中國主日學協會

BOT028.2 舊約註釋 唐佑之 天道書樓

BC016 舊約神學談叢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校園

ITT045 解經談叢 專題式查經 唐佑之 校園

BC040 凡人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BOT037 勵志文萃箴言精讀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真理

BC037 基督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BC035 啟示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BC041 救恩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BC034 神學總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BC036 神性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DB079 聖潔完美 屬靈操練 唐佑之 真理

BC038 聖靈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BC042 論時間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唐佑之 真理

EA003 叮嚀 倫理學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BOT017.1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BOT018.3 深夜的心聲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BOT002.2 牧野的蘆笛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BOT021.1.1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BOT021.1.2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BOT021.1.3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BOT008.1 舊約註釋 唐佑之 福音證主協會

CC019 陽春的微笑 唐佑之 種籽

CM034 浸會信仰的傳統與動力 教會事工 唐佑之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BOT407 約伯記（卷上）（平裝） 舊約註釋 天道書樓

BOT408 約伯記（卷下）（平裝） 舊約註釋 天道書樓

TA025 見證傳記 唐彩塋 明窗出版有限公司

DB058 俗世中的安息日操練 屬靈操練 唐慕華 學生福音團契

DA096 展翅困乏中 靈修 唐慕華 學生福音團契

CM102 讓孩子到我這裡來 教會事工 唐慕華 學生福音團契

CM408 非凡的敬拜 教會事工 唐慕華 學生福音團契

何西阿書註釋*

民族史詩(以斯帖記)

生之探索(傳道書)

生之探索(傳道書)

生之探索(傳道書)

田園之戀(路得記)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唐佑之
(SAMUELY.C.TANG)

唐佑之
(SAMUELY.C.TANG)

入境故事(新來港家庭的真實個案)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205 創世記點燃敬拜之火 基督徒生活 唐慕華 校園

DB057 擁抱每一天 屬靈操練 唐慕華 校園

ITT404 軟弱中的力量：來自啟示錄的喜樂與盼望 專題式查經 唐慕華 校園

INT063 群體真章——從羅馬書十二章看教會的喜樂本質 新約查經 唐慕華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B401 樂在敬拜的生活 基督徒生活 校園

AT183 影音設施 唐祟榮 天道書樓

AT185 影音設施 唐祟榮 天道書樓

AT184 影音設施 唐祟榮 天道書樓

AT187 影音設施 唐祟榮 天道書樓

AT186 影音設施 唐祟榮 天道書樓

CM039 細胞小組的爆炸力 教會事工 唐約珥 高接觸有限公司

GP027 信仰真偽辨 傳福音 唐諾畢樓奇 校園

KA106 靈程嗎哪 文藝 唐醒 中國基督教協會

GA039 我生長於耶和華見證人之家 護教 喬‧赫維特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BC010 聖經系統神學研究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橄欖

PR031 代禱改變你的城市 禱告及復興 以琳書房

DB041 相遇一刻 屬靈操練 喬立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CB015 完美是可能的 基督徒生活 喬絲瑪莉

BOT020.1 舊約註釋 喬絲瑪莉 橄欖

IOT017 以賽亞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嘉大衛 天道書樓

IOT021 何西阿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嘉大衛 天道書樓

IOT021.1 何西阿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嘉大衛 天道書樓

IOT015 約伯記記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嘉大衛 天道書樓

IOT022 阿摩司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嘉大衛 天道書樓

PR041 青少年的禱文 禱告及復興 嘉惠林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MT020 宣教見證 嚴鳳山 宣道

PR042 禱告曆 禱告及復興 國際學園傳道會 香港學園傳道會

BOT024.2 耶利米書 舊約註釋 坎伯‧摩根 美國活泉出版社

BNT003.1 路加福音 新約註釋 坎伯‧摩根 美國活泉出版社

BNT002.2 馬可福音 新約註釋 坎伯‧摩根 美國活泉出版社

INT042 約翰福音 新約查經 坎伯摩根 美國活泉出版社

CF070 塑造未來好女人──與你的女兒坦率談性 家庭生活 天道書樓

CB176 好女人靈慾戀曲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BC004 基督教史略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培克爾 浸信會出版社

唐慕華(MarvaJ.Dawn)

三一神學(一)

三一神學(三)

三一神學(二)

三一神學(五)

三一神學(四)

喬治.W.傅瑞勒

喬治.歐提思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傾聽的心--箴言書智慧透視

我愛咖喱鄉-在印度宣教的日子

埃思里奇(ShannonEthridge)

埃思里奇(ShannonEthridge)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BOT009.1 撒母耳記注釋 舊約註釋 培恩 基督教文藝

ITT016 與上帝同行 專題式查經 基督教導航會 中國主日學協會

CB423 基督教導航會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B462 我們沒有敵人──暴力世界中的復和使者 基督徒生活 基道

DA411 我們沒有敵人──暴力世界中的復和使者 靈修 基道

CB415 權力與激情──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 基督徒生活 塞繆爾．威爾斯 基道

EA402 上帝的同伴──基督教倫理再想像 倫理學 塞繆爾．韋爾斯 基道

CF062 家庭生活 夏忠堅 天恩出版社

CB180 敬拜人生 基督徒生活 夏忠堅 道聲

IOT401 驚心動魄 舊約查經 突破

CB048 沉思 基督徒生活 多瑪斯‧麥純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CM112 小組全攻略 教會事工 多納休 天道書樓

PR070 大使命禱告手冊 禱告及復興 大使命事工委員會 聖徒裝備事工中心

DA419 靈修 大衛・邁思勤
基道

BC001 聖經釋義的問題與方法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大衛．史塔西 人光出版社

PR006 禱告及復興 大衛．布萊茵 橄欖

CB125 屬靈誤用 基督徒生活 大衛．強森 中國主日學協會

MC402 宣教 大衛．葛瑞森 前線差會

KA103 窮途末路 文藝 大衛．韋克森 種籽

CB449 舒緩壓頂泰山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CC068 傷癒 大衛席蒙得 學園

CB422 大衛梅斯 天恩出版社

BD033 舊約歷史書導論 聖經概論 大衛郝渥德 華神出版社

CB308 一場一遊戲一場空 基督徒生活 奧伯格 天道書樓

DB080 信心，不怕懷疑 屬靈操練 奧伯格 天道書樓

CB192 裖子團契 基督徒生活 奧伯格 校園

CB193 裖子團契 基督徒生活 奧伯格 校園

CB190 這裡發現神的愛 基督徒生活 奧伯格 校園

GP020 基本佈道法 傳福音 奧德理 浸信會出版社

BNT015.1 提摩太前後提多帖羅尼迦後書 新約註釋 奧斯 道聲

TA021 輪椅上的小鳥 見證傳記 姚佩玲 宣道

CM049 教會領袖 教會事工 姜寶陞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KA405 十字路口 文藝 寂寞出版

PR056 野火燎原 禱告及復興 橄欖

家庭生活查經1丈夫與妻子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塞繆斯．韋爾斯, 瑪西
婭．歐文

塞繆斯．韋爾斯, 瑪西婭．
歐文

家庭禮拜EasyGo!

夏文博，郭兆明(圖)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40天

同心求(復興禱告小組手冊)

靈風飊起：近年在伊斯蘭世界中的穆民歸主運
動

大衛‧普里森&愛德華‧
Ｔ‧韋爾契&邁克爾‧Ｒ
‧埃姆萊特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比翼雙飛--夫妻溝通的操練指南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威廉．保羅．楊

威廉.布雷爾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EL%A4%E5%B3%D5%28%29%A1A%B3%A2%B4%BC%B9%C5%28%C4%B6%29%A1A%B3%A2%A5%FC%A9%FA%28%B9%CF%29&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B%C2%B7G%A1D%ABO%C3%B9%A1D%B7%A8&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KA138 十字路口 文藝 威廉保羅楊 寂寞出版

CD042 門徒栽培 威廉麥格 道聲

TA047 輪椅上的醫生 見證傳記 威爾遜夫人 福音證主協會

BNT410 還看啟示錄 新約註釋 威瑟林頓 明道社

DB073 屬靈操練 姬蒂白蘭素登、雪萊利芺 福音證主協會

KA070 海闊天空 文藝 子鶩 突破

PR062 追根溯源 禱告及復興 孟克廉

CM073 敬拜的藝術 教會事工 孫大索 愛修祈禱園

INT412 逆轉人生的上帝之子──路加福音析讀 新約查經 孫寶玲 基道

BNT031 道可道約翰福音中的宣講與神學 新約註釋 孫寶玲 天道書樓

BNT402 新約註釋 孫寶玲 德慧文化

BNT403 棧道－馬可福音品讀 新約註釋 孫寶玲 德慧文化

BNT401 新約註釋 孫寶玲 德慧文化

BNT411 新約註釋 孫寶玲 明道社

INT413 馬可福音──福音之始（附研習本） 新約查經 孫寶玲 明道社

INT414 馬可福音──福音之始（附研習本） 新約查經 孫寶玲 明道社

ITT403 耶穌生平與福音書要領 專題式查經 基道

CB061 神的門生 基督徒生活 孫德生 福音證主協會

DB026 靈命的成長 屬靈操練 孫德生 美國活泉出版社

KA084 多人的父母 文藝 孫維德 中國主日學協會

GA006 護教 安克伯 天道書樓

GA005 占星術的真相 護教 安克伯 天道書樓

GA003 天使的真相 護教 安克伯 天道書樓

GA002 耶穌研討會的真相 護教 安克伯 天道書樓

GA004 通靈的真相 護教 安克伯 天道書樓

PR081 禱告及復興 安卡羅 復興團契

KA078 福音特工 文藝 安德烈 中國信徒佈道會

DA106 我掙扎、我成長 靈修 安德魯梅斯 基道

CC023 獨樂樂 安琪妮 校園

GP042 艾得理傳 傳福音 安達姬 校園

DB047 心靈更新三部曲 屬靈操練 安麥爾 橄欖

TA005 靈歷集光 見證傳記 宋尚節博士 恩雨之聲

GP016 先賢之信 傳福音 宣信 宣道

CB201A 基督徒生活 寇紹恩 福音證主協會

我是佈道者-實踐關懷佈道的指引

品格重塑-40天品格自修課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寓道-約翰福音品讀

逆道--路加福音品讀

啟示錄──萬主之主(附研習本)(明道研經叢書66)

孫寶玲, 黃錫木

UFO的真相

聽著，撒但!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找到職場新動力(7週)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201B 基督徒生活 寇紹恩 福音證主協會

CB201C 基督徒生活 寇紹恩 福音證主協會

CF027 家庭生活 富爾特‧比克爾 學生福音團契

KA017 溫故知新 文藝 封尚禮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C018 談不完的愛 小沿等 突破

KA403 日出之所到日落之處 文藝 小麥子 小麥子之家

CC039 罪疚全消 尼布斯 種籽

PR048 逃避試探 禱告及復興 尼爾．安德生 中國學園傳道會

CB050 在操練中成長作成熟信徒的三十步 基督徒生活 屈察理 葛培理佈道會

KA062 生命之光 文藝 屈武圻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BNT005.1 使徒行傳的導論與註釋 新約註釋 巫爾登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BD030 耶穌的比喻 聖經概論 巴克萊 人光出版社

BNT019.1 希伯來書注釋 新約註釋 巴克萊 基督教文藝

BNT007.3 歌林多前後書注釋 新約註釋 巴克萊 基督教文藝

BNT004.2 約翰福音注釋上冊 新約註釋 巴克萊 基督教文藝

BNT002.1 馬可福音註釋 新約註釋 巴克萊 基督教文藝

BNT001.2 馬太福音注釋上冊 新約註釋 巴克萊 基督教文藝

GP043 傳福音與神的主權 傳福音 巴刻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ITT057 迎見神 專題式查經 巴刻 校園

BC032 認識神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巴刻 證道

CB252 保守我引導我 基督徒生活 巴刻凱奈絲 天道書樓

CF404 親職也革命 家庭生活 天道書樓

CF066 親密時光 家庭生活 巴巴拉．雷尼 天道書樓

TA061 亨利馬廷傳 見證傳記 巴得威克 福音證主協會

BD001 聖經概論 巴斯德 種籽

BD003.2 聖經概論 巴斯德 種籽

BD002 聖經概論 巴斯德 種籽

BD003 聖經概論 巴斯德 種籽

MC027 宣教 巴柝聲 浸信會出版社

PR035 祈禱與宣道 禱告及復興 巴爾特 基督教文藝

GP007 真理的探索 傳福音 巴約翰 天道書樓

TA064 庫爾曼傳 見證傳記 巴金罕 以琳書房

CB320 行動靈修學 基督徒生活 巴默爾 校園

CB320.1 行動靈修學 基督徒生活 校園

找到職場新動力(7週)CD上

找到職場新動力(7週)CD下

與爸媽共舞──讓中學生與父母建立互信互敬的關
係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巴喬治(GeorgeBarna)

聖經研究(1)

聖經研究(5)

聖經研究(士師記至以斯帖記)

聖經研究(詩歌書總論至耶利米哀歌)

安提阿元素-使徒行傳隱密信息

巴默爾(ParkerJ.Palmer)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4%DA%B3%EC%AAv+%28George+Barna%29&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PR054 不再一樣的奮興 禱告及復興 布克比 浸信會出版社

IOT010 舊約查經 布姬兒 福音證主協會

IOT013 舊約查經 布姬兒 福音證主協會

INT062 新約查經 布羅森特 明道社

ITT015 與主同建家園婚姻與父母之道 專題式查經 布雷斯汀 更新傳道會

PR082 得勝的禱告 禱告及復興 布馬可 中國主日學協會

CM098 改變生命的學習 教會事工 布魯斯 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02 家庭生活 布魯斯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BNT006.1 新約註釋 布魯斯 校園

BNT006.2 新約註釋 布魯斯 校園

CF031 做個稱職的父母 家庭生活 布魯斯‧納蘭摩爾 人光出版社

MT021 宣教見證 布麥克 新生

CB110 基督徒生活 希爾 宣道

DA409 弔詭的應許──在矛盾中擁抱生命 靈修 帕克‧帕爾默 基道

DA147 靈修 帕克帕爾默 基道

DA148 靈修 帕克帕爾默 基道

CB049 今日教會七大悲哀 基督徒生活 席思克博士 華人之友協會

KA027 那一條路上 文藝 席裕珍 基督教文藝

CC041 最後一程 庫柏爾羅斯 基督教文藝

PR079 禱告及復興 康約珥 道聲

BNT010.1.1 新約註釋 廖志勤 浸信會出版社

BNT010.1.2 新約註釋 廖志勤 浸信會出版社

DA045.1 靈修 香港讀經會

KA058 一主一教會 文藝 廖爾遜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B420
好老闆不會是笨蛋

基督徒生活 廖秋棋
公義樹有限公司

CB438 我在乎吃喝：餐桌上的信仰實踐 基督徒生活 突破

CB119 天上人間 基督徒生活 龐熙榮 香港基督徒學會

IOT050 舊約查經 弗斯 校園

DA405 默想受苦十架──追溯基督的加略山腳蹤 靈修 弗雷德里克．李海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AT055 影音設施 張佳音 宣道

AT056 影音設施 張佳音 宣道

AT172 另度空間的秘密 影音設施 張佳音 影音使團

AT013 天長地久 影音設施 張佳音 福音證主協會

AT143 超越神秘之嶺 影音設施 張佳音 福音證主協會

常青的生命-詩篇查經手冊

常青的生命-詩篇查經手冊

三重看-雅各書、猶大書

小樹則栽--作你孩子的心靈同伴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羅馬書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羅馬書

火炬傳千里-宣教士海春深書穆斯林中的生命見證

商界高手--基督徒商業倫理縱橫

弔詭的應許-在矛盾中擁抱生命

隱藏的整全-朝向不再分割的生命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引爆復興-十二門徒小組

以弗所書?談

以弗所書?談

<<氧Oxygen>>11 廖武洪．毛麥寶琳．馬德
榮

龐一鳴, 吳慧盈, 林蕙芝等

以斯記-亂世中的救贖

佈道訓練(七)各類福音難題解答

佈道訓練(八)各類福音難題解答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T171 超越神秘之嶺 影音設施 張佳音 福音證主協會

AT095 驗靈 影音設施 張佳音 福音證主協會

AT052 基督與我何干？！ 影音設施 張佳音

AT081 新歲新人 影音設施 張佳音

AT165 影音設施 張佳音

AT071 耶穌與菩薩傳統信仰人士于福音餐會 影音設施 張佳音

ITT063 趣味小組查經 專題式查經 張修齊 中國神學研究院

INT024 活用讀經法 新約查經 張修齊 福音證主協會

CM103 長執牧靈導引 教會事工 張傳華 種籽

BC030 靈魂不滅與來生居間之境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張傳華 種籽

PR093 禱告及復興 張子江 明道社

MC026 約拿也差傳 宣教 張子華 香港宣道差會

MC026.1 約拿也差傳 宣教 張子華 香港宣道差會

MC054 約拿也差傳 宣教 張子華 香港宣道差會

CB021 耶穌基督的真實與生命 基督徒生活 張家坤 活水出版社

TA410 殉道之子─潘霍華傳 見證傳記 張寶成 天道書樓

MC024 宣教 張志江 宣道

MC034 宣教 張志江 宣道

PR089 近代靈恩運動 禱告及復興 張慕皚 建道神學院

ITT076 專題式查經 張慕皚 明道社

CM037 小組長訓練手冊 教會事工 張拯民 人光出版社

CM075 小組長訓練手冊 教會事工 張拯民

ITT407 專題式查經 張振華 道聲

KA112 文藝 張文亮 校園

KA111 牽一隻蝸牛去散步 文藝 張文亮 校園

PR007 動物園中的祈禱室 禱告及復興 張曉風 基督教文藝

KA091 哭牆 文藝 張曉風 種籽

GA001 末世的教會 護教 張有光 浸信會出版社

CM008 經中尋寶 教會事工 張楊淑儀 香港讀經會

CM067 唇齒相似 教會事工 張永信 天道書樓

BC029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張永信 天道書樓

CM401 教會事工 張永信 天道書樓

BNT406 啟示錄注釋 新約註釋 張永信 宣道

INT043 哥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 新約查經 張永信 明道社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耶穌-唯一的救主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膝蓋的事奉-禱告之聖經基礎與生活實踐

我愛哈尼-一個鮮為人知的民族

新疆之光-背負使會移步西行

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豐盛生命之旅(一)

讀經日程雜誌社/大光書
房出版部

誰明上帝心--創世記1-11章

昨夜!我與一顆橘子摔角

崇拜-神學、實踐、更新

崇拜-神學、實踐、更新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T138 疑難解答佈道訓練材料 影音設施 張永信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AT139 疑難解答佈道訓練材料 影音設施 張永信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DA413 渴想再臨 靈修

CM100 教會活用軟件小幫手 教會事工 張漢強 基道

CM077 教會事工 張漢強 基道

DB048 靈性與低潮 屬靈操練 張漢強 基道

TA019 我是怎麼認識神 見證傳記 張熙和 基督門徒福音會

CB036 轉弱為能 基督徒生活 張熙和 基督門徒福音會

BNT407 雅各書註譯 新約註釋 張略

INT408 奔走風塵的僕人──馬可福音析讀 新約查經 基道

DB401 希伯來書、大公書信與啟示錄要領 屬靈操練 基道

DB402 希伯來書、大公書信與啟示錄要領 屬靈操練 基道

TA424 見證傳記 張連生 天道書樓

INT415 新約查經 基道

INT407 使徒行傳與保羅書信要領 新約查經 基道

INT411 風起雲湧的初代教會──使徒行傳析讀 新約查經 基道

MT028 宣教見證 張陳一萍、戴紹曾 海外基督使團

CM013 裝備團契領袖手冊 教會事工 彭培剛 宗教教育中心

CB040 如何建立良好的品格 基督徒生活 彭孝廉博士 中大出版社

CT016 基督教教育 彭孝廉博士 興學證基協會

CD016 短宣靈蜜 門徒栽培 彭啟康、熊黃惠玲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KA083 密室 文藝 彭柯麗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PR012 禱告的教會 禱告及復興 彼得．魏格納 以琳書房

PR020 禱告及復興 彼得．魏格納

PR021 禱告及復興 彼得．魏格納

CM064 教會事工 彼得韋拿 橄欖

CM060 你的屬靈恩賜 教會事工 彼得韋拿 迎欣出版社

CM061 你的屬靈恩賜測試表 教會事工 彼得韋拿 迎欣出版社

INT019 新約查經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INT023 保羅獄中書信鉤玄 新約查經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EA007 聖經與中國孝道的發揚 倫理學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BOT019.3 詩篇綆汲 舊約註釋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BOT019.4 詩篇綆汲 舊約註釋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BOT019.5 詩篇綆汲 舊約註釋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張永信, 邵樟平, 呂焯安等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有限公司 

神的心意是怎麽一回事?

張略, 黃錫木

張略, 黃錫木

張略, 黃錫木

中途站—遇上12人中年轉業個案研究

情理之間持信道──加拉太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析讀 張達民, 郭漢成, 黃錫木

張達民, 黃錫木

張達民, 黃錫木

雖至於死-台約爾傳

廿一世紀的教育--基督教優質教育

爭戰的禱告(一)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爭戰的禱告(二)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無非是新酒灌?了

主必快來?示錄靜修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BOT019.6 詩篇綆汲 舊約註釋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KA023 蒙恩福路 文藝 徐松石 香港教會書室

CB019 回應九七︰基督徒群體的見證 基督徒生活 徐珍妮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439 基督徒生活 突破

GA037 馬丁路德為何要作改教運動 護教 徐萬黎牧師 福華出版社

CD017 初中生差傳活動指引 門徒栽培 徐秀蘭 浸信會出版社

KA041 天涯路 文藝 徐薏藍 道聲

TA052 病中瑣憶滕近輝書 見證傳記 徐銘德著

BD107 聖經概論 德席爾瓦 校園

TA026 見證傳記 德蘭修女 學生福音團契

IOT027 舊約查經 愛倫沃爾德 基道

PR058 火從天降 禱告及復興 橄欖

PR055 火的延燒 禱告及復興 橄欖

CM407 教會事工 愛若‧霍維寧 道聲

GP038 關係佈道與跟進實用手冊 傳福音 愛麗絲傅萊琳 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16 為人父母如何教養孩子及為你的孩子禱告 家庭生活 慕安得烈 提比哩亞出版社

AT045 雲彩集慮志明先生見証 影音設施 慮志明 福音傳播中心

CB002 基督徒生活 懷特‧卡森醫生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BC027 讀經的藝術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華神出版社

CF409 家庭生活 戴夫・厄里
宇宙光

KA003 慷慨成仁 文藝 戴存義夫人 福音證主協會

MT009 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傳 宣教見證 戴存義夫婦 福音證主協會

MT010 戴德生傳 宣教見證 戴存義夫婦 福音證主協會

TA027 席勝魔傳 見證傳記 戴存義師母 福音證主協會

DB021 屬靈操練 戴德正 學生福音團契

DB022 屬靈操練 戴德正 學生福音團契

MT005 獻身中華 宣教見證 戴德生 宣道

MT005.1 獻身中華 宣教見證 戴德生 宣道

CF032 家庭生活 戴志揚‧戴若比娜 浸信會出版社

GP401 傳福音 選民事工差會

GP402 傳福音 選民事工差會

CB088 不枉此生 基督徒生活 戴頓 亞洲歸主協會

KA048 奇異恩典 文藝 戴馬雷 晨星出版社

CD023 門徒栽培 拉恩 校園

抑鬱症──你還未懂的10件事 徐理強醫生　

21世紀基督教新約導論

我在哈佛遇見神(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心靈自白)

不是一個人走的路-路得記研讀

愛德華.米勒

愛德華.米勒

牧師?

永不疲倦--基督徒生活的奧秘

戈登費依、道格樂思史督
華

人際關係的14個祝福

靈修新丁30日

靈修新丁31日

賢德的妻子--人生瑰寶

先是猶太人─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聖經及歷史論據（上冊
） 戴路‧博克, 米切‧基里沙

先是猶太人─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聖經及歷史論據（下冊
） 戴路‧博克, 米切‧基里沙

生命故事佈道法-組員手冊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E%7D%B2z%B1j%C2%E5%A5%CD&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T403 如果沒有神 基督教教育 拉維撒迦利亞 希望之聲

TA042 海外鱗爪 見證傳記 招展照 突破

MT017 神州拾穗我在中國經歷神的大能 宣教見證 招梁碧冕 浸信會出版社

CF058 如何教養青少年 家庭生活 拜倫．亞理傑 大光傳播

IOT051 舊約查經 提伯 校園

CD402 門徒栽培 提姆連恩、保羅區普 使者出版社

CD403 門徒栽培 提姆連恩、保羅區普 使者出版社

EA405 暴政 倫理學 聯經

CB127 基督徒生活 撒督．孫大索 天恩出版社

PR083 會幕裡禱告的祕訣 禱告及復興 撒督．孫大索 天恩出版社

CF410
守住這一代的思考－給公民社會的通識教育

家庭生活 教育工作關注組
印象文字

ITT028 門徒的品格 專題式查經 斯得克 校園

BD106 認識聖經的八堂課 聖經概論 斯托得 校園

CT402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基督教教育 校園

BC414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漢語聖經協會 

GP403 堵塞福音的缺口 傳福音 斯特恩斯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ITT032 新生命神與你有親密的關係 專題式查經 新生教會 角聲出版社

CB067 小曲八五 基督徒生活 方華 突破

CB070 清歌十八拍 基督徒生活 方華 突破

KA047 清歌十八拍 文藝 方華 突破

CB419
因為單純，所以傑出

基督徒生活 施以諾 橄欖

CB421
氣質是最好的名牌

基督徒生活 施以諾 橄欖

RT012 聖經考譯大全 工具書籍 施壯樂 基督教文藝

GP047 聖經中的友誼佈道 傳福音 施多馬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協會

CB045 不再幼稚 基督徒生活 施大衛 天道書樓

CB045.1 不再幼稚 基督徒生活 施大衛 天道書樓

DB409 屬靈生命的素質──聖靈果子研讀本（組員本） 屬靈操練 基道

GA013 護教 施寧 創始靈職團

GA056 從聖經觀點看新時代運動 護教 施寧

CM415
領導的三重色彩

教會事工 施瓦茨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CM417 領導的三重色彩 教會事工 施瓦茨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CB001 超越平庸 基督徒生活 施蘊道 福音證主協會

CD026 門徒栽培 易布雷夫婦 聖經資源中心

CD029 門徒栽培 易布雷夫婦 聖經資源中心

利未記-得自由成為聖潔

人如何改變-教師本

人如何改變-組員本

提摩希.史奈德

完全成聖(第二版)

斯托得(JohnStott)

國際聖經百科全書．聖經研究篇—聖經譯本（
初期譯本）．平裝 斯文.瑟德倫等

施家倫等

天示--摩拔島異象的剖視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共創生命藍圖-神賜標竿

發展特色服事-恩賜事工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CI%AEa%AD%DB%B5%A5&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D028 門徒栽培 易布雷夫婦 聖經資源中心

CD030 門徒栽培 易布雷夫婦 聖經資源中心

CD030.1 門徒栽培 易布雷夫婦 聖經資源中心

CD030.3 門徒栽培 易布雷夫婦 聖經資源中心

TA054 女偉人故事 見證傳記 易格美 道聲

DB413 心友靈情──心靈神學的幽徑 屬靈操練 曹偉彤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CB106 基督徒怎樣建立你的事業 基督徒生活 曹新路 提比哩亞出版社

CB229 毫不留情的信任 基督徒生活 曼寧 校園

CB225 耶穌的簽名 基督徒生活 曼寧 校園

CB197 衣衫襤褸的福音 基督徒生活 曼寧 校園

RT018 高示聖經地圖手冊 工具書籍 曾健士 高示有限公司

MT003 明燈發亮宣道學淺談 宣教見證 曾大衛 天道書樓

TA057 曾寶蓀回憶錄 見證傳記 曾寶蓀 基督教文藝

ITT082 使命傳承的故事──路加─使徒行傳人物研究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基道

ITT082.1 使命傳承的故事──路加─使徒行傳人物研究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基道

BNT408 傳到地極──羅馬書初探 新約註釋 曾思瀚 基道

INT084 新約查經 曾思瀚 基道

INT419 新約查經 曾思瀚 基道

ITT409
壞鬼比喻－糾正新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基道

BOT413 壞鬼比喻－舊約詩歌篇
舊約註釋 曾思瀚

基道

INT421
壞鬼比喻－馬太福音篇

新約查經 曾思瀚
基道

ITT421 專題式查經 基道

ITT420 專題式查經
基道

BOT412 壞鬼釋經－舊約敍事篇
舊約註釋 曾思瀚

基道

ITT078 壞鬼釋經──糾正新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基道

BOT415 舊約註釋 基道

ITT401 天國就在我們中間──馬太福音登山寶訓解經研究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基道

INT420 擁抱危機的事奉傳承──提摩太後書析讀 新約查經 曾思瀚 基道

ITT408 誰的保羅、哪個福音？——保羅詮釋現象的反思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基道

CT407 香港．教會．啟示錄 基督教教育 曾思瀚 基道

ITT095 以西結的領導學──領袖、異象、新時代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校園

ITT096 耶穌的群體──使徒行傳新視野 專題式查經 曾思瀚 校園

INT422 新約查經 曾思瀚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ITT080 士師記的刻劃研究——領袖、女性與家庭的故事 專題式查經 基道

連結於神的家-團契生活

降服討神喜悅-敬拜人生

降服討神喜悅-敬拜人生

降服討神喜悅-敬拜人生

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提多書、提摩太前書析
讀

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提多書、提摩太前書析
讀

壞鬼比喻：路加福音篇--糾正新約比喻的常見
詮釋 曾思瀚

壞鬼比喻：馬可福音篇——糾正新約比喻的常
見詮釋

曾思瀚

壞鬼預言：舊約先知書篇——糾正舊約預言的
常見詮譯 曾思瀚

教牧書信神學--牧養職志傳承

曾思瀚,吳瑩宜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4%BF%AB%E4%C3v&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4%BF%AB%E4%C3v&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4%BF%AB%E4%C3v&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ITT081 歷久常新的生命故事──約翰福音人物研究 專題式查經 基道

CM093 問問你 教會事工 曾思為 添信

CB315 癲狂樓市沒告訴你的事 基督徒生活 曾淵滄 亮光文化

BOT018.1 約伯記自學指引 舊約註釋 曾燊 天道書樓

CC062 終極英雄男性的更新 曾立煌 基道

CT027 給你後現代的提摩太 基督教教育 曾立華 天道書樓

KA042 遠離的腳步聲 文藝 曾野綾子 道聲

BD108 聖經概論 朗文、狄拉德 校園

CC032 望華 角聲出版社

TA028 天路歷程 見證傳記 本仁約翰 基督教文藝

CM420 教會事工 朱世平 基稻田

CT026 被揀選的族類 基督教教育 朱世平 基稻田

INT048 新約查經 基稻田

INT049 新約查經 基稻田

TA046 朱友漁自傳 見證傳記 朱友漁 基督教文藝

CB154 從聖經看甲骨文 基督徒生活 朱天民 道聲

CF008 家庭生活 朱施美妃

CF009 營造兒童復興事工 家庭生活 朱施美妃

CD019 門徒栽培 朱昌錂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KA081 繁星是夜的眼睛 文藝 朱炎 九歌出版社

KA113 繁星是夜的眼睛 文藝 朱炎 九歌出版社

AT046 迎向生命朱耀明牧師見証 影音設施 朱耀明 城市旋律協會

DB036 恩賜事奉 屬靈操練 李保羅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INT060 新約查經 李保羅 漢語聖經協會

INT059 結構式註釋系列．以弗所書．平裝 新約查經 李保羅博士 漢語聖經協會

BC410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李保羅博士 漢語聖經協會

IOT028 舊約－聖經神學及結構分析讀本 舊約查經 李保羅博士 漢語聖經協會 

CM411 教會事工

CC009 從戀愛到婚姻 李兆康 突破

CB062 基督徒生活 李兆康 突破

CC404 李力奇 AAP Publishing Limited

CB051 活出彩虹 基督徒生活 李巧玲 宣道

TA419 活出彩虹 見證傳記 李巧玲 宣道

TA066 見證傳記 李巧玲．廖玉珍 宣道

曾思瀚,吳瑩宜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21世紀基督教舊約導論

克勤的秘密--性的困擾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組長求生手冊—專科診治小組奇難雜症  

耶穌40腳蹤（上冊）—小組查經材料 朱世平,李秉源,梁廷益

耶穌40腳蹤（下冊）—小組查經材料 朱世平,李秉源,梁廷益

孩子，21世紀看你的
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

會

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
會

公說公有理-宣教工場個案研討

聖經結構式註釋-雅各書

舊約聖經－聖經神學註解本（電子版）及舊約－聖
經神學及結構分析讀本

還我教會--重尋信徒建立教會的基石 李偉良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紅燈綠燈--照顧你的心理健康

美滿婚姻課程:來賓手冊,如何建立恒久美滿的
婚姻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活出彩虹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KA108 你為何要信 文藝 李德爾 福音證主協會

GP013 你信什麼 傳福音 李德爾 種籽

AT001 影音設施 李思敬 卓越書樓

AT216 影音設施 李思敬 卓越書樓

AT217 影音設施 李思敬 卓越書樓

CB434 基督徒生活 宣道

BD083 恩怨情仇論舊約 聖經概論 李思敬 明風出版社

AT100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尼希米‧回歸本土的事奉 影音設施 李思敬 福音傳播中心

ITT410 基本要道系列（一）──聖經 專題式查經 李悌華　 中信出版社

ITT413 基本要道系列（三）──人 專題式查經 李悌華　 中信出版社

ITT414 基本要道系列（二）──神 專題式查經 李悌華　 中信出版社

ITT411 基本要道系列（五）──作主門徒 專題式查經 李悌華　 中信出版社

ITT416 基本要道系列（六）──基督徒生活 專題式查經 李悌華　 中信出版社

ITT412 基本要道系列（四）──罪 專題式查經 李悌華　 中信出版社

DB064 保羅挑旺心志十一式 屬靈操練 李惠儀 種籽

BOT402 舊約註釋 基督教文藝

CB043 人生看得幾清明 基督徒生活 李景雄

PR003 從幔內到營外上 禱告及復興 李曾秀芬 天恩出版社

PR004 從幔內到營外下 禱告及復興 李曾秀芬 天恩出版社

TA411
廚房佬的不敗哲學

見證傳記 李棠
公義樹有限公司

CD010 門徒栽培 李樂夫 浸信會出版社

CD011 門徒栽培 李樂夫 浸信會出版社

GP022 叩門開門 傳福音 李樂夫 高接觸有限公司

CD008 門徒栽培 浸信會出版社

DA006 同奔天路 靈修 李永成 道聲

DA086 靈修 李浩平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KA087 聽風聽雨 文藝 李涵瑛 基督教文藝

DB059 屬靈操練 李淑文 中國宣道神學院

DB061 屬靈操練 李淑文 中國宣道神學院

DB060 屬靈操練 李淑文 中國宣道神學院

DB062 屬靈操練 李淑文 中國宣道神學院

KA013 冰牆 文藝 李淑潔 突破

CB086 五個祭物裡的基督 基督徒生活 李繼聖 新舊書房

CC402 李耀全 匯美書社

認識至聖者舊約神學中的神學4耶和華作王︰
上主與邪惡爭戰(下)

認識至聖者舊約神學中的神學7旋風中的上帝:
成熟開放的信仰(上)

認識至聖者舊約神學中的神學7旋風中的上帝:
成熟開放的信仰(下)

16條在教會不敢問的問題 李思敬

約伯記(上冊) 李春榮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
字事工委員會

存活寶鑑II-成年級

存活寶鑑II-青少年級

存活寶鑑I-成年級輔導員指南 李樂夫．詹娒斯．卡特萊
特

心靈24味

父親心-中國文化篇

父親心-神學、歷史篇

父親心-聖經篇

父親心-靈修、牧養篇

婚前婚後(修訂版)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7%F5%AB%E4%B7q&startnum=1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7%F5%ACK%BAa&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DB063 靈程歷奇主響導 屬靈操練 李耀全 天道書樓

DB084 屬靈操練與生命關懷 屬靈操練 李耀全 明風出版社

AT132 影音設施 李耀全博士 基督教卓越使團

AT133 影音設施 李耀全博士 基督教卓越使團

CC403 愛情保健

CC070 九鬱一燥 李誠 博益

CF065 一生愛主的第二代 家庭生活 李道宏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PR090 禱告及復興 李道宏、徐少琼 華人福音普傳會

CF072 家庭生活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INT044 哥林多前書：研習本 新約查經 李錦棠 明道社

AT210 影音設施 李陳永鈿 福音證主協會

AT222 影音設施 李陳永鈿 福音證主協會

AT218 影音設施 李陳永鈿 福音證主協會

AT211 影音設施 李陳永鈿 福音證主協會

AT220 影音設施 李陳永鈿 福音證主協會

AT221 影音設施 李陳永鈿 福音證主協會

AT219 影音設施 李陳永鈿 福音證主協會

ITT034 強化你的信心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基督使者協會

ITT037 活化你的生機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基督使者協會

ITT035 淨化你的視力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基督使者協會

ITT036 美化你的形像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基督使者協會

ITT065 同化你的全人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校園

CB108 天國無縫 基督徒生活 李順長 校園

ITT034.2 強化你的信心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校園

ITT037.2 活化你的生機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校園

ITT036.2 美化你的形像 專題式查經 李順長 校園

CD020 整全佈道手冊 門徒栽培 李鴻標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KA105 生之歌 文藝 杏林子 天道書樓

AT110 生命的光輝杏林子的見證 影音設施 杏林子 宣道

CB117 不可理喻的上帝？ 基督徒生活 杜博生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AT121 管與教 影音設施 杜博生 福音證主協會

TA049 見證傳記 杜哲斯 基督教文藝

CT025 如何教導兒童聖經教義 基督教教育 杜孝慈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CT025.1 如何教導兒童聖經教義 基督教教育 杜孝慈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全心為您釋疑難(上)

全心為您釋疑難(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李耀全等 匯美書社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為宣教士禱告40天

天下爸爸心（附小組討論指引DVD） 李道宏JeffLee

子女培育法規第一講(上)

子女培育法規第七講(下)

子女培育法規第三講(上)

子女培育法規第二講(下)

子女培育法規第五講(上)

子女培育法規第六講(中)

子女培育法規第四講(下)

日本先知(賀川豐彥)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7%F5%C4%A3%A5%FE%28Si&startnum=1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startnum=1&key=publisher_id&keyword=1605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T025.2 如何教導兒童聖經教義 基督教教育 杜孝慈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PR005 奇妙新聲 禱告及復興 杜安．米勒 中國主日學協會

MT026 僕人塑造之旅 宣教見證 杜安埃爾穆 福音證主協會

MT026.1 僕人塑造之旅 宣教見證 杜安埃爾穆 福音證主協會

CD013 門徒栽培 杜永嘉 晨星出版社

CD014 門徒栽培 杜永嘉 晨星出版社

AT025 影音設施 林以諾牧師 影音使團

AT137 影音設施 林以諾牧師 真証傳播

KA064 陽光下的影子 文藝 林倩 道聲

CC008 從友誼到戀愛 林孟平 突破

INT050 直到地極：從使徒行傳看差傳 新約查經 林守光牧師 基稻田

MC008 戰士心語 宣教 林安國 中信出版社

MC004 攀上高 差傳十二課 宣教 林安國 中國信徒佈道會

KDO053.1 猶太智慧漫畫 林德崇 更新資源

PR036 靈裡的禱告 禱告及復興 林愛道 基督徒祈禱會

BOT003.1 馨香的祭物 舊約註釋 林愛道 基督徒祈禱會

AT142 雲彩集林旭輝先生 影音設施 林旭輝 福音傳播中心

CB103 更豐盛的生命 基督徒生活 林曾秀芬 天恩出版社

CM079 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 教會事工 林榮洪 天道書樓

CC029 解放男女 林欣欣 突破

CB178 別留上帝在 基督徒生活 林永強 商區福音使團

CB178.1 別留上帝在 基督徒生活 林永強 商區福音使團

CB178.2 別留上帝在 基督徒生活 林永強 商區福音使團

CB178.3 別留上帝在 基督徒生活 林永強 商區福音使團

CF419 當男孩長成少男 家庭生活 林沙 突破

KA026 現代人的痛苦 文藝 林治平 基督教文藝

TA024 見證傳記 林治平
宇宙光

CM011 團契三部曲 教會事工 林漢星 基道

CM012 建立團契的祕訣 教會事工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CM074 建立小組的秘訣 教會事工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CB121 新生命舞曲 基督徒生活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CB143 新生命舞曲 基督徒生活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CM005 教會事工 林漢星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AT169 未世危機的日子 影音設施 林獻羔牧師 福音傳播中心

聖經真理百課-上

聖經真理百課-下

UFO人類以外的文明

第廿二屆浸信會培靈佈道大會愛家新人類(1)主
能滿足我們人生意義的需求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新造的人(宇宙光真實故事集之六)

團契2重奏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M006 作個成功的導師 教會事工 林肯 亞洲歸主協會

GA042 信仰之旅 護教 林語堂 道聲

CB243 國度的真理 基督徒生活 林道亮 宣道

DA002 靈修 林重生 香港讀經會

MT023 宣教見證 林鏡初 宣道

MT022 宣教見證 林鏡初 宣道

CB241 基督徒生活 林鴻信 校園

KA093 獨行人 文藝 柏哲斯 基督教文藝

GA010 當代哲學 護教 柏雷 金楓出版有限公司

GP026 真實門徒 傳福音 查伯斯 福音證主協會

DB007 屬靈操練 天道書樓

CC059 柯奈爾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KA073 文藝 柯彼得 校園

KA101 雨後斜陽 文藝 柯德 基督教文藝

BOT019.2 舊約註釋 柯德納 校園

CB199 饒恕原理 基督徒生活 柯恩德 校園

PR027 你可以碓實為別人代禱 禱告及復興 柯普基

CB189 簡單中的富足 基督徒生活 柯樂思 校園

PR019 靈命雙翼 禱告及復興 柯渥 橄欖

CT020 滿懷信心教導幼兒 基督教教育 柯羅伯 福音證主協會

CC038 婚姻問題心理輔導 柯蓋瑞博士 人光出版社

ITT011 聖經中的敬虔婦女 專題式查經 柯雷森 更新傳道會

ITT011.2 聖經中的敬虔婦女 專題式查經 柯雷森 更新傳道會

INT409 信心的實踐──雅各書 新約查經 柯雷森夫婦 美國更新傳道會

DA402 成聖靠恩典──喜樂是力量 靈修 柴培爾 美國更新傳道會

CB459 基督徒生活 校園書房 校園

INT031 羅馬書研經材料 新約查經 校園研經材料寫作小組 校園

CB149 給初信者 基督徒生活 校園福音團契同エ 校園

CB082 神與人之間 基督徒生活 校園編輯室 校園團契出版社

CB307 基督徒生活 格羅舍爾 天道書樓

CB307.1 基督徒生活 格羅舍爾 天道書樓

CB187 一生的計劃 基督徒生活 格萊恩布蘭德 綠洲

GA055 護教 格魯特斯 校園

MT011 追龍 宣教見證 桂爾克 高示有限公司

聖道日糧(2)

再上水村路-重臨金三角

小村的故事-金三角宣教之旅

認識上帝與認識人的9個探險

與神同行--基督徒成長十二課 查理.雷斯

探索女人心--成為你另一半的心靈捕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快活人生1

詩篇(下)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痛苦的奧祕--一場思辨之旅

A貨信徒

A貨信徒

新紀元的迷思--耶穌是誰？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KA018 家 文藝 桑安柱 甘霖出版社

CC011 青年人生階段 桑安柱 甘霖出版社

CF049 家庭生活 桑得福夫婦

CF050 家庭生活 桑得福夫婦

PR063 禱告及復興 桑得福夫婦

DA004 長者金句讀本 靈修 梁伍瑞英 浸信會出版社

DA005 長者金句讀本 靈修 梁伍瑞英 浸信會出版社

CB131 信主之後 基督徒生活 梁家麟 基道

DB074 凡人的祈禱 屬靈操練 梁家麟 基道

DB077 另一種信仰 屬靈操練 梁家麟 基道

DB075 憑誰意行 屬靈操練 梁家麟 基道

DB076 無言上帝的僕人 屬靈操練 梁家麟 基道

BNT007.1 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釋 新約註釋 梁家麟 天道書樓

CB407 重建神聖 基督徒生活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

BC412
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十人十事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梁家麟 明風出版社

CB074 泥土黎民 基督徒生活 梁家麟 突破

DA415 渴想聖潔 靈修

GP041 傳福音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CM003 教會事工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CM101 教會事工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CM044 教會事工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CM045 教會事工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CM045.2 教會事工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BD029 聖經概論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CM042 教會事工 梁廷益 福音證主協會

CM043 教會事工 梁廷益 福音證主協會

CM040 組長指南上 教會事工 梁廷益 福音證主協會

GP017 常勝兵法 傳福音 梁斐生 中國信徒佈道會

GP018 常勝兵法 傳福音 梁斐生 中國信徒佈道會

CM014 怎樣辨好初級少年團 教會事工 梁景芳 播道會文字部

CB458 時勢好惡，做基督徒好難 基督徒生活 梁柏堅 突破

CF417 哪個孩子不出色 家庭生活 梁永泰 突破

AT109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資訊時代的福音使命 影音設施 梁永泰先生 福音傳播中心

BOT411 撒母耳記下（平裝） 舊約註釋 梁潔瓊 天道書樓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基督化家庭的恢復(上)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基督化家庭的恢復(下)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更新裡面的人(下)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梁家麟, 曾立華, 區伯平等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有限公司 

同心網魚-拓闊你福音領域的感染力

小組聚會FunFunFun

小組聚會FUNFUNFUN

破冰遊戲精選I

破冰遊戲精選II

細胞小組-破冰遊戲

認識聖經7步曲

破冰遊戲I

破冰遊戲II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188 馬鈴薯湯教會 基督徒生活 梁炳武 校園

AT014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卓越書樓

AT015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卓越書樓

AT016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卓越書樓

AT017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卓越書樓

AT018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卓越書樓

AT113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天道書樓

AT115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天道書樓

AT114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天道書樓

AT019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宣道

AT021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宣道

AT020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宣道

AT022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宣道

CB020 哲理縱橫 基督徒生活 梁燕城 宣道

AT111 我的見證 影音設施 梁燕城 宣道

AT086 影音設施 梁燕城 福音傳播中心

AT116 虛空的突破 影音設施 梁燕城 福音傳播中心

AT092 中國思想對信仰的挑戰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093 中國思想對信仰的挑戰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094 中國思想對信仰的挑戰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88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89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90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91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92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93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94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195 影音設施 梁燕城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

AT205 影音設施 梁燕城、溫偉耀 宣道

AT206 影音設施 梁燕城、溫偉耀 宣道

AT209 影音設施 梁燕城、溫偉耀 宣道

AT207 影音設施 梁燕城、溫偉耀 宣道

AT208 影音設施 梁燕城、溫偉耀 宣道

KA102 文藝 梁科慶 突破

古跡謎?古經新發現

古跡謎?古經新發現

古跡謎?耶穌的傳說？

古跡謎?耶穌的傳說？

怪力?神氣功與特異功能

天地根源從古今思潮看神的存在(一)

天地根源從古今思潮看神的存在(三)

天地根源從古今思潮看神的存在(二)

哲理精研玄秘探索(一)命理與五術之研究

哲理精研玄秘探索(三)占星、菩薩、祭祖(一)

哲理精研玄秘探索(二)靈界與玄秘之探討

哲理精研玄秘探索(四)占星、菩薩、祭祖(二)

天地恩情--基督教與祭祖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香港浸信會聖經學院延伸課程-中國思想對信仰
的挑戰

中國之情與結專題一現代意識形態的制宰與批
判(一)

中國之情與結專題一現代意識形態的制宰與批
判(二)

中國之情與結專題三宇宙有情抑無情(二)

中國之情與結專題二「後現代人」生活的失落
與重尋(一)

中國之情與結專題二「後現代人」生活的失落
與重尋(二)

Q版特工,.極度任務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BC417 第二聖殿猶太教導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梁美心 天道書樓

ITT043 關於聖經中的古靈精怪 專題式查經 梁金華 香港讀經會

ITT044 關於聖經中的古靈精怪 專題式查經 梁金華 香港讀經會

CM024 教會事工 梁麗珍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CM025 教會事工 梁麗珍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CT011 成功的教師 基督教教育 梅仇笑紅 中國信徒佈道會

CT017 教學相長 基督教教育 梅仇笑紅 浸信會出版社

CT024 教學相長 基督教教育 梅仇笑紅 浸信會出版社

EA005 墮胎 倫理學 梅士 基督教文藝

CD038 信仰動力之所在 門徒栽培 梅智理 基道

DA417 靈修 梅智理 基道

CD410 屬靈健身室：浸禮門訓必備手冊 門徒栽培 梅智理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IOT007 牧者之詩 舊約查經 梅爾 基督教文藝

CC012 青年之光 梅爾博士 校園

KA020 賢明的忠告 文藝 梅覺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KA051 在歌聲裡飛翔 文藝 楊以琳 中國主日學協會

CB232 聖經在呢喃 基督徒生活 楊克勤 校園

BC008 新約聖經探源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楊富蘭 基督教文藝

CB441 基督徒生活 宣道

MC015 宣教學原理 宣教 楊東川 天道書樓

BOT032.1 約拿書講義 舊約註釋 楊濬哲

DB050 基督教靈性生活的面譜 屬靈操練 楊牧谷 卓越書樓

AT160 成長的空間 影音設施 楊牧谷 卓越書樓

BC011 使徒信經新釋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楊牧谷 學園

BC045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楊牧谷 明風出版社

BC044 壞鬼神學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楊牧谷 明風出版社

BOT404 愛傷的戀者－－何西阿書今釋 舊約註釋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C014 自殺少年事件簿九面睇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M048 學運國運與華人教會 教會事工 楊牧谷 校園

BOT024.1 淚眼先知耶利米 舊約註釋 楊牧谷 校園

GA017 反對基督的證據 護教 楊約翰 種籽

CB437 有話問蒼天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CB206 何必上教會 基督徒生活 楊腓力 校園

CB221 克里姆林宮的鐘聲 基督徒生活 楊腓力 校園

集體遊戲縱橫(上)

集體遊戲縱橫(下)

禱告靈旅──與15位聖徒一起禱告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星爺電影12啟示──從周星馳電影看人生（增
訂版）

楊文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楊腓力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7%A8%A4%E5%A5%DF&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7%A8%B5%CC%A4O+%28Philip+Yancey%29&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319 尋神啟事 基督徒生活 楊腓力 校園

CB231 歡喜讀舊約 基督徒生活 楊腓力 校園

CC024 生命總有傷痛時 楊腓力 校園

PR092 禱告 禱告及復興 楊腓力 校園

CB207 耶穌真貌 基督徒生活 楊腓力 校園

CF061 家庭生活 楊艾德 中國主日學協會

CB312 同歸聖言之召喚 基督徒生活 楊錫鏘 福音證主協會

CB313 同歸聖言之陶造 基督徒生活 楊錫鏘 福音證主協會

GA024 溪旁的樹 護教 榮元祺 愛心服事協會

AT157 神的應許 影音設施 欣樂詠團

KA089 燈火闌珊處 文藝 欣靈 道聲

BNT005.2 新約註釋 歇爾 校園

BOT032.2 約拿書 舊約註釋 歐可定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KA060 基督徒的奉獻 文藝 歐尚禮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TA031 魚餌傳奇 見證傳記 歐尼霍倫斯 中信出版社

CB133 再認識耶穌 基督徒生活 歐果維 美國活泉出版社

CD404 合神心意的生命 門徒栽培 福音證主協會

CD405 合神心意的門徒（長銷再版） 門徒栽培 福音證主協會

CD406 合神心意的領袖（長銷再版） 門徒栽培 福音證主協會

INT020 傳喜訊的人保羅生平個人小組查經材料 新約查經 歐福娜 校園

INT021 傳喜訊的人保羅生平個人小組查經材料 新約查經 歐福娜 校園

IOT003.1 摩西生平 舊約查經 歐福娜 校園

IOT003.2 摩西生平 舊約查經 歐福娜 校園

KA054 聖京劫 文藝 歐賀仁 道聲

CM072 屬靈領袖五分鐘領導指南 教會事工 殷思重 亞洲歸主協會

CM070 屬靈領袖的塑造 教會事工 殷思重 亞洲歸主協會

CM071 教會事工 殷思重 亞洲歸主協會

CT032 勝在有祢 基督教教育 比爾密斯 福音證主協會

CC084 愛是坦然無懼 比爾密斯 福音證主協會

DA116 卓越領導格言 靈修 比爾海波斯 福音證主協會

CB248 微聲的震撼 基督徒生活 比爾海波斯 福音證主協會

CD018 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 門徒栽培 比爾海波斯、馬可米道堡 道聲

CD018.1 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 門徒栽培 比爾海波斯、馬可米道堡 道聲

CC026 朋友 毛姆 突破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父母必修的10堂課

新約聖經註釋-使徒行傳

歐格理GregOgden

歐格理GregOgden

歐格理GregOgden,麥丹尼
DanielMeyer

給接棒者-新一代教會領袖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C%DA%AE%E6%B2z+Greg+Ogden&startnum=1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C%DA%AE%E6%B2z+Greg+Ogden&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EA015 基督徒與政治 倫理學 江大惠 崇基學院神學姐

PR010 禱告及復興 江守道 天糧書室

BD032 聖經概論 江守道 宣道

BOT019.8 舊約註釋 江守道 美國活泉出版社

KA114 文藝 汪維藩 國際福音證主協會

CB306 在聖靈裡工作 基督徒生活 沃弗 校園

RT003 舊約透析 工具書籍 國際聖經協會

RT002 新約透析 工具書籍 漢語聖經協會

CC030 性愛︰基督徒的觀點 沃爾特‧馬爾金 學生福音團契

DB042 生命中的智慧 屬靈操練 沃蒂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GA054 護教 沈介山 中華福音神學院

BNT011.1 超越的追尋腓立比書的講義 新約註釋 沈保羅 中國神學研究院

CB016 三十年來情與理 基督徒生活 沈宣仁 香港基督徒學會

CF007 家庭生活 沈惠芳 天下文化

CB422
灌溉心靈的半杯水

基督徒生活 沈祖堯 皇冠雜誌社

CM022 康樂團體遊戲 教會事工 沈英士 文國書局

KA034 燦爛的明天 文藝 法亞那亞諾德 人光出版社

PR064 豬在客弋廳裡 禱告及復興 法蘭克哈蒙夫婦

CB238 論斷太多，判斷太少？ 基督徒生活 泰利．谷巴 突破

CT031 論斷太多，判斷太少？ 基督教教育 泰利谷巴 突破

DA420
靜修靈旅－在靜默和歌聲中默想聖經

靈修 泰澤
基道

PR023 禱告及復興 橄欖

EA024 非凡的凡民——教會在後基督教世界中的文 倫理學 洛尼．克拉普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M128 教會事工 洪中夫 校園

CM128.1 教會事工 洪中夫 校園

TA030 馨香之氣 見證傳記 洪善繼 中國主日學協會

CB165 重尋真性 基督徒生活 洪子雲、關啟文 學生福音團契

CM417
團隊領導的五大障礙

教會事工 派屈克‧藍奇歐尼 天下文化

CM419 團隊領導的五大障礙 教會事工 天下文化

DB055 屬靈操練 派特摩利 學園

CC406 派瑞特夫婦 福音證主協會

CC046 派瑞特雷斯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CM047 教會手冊 教會事工 浮考活 浸信會出版社

RT015 聖經辭典 工具書籍 海丁氏 基督教文藝

主啊,教我們禱告

神說話了-舊約各卷精華-卷三

上行之詩--信徒的上行歷程

十架路旁的溪水-聖日黙想基督

沃爾特.埃爾韋爾

沃爾特.埃爾韋爾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偏差溯源--上古基督教思想簡史

給父母的知心話(小魯親子叢書)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如何為靈命成長代求:內在醫治實用指南 泰竇爾.都伯森

讓查經動起來-動態式小組查經引導技巧

讓查經動起來-動態式小組查經引導技巧(CD)

派屈克‧藍奇歐尼　

鏡中的男人-男人面對的24個問題

情牽夫婦心—52週愛的靈旅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真情不斷電--人際關係面面觀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C%A3%A9%7D%A7J%A1E%C2%C5%A9_%BC%DA%A5%A7&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TA023 熔爐中的揀選 見證傳記 海倫‧鄧普 中國主日學協會

KA001 童年的困擾 文藝

MC023 宣教 海春深 愛穆社

MC023.1 宣教 海春深 愛穆社

ITT002 委身委心 專題式查經 海波斯 天道書樓

CB177 眾人皆精英 基督徒生活 海波斯 天道書樓

ITT003 突破捆綁 專題式查經 海波斯 天道書樓

ITT001 誇勝軟弱 專題式查經 海波斯 天道書樓

PR091 忙中取靜學禱告 禱告及復興 海波斯 校園

CB226 生活占上風 基督徒生活 海波斯 校園

CB237 工作是一份禮物 基督徒生活 海特利 校園

GP040 天堂裡的狗狗也有翅膀嗎？如何與孩子談信仰 傳福音 海蒂、約格辛克 南與北文化

BD024 保羅書信導論 聖經概論 海貝德博士 浸信會出版社

CB432 群體與品格 基督徒生活 浸信會出版社 浸信會出版社

CM109.1
群體與品格

浸信會出版社 浸信會出版社

BOT414
華夏頌揚－華文讚美詩之研究

舊約註釋 浸信會出版社 浸信會出版社

CF018 孩子的快樂天堂 家庭生活 游乾桂 張老師出版社

CM088 激起生命的浪花 教會事工 游啟政 福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M405.2
不可或缺的教會－重獲流失的一代

教會事工 湯姆・雷納
基道

CM405 不可或缺的教會──重獲流失的一代 教會事工 基道

AT159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加拿大福音傳播中心

AT161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加拿大福音傳播中心

AT198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199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201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200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175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027 妙算玄通民間信仰的神學反思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028 妙算玄通民間信仰的神學反思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225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226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196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197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224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海姆.吉納特基督教文藝
出版社

主愛穆民-透視回宣心視窗

主愛穆民-透視回宣心視窗

湯姆‧雷納, 薩姆‧雷納

步步高升-超越工作狂

神卻曾應許(1)-創傷的醫治

人神之際(一)-基督教的人觀

人神之際(一)-基督教的人觀

人神之際(三)-宗教經驗的研究

人神之際(二)-聖經人觀的詮釋

作一個真真正正的人-人啊人

實踐生命-主再來、被提、未世現象(1)

實踐生命-主再來、被提、未世現象(2)

實踐生命-教會、政治、聖徒相通(2)

實踐生命-教會、政治、聖徒相通(2)

實踐生命-聖禮、禮儀、信仰(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T223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009 屬靈生命的進深與操練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152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DB028 無能者的大能 屬靈操練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128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AT129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卓越書樓

TA413 溫偉耀六十自選集 見證傳記 溫偉耀 基督教卓越使團

AT126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基督教卓越使團

AT127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基督教卓越使團

CB425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基督徒生活 溫偉耀 天道書樓

AT078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AT079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AT080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AT002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AT004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AT003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AT089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AT088 影音設施 溫偉耀 宣道

CB311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基督徒生活 溫偉耀 明風出版社

CB431 基督徒生活 溫偉耀 明風出版社

GP407 是否真有神的存在 傳福音 溫偉耀 明風出版社

GP405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 傳福音 溫偉耀 明風出版社

CB433 今生．來世 基督徒生活 明風出版社

CC002 愛情組曲 溫淑芳 突破

CC001 戀愛變奏 溫淑芳 突破

CC028 戀愛連續劇 溫淑芳 突破

ITT074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下冊） 專題式查經 明道社

IOT408 五經 舊約查經 天道書樓

PR060 全能的醫治 禱告及復興 溫約翰 以琳書房

BC022 新約背景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滕慕理 種籽

CM059 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 教會事工 滕近輝 宣道

CB114 時代的挑戰 基督徒生活 滕近輝 宣道

TA006 金輝歲月 見證傳記 滕近輝 宣道

KA055 不自由的自由 文藝 滕近輝 道聲

實踐生命-聖禮、禮儀、信仰(2)

屬靈的聽覺(二下)-默想的操練

靈性的低潮(上)

靈性的低潮(上)

還需要這樣的神蹟嗎？--我對近來靈恩現象的
看法(上)

還需要這樣的神蹟嗎？--我對近來靈恩現象的
看法(下)

作個九十年代的屬靈人--透視僑居海外華人基
督徒面對的挑戰

作個九十年代的屬靈人--透視僑居海外華人基
督徒面對的挑戰

作個九十年代的屬靈人--透視僑居海外華人基
督徒面對的挑戰

溫偉耀先生專題講座(一)作個八十年代的屬靈
人

溫偉耀先生專題講座(三)作個八十年代的屬靈
人

溫偉耀先生專題講座(二)作個八十年代的屬靈
人

跨越苦難溫偉耀博士分享(三)

跨越苦難溫偉耀博士分享(二)

成聖、成仙、成佛、成人——正視人的高貴與
醜惡

溫偉耀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溫清華,周沃明

溫漢 (Gordon Wenham)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7%C5%B0%B6%C4%A3&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DA010 天地之始 靈修 滕近輝 香港讀經會

TA065 一場好哭 見證傳記 滌然 宣道

KA044 永不止息 文藝 滌然 宣道

KA092 永不止息 文藝 滌然 宣道

KA043 浪 文藝 滌然 宣道

TA016 菊秀 見證傳記 滌然 宣道

TA032 永不止息 見證傳記 滌然 時雨基金會

TA067 永不止息 見證傳記 滌然 時雨基金會

KA002 滌然小說選 文藝 滌然 道聲

KA029 永不止息 文藝 滌然

GA052 護教 潘可寧 道光出版社

CM425 主内同行一浸信會羣體生活理念 教會事工 潘柏昌 浸信會出版社

CM109 群體與品格 教會事工 潘柏昌 浸信會出版社

BD025 保羅書信研讀 聖經概論 潘蘇齊冰 福音證主協會

GP024 門徒的真義 傳福音 潘迪科 亞洲歸主協會

CB158 團契生活 基督徒生活 潘霍華 基督教文藝

PR030 跪著的基督徒 禱告及復興 無名的基督徒

CB094 基督徒生活 無名的基督徒 橄欖

BD408 聖經概論 焦源濂 校園

BD409 聖經概論 焦源濂 校園

BOT008.2 舊約註釋 焦源濂 校園

KA086 我們逃脫了 文藝 焦源濂 校園

IOT407 愛的審判與生命的應許──耶利米書析讀 舊約查經 熊潤榮 基道

MC017 宣教 熊黄惠玲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CB230 愛從不缺席 基督徒生活 特倫德 校園

CB224 用祝福來者色 基督徒生活 特倫德 校園

BC019 耹聽聖經的語言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特爾柏格、歐克馬 信知慧文苑

PR022 窄路難行 禱告及復興 狄克．伊斯特曼

PR024 代禱的愛 禱告及復興 狄克．伊斯特曼 橄欖

PR025 改變世界的禱告學校 禱告及復興 狄克．伊斯特曼 橄欖

TA022 重織的夢 見證傳記 狄加衛 道聲

BC002.1 聖史與聖地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狄衛德 浸信會出版社

BC002.2 聖史與聖地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狄衛德 浸信會出版社

BC003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狄衛德 浸信會出版社

堅信不疑--解答信仰問題的靈修手?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從榮光到榮光--得勝生活的秘訣

基督生平(上)

基督生平(下)

愛的跟隨--路得記闡微

迎向21世紀的華人差傳事工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聖史與聖地(續)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MT004 僳僳女使徒 宣教見證 狄賀妮 大使命基督徒團契

GA038 護教 猶根‧莫特曼 人光出版社

CM107 教會事工 玉漢欽 道聲

CM108 教會事工 玉漢欽 道聲

CM127 教會事工 王一平 迎欣出版社

CM130 異象 教會事工 王一平 迎欣出版社

BNT010.2 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讀經劄記 新約註釋 王國顯 宣道

DB031 在基督裡長進 屬靈操練 王國顯 晨星出版社

CM015 百萬富翁聖經問答 教會事工 王大為 澳門讀經會

CB466 同在、同行、同呼 基督徒生活 王少勇 德慧文化

TA011 千真萬確 見證傳記 王峙 宣道

GP014 甚麼叫做信耶穌 傳福音 王峙 宣道

DB045 奇異恩典在中年 屬靈操練 王志學 基道

TA045 五十年來 見證傳記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CB031 借鏡 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 浸信會出版社

CB030 天召 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 浸信會出版社

CB027 小徑 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 浸信會出版社

CB026 窄門 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 浸信會出版社

CB032 衛道 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 浸信會出版社

CB028 靈食 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 浸信會出版社

CB029 餘糧 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 浸信會出版社

DB030 聖徒藥石 屬靈操練 王明道 頌恩出版社

DB033 隱密處的靈交 屬靈操練 王明道 頌恩出版社

GA403 明白真道 護教 美國中信

GA023 古教會護教史 護教 王為義 信義宗聯合出版部

CB447 蔗民神學 基督徒生活

MC001 胸懷普世邁入禾場宣教呼聲與認領行動 宣教 王美鍾 全球華人浸信會

MC011 胸懷普世邁入禾場宣教呼聲與認領行動 宣教 王美鍾 全球華人浸信會

MC053 宣教 王美鍾 全球華人浸信會

MC018 動蕩世代誰主浮沉 宣教 王美鍾 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

MC010 動蕩世代誰主浮沉？ 宣教 王美鍾 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

INT027 新約查經 王麗英 浸信會出版社

INT028 新約查經 王麗英 浸信會出版社

INT026 新約查經 王麗英 浸信會出版社

為什麼我是一個基督徒-一個神學家的信仰告白

喚醒平信徒-門徒訓練的原理與實踐

熱情40年

柴米油鹽醬醋茶-復興增長七件事

王永信， 鮑會園， 馬國
棟等　

王礽福 紐約中華海外宣道出版社

骨肉情深-禱告接軌

簡要聖經課程第五?新約教會歷史

簡要聖經課程第六?使徒工作

簡要聖經課程第四?新約教義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4%FD%CBr%BA%D6&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startnum=1&key=publisher_id&keyword=5827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TA039 玖妮的春天 見證傳記 玖妮‧愛力生 中國主日學協會

TA035 見證傳記 珍‧威爾遜 福音證主協會

DB414 草原上的屬靈智慧 屬靈操練 基督教文藝

CF046 違規的愛 家庭生活 珍妮赫曼生 人光出版社

BOT032.3 舊約註釋 班克斯 宣道

CB115 基督徒生活 理察‧卡爾森博士

GP408 傳福音 理查‧斯特恩斯 浸信會出版社

GP409 傳福音 理查‧斯特恩斯 浸信會出版社

CC076 誰叫我美麗──認識神眼中的你 理賈娜‧富蘭克林 基道 

GP023 丈夫未信主怎麼辦 傳福音 琳達戴維斯 橄欖

DB405 生命的地標：依納爵式的內心之旅 屬靈操練 瑪格麗特‧席爾芙 光啟出版社

DA421 靈修 環球聖經公會 環球聖經公會

GP037 尋尋問問 傳福音 甘力克 高示有限公司

PR049 祈禱與現代人 禱告及復興 甘易逢 光啟出版社

CM063 屬靈恩賜 教會事工 甘陵敦 天道書樓

TA014 我還有三根手指 見證傳記 田原米子 中國主日學協會

INT002 馬可福音研經進階 新約查經 田約翰 道光出版社

PR014 如何建造強而有力的事工 禱告及復興 道聲

DB044 敬虔的操練 屬靈操練 畢哲思 宣道

DA119 聖潔讓你想得不一樣 靈修 畢哲思 校園

CB092 神啊，為什麼？ 基督徒生活 畢布爾 天道書樓

AT107 影音設施 畢德富 福音傳播中心

AT108 影音設施 畢德富 福音傳播中心

DB067 屬靈操練 畢德生 天道書樓

DB082 請你吃聖經 屬靈操練 畢德生 天道書樓

ITT097 專題式查經 畢德生 校園

DA118 靈修 畢德生 校園

DA123 翱翔的基督——畢德生談聖經靈修學 靈修 畢德生 校園

DA124 耶穌的道路 靈修 畢德生 校園

DA122 聖經好好吃 靈修 畢德生 校園

DA007 聽主微聲 靈修 畢德生 校園

CB107 基督徒在商場 基督徒生活 畢海伯

CB111 商場精兵如何在工作中作光作鹽 基督徒生活 畢海伯 橄欖

ITT018 愛的學習學習愛人 專題式查經 畢理察 福音證主協會

基督精兵(葛培理的故事)

珍妮絲．麥賴琳　

約拿書,那鴻書

別為小事抓狂2快活人生100招

The Hole 福音的缺口-增修版

Unfinished–回應生命的邀約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弟兄靈修(新譯本)

畢中.派特森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堂會如何推動多元化的佈
道事工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堂會如何推動多元化的佈
道事工

俗世聖徒-平凡人的靈性生活

天國的語言--向耶穌學說話.學禱告

改變生命的54封信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ITT019 愛的學習學習愛己 專題式查經 畢理察 福音證主協會

ITT020 愛的學習學習愛神 專題式查經 畢理察 福音證主協會

CC021 更上一層樓 白亨利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48 如何帶領家庭崇拜 家庭生活 白愛芙 榮耀出版社

CT006 你的主日學可以脫穎而出 基督教教育 白樂華 福音證主協會

INT036 教牧書信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白禮嶽 天道書樓

INT036.1 教牧書信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白禮嶽 天道書樓

GP046 克服傳福音的恐懼 傳福音 白立德 中國學園傳道會

PR029 禁食禱告的大能 禱告及復興 白立德 中國學園傳道會

PR077 親眼見祢 禱告及復興 白約翰 校園

EA006 基督徒凡的公民責任 倫理學 百尼德 青年事工委員會

MT002 宣教見證 皮溫妮 福音證主協會

TA040 汀沄錄 見證傳記 盧光遂 中華基督徒送書會

CB436 在熾烈的日光下我所誤讀的一切 基督徒生活

CD408 詩篇與智慧文學 門徒栽培 天道書樓

GA040 現代科學與基督教信仰 護教 盧約輸 屋崙華僑浸信會

DB015 奉耶穌的名 屬靈操練 盧雲 基道

DB016 始於寧謐處 屬靈操練 盧雲 基道

DA111 尋找回家路─生命和靈命的導引 靈修 盧雲 基道

DB417 屬靈操練 基道

DB013 心應心 屬靈操練 盧雲 基道

DB019 屬靈操練 盧雲 基道

DB014 愛中契合 屬靈操練 盧雲 基道

DB017 生命中的耶穌 屬靈操練 盧雲 基道

DA103 靈修 盧雲 基道

DA105 靈修 盧雲 基道

DB018 羅馬城的小丑戲 屬靈操練 盧雲 基道

DA104 靈修 盧雲 基道

DA109 靈修 盧雲 基道

DA146 靈修 盧雲 校園

DA408 靈心明辨──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靈修 基道

CB427 心靈愛語：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 基督徒生活 基督教卓越使團

BD407 聖經概論 盧龍光

AT096 影音設施 盧龍光 福音傳播中心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拓荒先鋒大?卜萊納

盧勁馳 麥餅文化

盧卡斯 (Ernest Lucas)　

已將哀哭變為跳舞：在時艱中尋找盼望  盧雲

念--別了母親後

生命中的耶穌--給年輕人的信

當代牧養事工的省思-負傷的治療者

與祢同行--默想十架苦路

鏡外--生死之間的省思

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

盧雲, 克理斯坦森, 萊爾德

盧雲, 溫偉耀

論盡羅馬--透析保羅寫羅馬書之目的
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有限

公司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教會(早
)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Fc%ABl%B9%A3&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startnum=1&key=publisher_id&keyword=28123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Fc%B6%B3&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T097 影音設施 盧龍光 福音傳播中心

BD401 聖經概論 校園

BD026 聖經好看好懂 聖經概論 石田弘 校園

CF001 青曲茁壯培育負責任的孩子 家庭生活 祈思禮 基道

CF029 家庭生活 祈思禮 基道

GA020 給耶穌寫信 護教 祈理富 基道

CB035 耶穌信箱 基督徒生活 祈理富 基道

MC006 咫尺天涯中國教會的近況 宣教 福音證主協會 福音證主協會

TA074 見證傳記 萬廣祥 佳盛

CT408 基督教教育 程志強 呼吸文化

CT408.1

CB446 基督徒生活

AT140 伴我同行無懼黑暗 影音設施 程文輝

DA115 靈修 程蒙恩 主恩出版社

CM030 政行會教 教會事工 程遠 浸信會出版社

CC055 醫治的愛讓神塑造你的性格 穆丹 學生福音團契

BNT020.1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雅各書 新約註釋 穆爾 校園

BNT020.1 雅各書 新約註釋 穆爾 校園

CM018 創意團康樂 教會事工 竇仁君 校園

CF063 家庭生活 竹君 方舟

CF024 家庭生活 竹君 邱余竹君

TA407 見證傳記 符碧珊 環球天道

INT006 新約查經 管瑪蓮 宣道

INT008 羅馬書十六課討論式小組查經課程 新約查經 管瑪蓮 宣道

INT012 腓立比歌羅西書 新約查經 管瑪蓮 宣道

IOT008 詩篇與箴言 舊約查經 管瑪蓮 宣道

INT030 羅馬書 新約查經 管瑪蓮．蕭嘉蓮 宣道

CM035 教會圖書館指南 教會事工 簡美麗 浸信會出版社

CB236 基督徒生活 米丹恩 校園

CC080 減壓妙法 米篤頓 海天書樓

CC047 精神健康知多少 精神健康促進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CB129 宗教情操真偽辨 基督徒生活 約拿單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CB183 真的教會 基督徒生活 約拿單威爾遜 基道

CF076 家庭生活 綠洲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教會(晚
)

聖經─好看好懂(漫畫) 石田弘

青苗茁壯--培育負責任的孩子

蛻變的生命-成寄歸牧師紀念文集

愛人如己不是常識：實踐最大誡命的15堂課

愛人如己不是常識：實踐最大誡命的15堂課 程志強　 呼吸文化

愛人如己不是常識2：社會實踐的10堂課 程志強　 呼吸文化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
會

120個神的應許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第三印

愛的周琢--如何作成功父母

我們從這裡說起-談天說道人物篇

十三課討論式小組查經課程約翰福音耶穌基督
的談話

48天找到你愛的工作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6A的力量 約瑟‧麥道衛,迪克戴依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5%DB%A5%D0%A5%B0&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5%7B%A7%D3%B1j&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startnum=1&key=publisher_id&keyword=29618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5%7B%A7%D3%B1j&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startnum=1&key=publisher_id&keyword=29618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128 你別小看神 基督徒生活 基道

DB423 十個改變生命的屬靈操練 屬靈操練 約翰‧歐特堡 道聲

TA043 警察‧囚犯‧傳道人 見證傳記 約翰‧沙特 人光出版社

ITT017 建主基督的身體 專題式查經 約翰‧麥雅德 福音團契書局

CB003 如何克服憂慮 基督徒生活 約翰哈該 福音證主協會

CB255 活出神心意中的我 基督徒生活 約翰奧伯格 福音證主協會

CC054 約翰布魯格 聖經輔導基金會

DA102 靈修 約翰普禮查特 基道

GP028 建立基督的身體 傳福音 約翰麥雅德 褔音團契書局

GP029 建立基督的身體 傳福音 約翰麥雅德 褔音團契書局

PR040 主禱文真義探索 禱告及復興 使者出版社

KA071 沉寂的音響 文藝 繁露 道聲

CF402 留一段幸福給自己 家庭生活 羅乃萱 經濟日報出版社

RT022 應許之地小百科 工具書籍 羅伯泰林格 大光傳播

BC018 保羅與知識份子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羅伯遜 浸信會出版社

CT018 與眾不同的聖經教學 基督教教育 羅依‧蘇克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D037 重整下半場的優勢 門徒栽培 羅依李柏 台福傳播中心

BOT018.2 約伯與友人 舊約註釋 羅培信 基督教文藝

CM082 教會事工 羅安娜 門徒出版社

KA085 雅加達之囚 文藝 羅弗蘭 生命之道出版社

PR402 禱告及復興 基道

DB411 屬靈操練 羅慶才
基道

DB412 屬靈操練 羅慶才
基道

IOT413 傳道書反思——從荒謬到豐盛 舊約查經 羅慶才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TA425 見證傳記 羅懿舒 天道書樓

CB109 商場聖徒商界信徒的掙扎與出路 基督徒生活 基道

CF025 如何真正愛你十幾歲的孩子 家庭生活 羅斯‧康貝醫生

CF026 如何真正愛你十幾歲的孩子 家庭生活 羅斯‧康貝醫生

CM028 活出團契 教會事工 羅海倫 學生福音團契

CD022 差傳透視 門徒栽培 羅渣堅尼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MC036 宣教 羅渣堅尼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DA412 靈修 福音證主協會

DB029 舊約的十字架 屬靈操練 羅濱遜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M086 基督教聖樂路向 教會事工 羅炳良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約翰.楊

面對自我門徒進深訓練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誠心所求-實踐禱告的指引

約雅斤.耶利米亞

基督是主(4)人生四部曲

復興，與你想的不一樣：撒迦利亞書給這時代

的12個信息  羅慶才

敬虔操練13課

生命成長17課

夜幕燭光-照顧「三寶」的校長

羅拉‧L‧納舒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差傳透視-異象、挑戰、策略

書法靈修—靜塑生命氣質(篆書、隸書) 羅澄波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C3%B9%BCy%A4%7E&startnum=1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C3%B9%BC%E1%AAi&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M036 小組手冊 教會事工 羅祖澄 卓越書樓

EA014 黑白分明 倫理學 羅祥 宣道

EA023 倫理學 羅秉祥 明風出版社

EA401 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 倫理學
印象文字

CB442 看上帝幹的好事！──揭開苦罪之謎 基督徒生活 突破

BD011 死海卷與基督教信仰 聖經概論 羅索 浸信會出版社

CB057 基督徒生活 羅錫為 天道書樓

CB071 基督徒生活 羅錫為 突破

CB072 基督徒生活 羅錫為 突破

CT404 基督教教育 羅雲．威廉斯

DA404 信為何物──基督教信仰簡介 靈修 羅雲‧威廉斯

BOT004.1 舊約註釋 義恩稱

BOT006.1 舊約註釋 義恩稱

CB063 社耕拾穗 基督徒生活 翁亮儀 突破

CM415 教會事工 明風出版社

CB167 人格素描與使命實踐 基督徒生活 翁傳鏗 香港基督徒學會

PR045 主管的禱告大有功效 禱告及復興 翟浩泉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PR043 你的禱告大有功效 禱告及復興 翟浩泉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PR044 父親的禱告大有功效 禱告及復興 翟浩泉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PR011 得著仇敵的城門 禱告及復興 翟辛芾 以琳書房

PR088 禱告及復興 翟辛蒂 以琳書房

CF034 家庭生活 考門 天道書樓

DA095 靈修 肯玲 天道書樓

DA416 渴想醫治 靈修

IOT014.1 出埃及記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胡意宜 天道書樓

IOT014.2 出埃及記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胡意宜 天道書樓

IOT020 耶利米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胡意宜 天道書樓

IOT020.1 耶利米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胡意宜 天道書樓

IOT020.2 耶利米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胡意宜 天道書樓

KA115 十九歲的天空 文藝 胡燕青 基道

CC031 我在乎天長地欠 胡燕青 突破

KA031 迷失 文藝 胡簪雲 基督教文藝

IOT019 但以理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胡里昂 天道書樓

BC017 新約歷史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腓爾遜 東南神學院協會

公理婆理話倫理<修訂版>

羅秉祥, 龔立人

羅素‧史丹勒

蓬萊是我家--一聲我願意之後

迷--人性的矛盾

迷--人性的矛盾

作主門徒:洗禮.聖經.聖餐.祈禱 宗教教育中心 

民數記,申命記總論 基督教協同會生命之道出
版社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總論 基督教協同會生命之道出
版社

從裝備到服侍--教會和社會中的基督教領導學 翁傑生 (Knud Jorgensen)

衪要興起一人-如何察驗並發展先知職事

破鏡可重圓？--離異者的盼望

365家庭崇拜

胡志偉, 林瑞興, 麥耀安等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有限公司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C3%B9%AF%C0%A1E%A5v%A4%A6%B0%C7%A1A%A6%F3%A4O%B0%AA%C4%B6&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RT005 舊約涉獵 工具書籍 舊約涉獵事工 中國神學研究院

BOT023.2 舊約註釋 舒邦鐸 基督教復興團契

CC060 作男人的藝術 艾倫‧皮特森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68 孩子如何栽培父母──逆轉角色的親職之旅 家庭生活 艾倫德 基道

DA099 尚待揭曉 靈修 艾倫德 基道

DA403 我一直以為，人生是這樣走的──為生命重新導航 靈修 基道

GP033 佈道生活化 傳福音 艾偉倌 亞洲歸主協會

CB228 我心狂野 基督徒生活 艾傑奇 校園

CB217 男子漢養成班 基督徒生活 艾傑奇 校園

CB191 神聖的渴望 基督徒生活 艾傑奇 校園

CB210 靈火同行 基督徒生活 艾傑奇 校園

CB196 麻雀變鳳凰 基督徒生活 艾傑奇夫婦 校園

CB046 屬靈偉人得力的秘訣 基督徒生活 艾德滿 種籽

BC418 耶穌謎團：揭開耶穌最後日子的真貌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印象文字

GA011 基督教與佛教 護教 艾普頓 基督教文藝

BD008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聖經概論 艾理臣 天道書樓

CC058 作女人的藝術 艾美琳‧皮特森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T008 主日學教學的果效 基督教教育 艾芬理 浸信會出版社

RT020 經文彙編 工具書籍 芳泰瑞 基督教文藝

BNT004.1.1 約翰福音主題研究 新約註釋 范德立 華神出版社

BNT004.1.2 約翰福音主題研究 新約註釋 范德立 華神出版社

BNT004.1.3 約翰福音主題研究 新約註釋 范德立 華神出版社

DB035 增進靈性生活 屬靈操練 范爾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M038 基督身體 教會事工 范狄偉 高接觸有限公司

CM041 基督身體 教會事工 范狄偉 高接觸有限公司

CC036 酸甜苦辣話單身 茱迪‧道格拉斯 中國學園傳道會

TA010 腳蹤佳美 見證傳記 莊士敦 道聲

CM007 群體動力 教會事工 莊文生 天恩出版社

CM009 群體動力 教會事工 莊文生 天恩出版社

INT082 啟示錄 新約查經 莊遜 天道書樓

DA107 靈修 莎倫達迪斯 基道

CF071 母親的使命 家庭生活 莎莉‧克拉克森 根基出版有限公司

IOT052 舊約查經 莫德 校園

TA001 從監獄到讚美 見證傳記 莫林‧凱勒斯 以琳書房

以賽亞--耶和華的救恩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艾倫德, 朗文

艾文思, 賴特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帶著愛上路--讓傷痛得以痊癒的默想小品

出埃及記-從異鄉到家鄉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C072 莫江庭 基稻田

CC073 莫江庭 基稻田

INT029 新約查經 莫爾菲 福音證主協會

INT033 馬可福音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華候活 天道書樓

INT033.1 馬可福音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華候活 天道書樓

BOT027.2 舊約註釋 華勒斯 校園

BC009 舊約神學探討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華德凱威 華神出版社

EA013 舊約倫理學探討 倫理學 華德凱瑟 華神出版社

MT006 危險時代的使命 宣教見證 華文富 福音證主協會

CB179 尋求神的旨意—豈有此理 基督徒生活 華爾基 Vocatio Creation Limited

BD005.3 聖經概論 華特斯博士 浸信會出版社

DA410 靈修 華理克 目的導向

DB054 屬靈操練 華理克 福音證主協會

INT416 新約查經 華理克 福音證主協會

INT417 新約查經 華理克 福音證主協會

TA048 堅忍的人物 見證傳記 華理斯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INT035 帖撒羅尼迦書信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華約翰 天道書樓

INT035.1 帖撒羅尼迦書信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華約翰 天道書樓

INT035.2 帖撒羅尼迦書信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華約翰 天道書樓

CB124 律法與福音 基督徒生活 華達 卓越書樓

TA059 杜愛萊牧師傳 見證傳記 菲達‧杜愛萊 青年書屋

EA022 倫理學 萊特 校園

EA021 倫理學 萊特 校園

MC037 宣教中的上帝 宣教 萊特 校園

GA401 我不理解的上帝：再思苦難、迦南、十架、終末 護教 萊特 校園

TA097 斯托得教我們的事 見證傳記 萊特 校園

BD105 新舊約文學讀經法 聖經概論 萊肯朗文 校園

GP004 各樣洗禮的真義 傳福音 葉光明 以琳書房

GP003 悔改與相信 傳福音 葉光明 以琳書房

CB017 你可以選擇祝福或咒詛 基督徒生活 葉光明

BD012 聖經概論 葉基利 種籽

CB052 你也可以成為哈利波特 基督徒生活 葉松茂 天道書樓

CB156 你也可成為哈利波特 基督徒生活 葉松茂 天道書樓

AT120 生命是玄謎︰蒼天無語？ 影音設施 葉特生 福音傳播中心

沿路有你-婚前輔導課程手冊(準新人本)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沿路有你-婚前輔導課程手冊(輔導員本)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登峯造極-登山寶訓查經資料

萬王之王--但以理信息

舊約教訓綜覽(上)

同心同行-我究竟為何而活靈修日誌

真愛40天運動-小組錄影課程手冊

雅各書-活出真信心1-華理克-小組學習手冊

雅各書-活出真信心2-華理克-小組學習手冊

基督教新約倫理學——活出群體．十架與新造的倫
理意境

基督教舊約倫理學——建構神學.社會與經濟的倫
理三角

威克里夫聖經註釋(創世記至由命記)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C003 自我形象與兩代之間 葉萬壽 突破

CC004 自我形象與兩代之間 葉萬壽 突破

ITT046 新約聖經的中心信息 專題式查經 葉約翰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GA402
我們信－尼西亞信經釋義

護教 葉菁華 盧龍光
基督教文藝

CF036 透明人的創傷 家庭生活 葛倫！何華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KA008 幸福之鑰 文藝 葛培理 浸信會出版社

AV002 影音設施 葛培理 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

AV003 影音設施 葛培理 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

AV004 影音設施 葛培理 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

AV005 影音設施 葛培理 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

AV006 影音設施 葛培理 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

CB218 交換明天 基督徒生活 葛尼斯 校園

CB100 基督徒生活 葛文偉 浸信會出版社

CB198 名不虛傳 基督徒生活 葛法蘭 校園

CT001.2 教學七十定律 基督教教育 葛理奇 浸信會出版社

CT001.1 教學七大定律 基督教教育 葛理奇 浸信會出版社

CT001.2 教學的七大定律 基督教教育 葛理奇 浸信會出版社

DB072 情緒四重奏──同行生命中的憂怒哀樂 屬靈操練 葛琳卡 基道

DA112 靈修 葛琳卡 基道

DB404 生命更新的醫治──與耶穌共渡生命中的憂 屬靈操練 葛琳卡 基道

CF014 家庭生活 葛瑞克‧強森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47 基督化家庭 家庭生活 葛禮聖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C056 做個真正的女人 葛金恩 大光傳播

CC063 做個真正的男人 葛金恩 榮耀出版社

CB234 媽媽的禱告大有功效 基督徒生活 葵瑞秋 校園

BOT001.2 創世記至約書亞記默想 舊約註釋 蒙恩人 晨星出版社

MT0018 戴德生與瑪麗亞 宣教見證 蒲樂克 校園

CB147 更深經歷耶穌基督 基督徒生活 蓋恩夫人 活道使命團

TA003 見證傳記 蓋恩夫人 臺灣福音書房

CF044 家庭生活 蓋時珍 福音證主協會

CF013 打開孩子心門之鑰 家庭生活 蓋瑞‧史邁利 道聲

CF051 愛之語 家庭生活 蓋瑞‧巧門 中國主日學協會

CF017 家庭生活 蓋瑞‧巧門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TA423 慢活一年 見證傳記 蔡以瓦 天道書樓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90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實錄1

90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實錄2

90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實錄3

90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實錄4

90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實錄5

金錢神學--葛文偉牧師講道集

曠野之旅-生命中情緒更新

少男少女--健康的兩性關係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馨香的沒藥(傳記第一種)

家--教會的縮影

兒童愛之語--打開親子愛的頻道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C017 情有獨鐘 蔡伯訏等 福音證主協會

AT076 帶領家人歸主骨肉之親 影音設施 蔡元雲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道部

AT135 影音設施 蔡元雲 真証傳播

AT136 影音設施 蔡元雲 真証傳播

AT099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特區教會的信徒角色 影音設施 蔡元雲 福音傳播中心

CM090 一個都不能少 教會事工 蔡元雲 突破

CC010 可以更親密點嗎？ 蔡元雲 突破

CM066 教會事工 蔡元雲 突破

PR401 我們本不曉得禱告──學習祈禱之旅 禱告及復興 突破

DB023 屬靈操練 蔡元雲 突破

DB024 屬靈操練 蔡元雲 突破

CB075 醫者心 基督徒生活 蔡元雲 突破

TA418 見證傳記 突破

INT004.2 新約查經 蔡張敬玲 福音證主協會

INT004 新約查經 蔡張敬玲 福音證主協會

INT003 新約查經 蔡張敬玲 福音證主協會

INT018 新約查經 蔡張敬玲 福音證主協會

INT017 新約查經 蔡張敬玲 福音證主協會

DA087 佈道人靈修手冊 靈修 蔡春曦 方舟

BD015.1 新約速讀手冊 聖經概論 蔡春曦 福音證主協會

BD015.2 新約速讀手冊 聖經概論 蔡春曦 福音證主協會

BD015.3 新約速讀手冊 聖經概論 蔡春曦 福音證主協會

BD023 舊約速讀手冊 聖經概論 蔡春曦 福音證主協會

DA098 歸回安息生活中的靈程手冊 靈修 蔡貴恆 基道

CB138 重遇基督 基督徒生活 蔡貴恆 基道

CB078 生命的挫折與祝福 基督徒生活 蔡貴恆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B051 靈程答客問 屬靈操練 蔡貴恆．葉萬壽．黎汝佳 基道

CB454 天鵝絨力量 基督徒生活 蔡錦圖 亮光文化

RT001a 聖經及教會歷史地圖集 工具書籍 蔡錦圖 國際聖經協會

CF413 家庭生活 蔡錦圖 基稻田

DA401 靈修 蔡錦圖 沙田浸信會

CB418
別搞錯信仰

基督徒生活 蔡頌輝 明風出版社

CB435 千萬別搞錯信仰 基督徒生活 明風出版社

CB418.1 別搞錯信仰 明風出版社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第廿二屆浸信會培靈佈道大會愛家新一代(1)重
建這家-從愛開始

第廿二屆浸信會培靈佈道大會愛家新一代(2)重
建這家-從愛開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塑造21世紀年輕人

蔡元雲

相遇寧靜中(上)

相遇寧靜中(下)

我看見神的作為──蔡元雲醫生的13680個日與
夜

蔡元雲　

人子耶穌-路加福音查經資料

人子耶穌路加福音查經資料(組員本)

人子耶穌路加福音查經資料(組長本)

活出真愛約翰壹、貳、?書查經資料(組員本)

活出真愛約翰壹、貳、?書查經資料(組長本)

相知豈難：聖經教我人際共處的10個要訣

向上帝的心說話──與12位聖經人物屬靈探尋

蔡頌輝

蔡頌輝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D%B2%A4%B8%B6%B3&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D%B2%A4%B8%B6%B3&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D%B2%B9%7C%BD%F7&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D%B2%B9%7C%BD%F7&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185 工作為祭 基督徒生活 蕭壽華 宣道

CB184 得著基督 基督徒生活 蕭壽華 宣道

CB186 真正富足 基督徒生活 蕭壽華 宣道

CM126 相愛又相爭 教會事工 蕭壽華、許志超 福音證主協會

CB037 可能 基督徒生活 蕭律柏 亞洲歸主協會

GP025 花生福音 傳福音 蕭脫特 基督教文藝

MC009 豆豆福音 宣教 蕭脫特 基督教文藝

PR084 權能的道 禱告及復興 薛洛瓊．普珮蒂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CB096 智慧婦人 基督徒生活 薛王美溢 以琳書房

MC013 從邊疆到福爾摩沙浸信會在台五十年史 宣教 薛銘光 中華浸信會出版社

BOT002.1 出埃及記研究綱要 舊約註釋 薩恩惠 浸信會出版社

CF010 兒童與復興 家庭生活 藍凡恩 以琳書房

CB118 我的燈需要油 基督徒生活 藍登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BOT029.1 小先知精華 舊約註釋 蘇佐揚 基督教天人社

ITT085 信心之旅─亞伯拉罕生平研讀 專題式查經

ITT084 風雨中成長—雅各生平研讀 專題式查經

KA024 歷徑 文藝 蘇恩佩 福音證主協會

KA025 歷徑 文藝 蘇恩佩 福音證主協會

CB069 基督徒生活 蘇恩佩 突破

CB068 死亡，別狂傲 基督徒生活 蘇恩佩 突破

KA107 蘇恩佩文集 文藝 蘇恩佩 突破

CM023 教會事工 蘇文博 校園

CF401 近田得米－－香港永續生活新煮意 家庭生活 蘇文英 印象文字

DA108 當我所愛的人離去了 靈修 蘇珊索納貝爾提 基道

CB170 基督徒生活 蘇穎智 全心出版社

CB142 認識及經歷聖靈 基督徒生活 蘇穎智 全心出版社

IOT404 舊約查經 蘇穎智 天道書樓

INT081 新約查經 蘇穎智 天道書樓

BC024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蘇穎智 天道書樓

AT073 影音設施 蘇穎智 恩福製作中心

AT072 影音設施 蘇穎智 恩福製作中心

GA062 異端辨惑 護教 蘇穎智 恩福製作中心

AT062 假基督文鮮明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105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如何推動堂會的領袖訓練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蘇劉君玉,蘇穎睿

蘇劉君玉,蘇穎睿

巴士‧渡輪‧747

聖經遊戲100種

價值觀重整之旅(組員本)

何西阿書-長遠受苦的愛

啟示錄-從黑暗到光明

看哪!完全的主基督-再思基督論

合情合理的信仰1合情的信仰

合情合理的信仰2合情的信仰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T106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如何推動堂會的領袖訓練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101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特區教會的發展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102 共塑特區教會的明天特區教會的發展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059 摩門教之謬誤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068 有關救恩論之挑戰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064 祂到底是誰？有關基督論之挑戰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060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061 耶和華見証會錯在那裏？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AT063 默德非救主 影音設施 蘇穎智 福音傳播中心

GP034 一針見血的褔音 傳福音 蘇穎智 種籽

CD006.2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6.3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6.4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5.2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5.3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7.2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7.3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7.4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7.5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6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5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CD007 門徒栽培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

INT039 新約查經 蘇穎睿 學生福音團契

ITT006 福音性研經 專題式查經 蘇穎睿 學生福音團契

INT013 雅各書小組查經資料從掙扎到成長 新約查經 蘇穎睿 學生福音團契

INT014 雅各書小組查經資料從掙扎到成長 新約查經 蘇穎睿 學生福音團契

CB083 基督徒生活 蘇穎睿 福音證主協會

CF043 屋簷下 家庭生活 蘇穎睿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ITT066 福音性研經 專題式查經 蘇穎睿、蘇劉君玉

CB163 故事百感 基督徒生活 蘇美靈 基督教天人社

GA036 聖經與主物學 護教 蘇美靈 基督教天人社

BC420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蘇遠泰 印象文字

BC419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蘇遠泰 印象文字

CM424 聖徒之逆襲 教會事工 蘇遠泰、溫慧汶 天道書樓

神並不靜默--如何回應無神論者之挑戰

新生命與新生活(訓練員指南)

新生命與新生活(訓練員指南)

新生命與新生活(訓練員指南)

新生命與新生活(講義本)

新生命與新生活(講義本)

新生命與新生活(預習本)

新生命與新生活(預習本)

新生命與新生活(預習本)

新生命與新生活(預習本)

活(訓練員指南)

活(講義本)

活(預習本)

從掙扎到成長-雅各書小組查經資料

委身--生命的挑戰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
契

（不）信耶穌，又如何？－未聞福音者可以得
救嗎

基督徒關於死後來生的30個思考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TA412
活出生命的美好－蘇金妹的傳奇人生

見證傳記 蘇金妹
印象文字

AT214 影音設施 蘇關南 中央華人浸信會

AT215 影音設施 蘇關南 中央華人浸信會

IOT029 舊約查經 蘇頴睿、劉蘇君玉 學生福音團契

GA068 貓狗神學大不同 護教 蘇鮑伯、羅傑若 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

CB098 請聽神說清楚神旨意的關鍵 基督徒生活 衛斯布希 橄欖

CB444 無力的時代有力的信仰 基督徒生活 亮光文化

CB440 走進時代的信仰 基督徒生活 亮光文化

BD404 使徒行傳導論 聖經概論 袁天佑 基道

DB403 屬靈操練 袁蕙文 浸信會出版社

DB408 神同在‧常同在─內省與默想操練 屬靈操練 袁蕙文 浸信會出版社

DB408.1 神同在‧常同在─內省與默想操練 浸信會出版社

TA044 余日章傳 見證傳記 袁訪賚 基督教文藝

MC030 宣教披荊斬棘史 宣教 褟嘉得 中信出版社

CF028 家庭生活 解‧凱思樂 更新傳道會

BNT003.2 路加天程路加福音講義 新約註釋 計志文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CB408 基督徒生活 計超 印象文字

MC005.1 教會差傳事奉推動手冊 宣教 許光導 中信出版社

MC005.2 教會差傳事奉推動手冊 宣教 許光導 中信出版社

BOT020.2 箴言講義 舊約註釋 許公遂 宣道

PR032 祈禱之難難在… 禱告及復興 許大衛 天道書樓

KA090 人生帳棚 文藝 許牧世 基督教文藝

CB126.1 一個現代基督徒的信仰自白 基督徒生活 許立中 亞洲歸主協會

CB126.2 一個現代基督徒的信仰自白 基督徒生活 許立中 亞洲歸主協會

CB410 基督徒生活 許立中 基道

GA059 信仰答客問 護教 許立中．梁家麟 基道

DB040 大德蘭與婦女靈修 屬靈操練 許綺瑩 香港基督徒學會

TA416 冰封奇俠受難曲 見證傳記 突破

AT077 帶領家人歸主骨肉之親 影音設施 許金根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道部

IOT009 舊約查經 許開明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B020 屬靈操練 許開明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CT021 滿懷信心教導幼兒 基督教教育 福音證主協會

DA418 靈修 詹姆士・沙利文
基道

DA101 傾聽 靈修 詹姆士沙利文 基道

中年危機的困局與出路(上)

中年危機的困局與出路(下)

人啊!人-創世記研讀

袁天佑

袁天佑

MAP 默觀禱告入門增訂本

袁蕙文　

年輕人的心少年十五二十時--父母指南(第二?)

荒原上的遺民──調景嶺的滄桑歲月與愛的軌?

雞毛蒜皮的信仰(第二版)

許道宏

上行詩歌的研究與操練-天路俠客情

苦杯.苦路.苦架

詹大?

傾聽-讓聆聽觸摸生命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0K%A4%D1%A6%F6%AA%AA%AEv&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0K%A4%D1%A6%F6%AA%AA%AEv&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0K%BF%B7%A4%E5&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3%5C%B9D%A7%BB&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F004 管教子女不抓狂 家庭生活 詹姆斯‧杜布森 道聲

BOT409 撒母耳記上（卷一）（平裝） 舊約註釋 天道書樓

BOT410 撒母耳記上（卷二）（平裝） 舊約註釋 天道書樓

CC006 交友 詹維明 突破

CC005 婚姻 詹維明 突破

IOT001 舊約人物誌 舊約查經 詹輔明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BOT025.1 耶利米書及耶利米哀歌 舊約註釋 詹遜 宣道

TA056.1 顧子仁與學運 見證傳記 謝扶雅 基督教文藝

BOT403 創世記（下）──從揀選到保守 舊約註釋 謝挺 明道社

CM414
音，響了沒－音響敬拜音控

教會事工 謝祥永
榮益出版有張公司

CB084 耶穌與婦女 基督徒生活 謝福芸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B426
教會變得更像樣：十個教會創新變革實證

基督徒生活 證主 福音證主協會

CM418 教會變得更像樣：十個教會創新變革實證 教會事工 福音證主協會

CM010 團契狂想曲 教會事工 譚俊德 福音證主協會

CM068 老當益壯 教會事工 譚司提反 更新資源

ITT083 結構分析查經法 專題式查經 譚國昌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B005 誰是老闆？ 基督徒生活 譚士登 宣道

TA034 誰是老闆？ 見證傳記 譚士登 宣道

DB410
基督徒靜觀靈修

屬靈操練 譚沛泉
基督教靈修靜觀學會

DB406 我的心渴慕你──靜觀靈修與修道精神 屬靈操練 譚沛泉
基督教靈修靜觀學會

DB039 平凡生活與靈修 屬靈操練 譚沛泉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CC020 圓圈的兩半 譚秀薇 突破

CB064 活上去！ 基督徒生活 譚秀薇 突破

CC007 約會 譚秀薇 突破

TA017 背逆的青年 見證傳記 貝信德 福音證主協會

BOT031.1 舊約註釋 貝克 校園

CB112 愛上星期一 基督徒生活 貝克特 校園

CC067 策略性牧養輔導 貝內爾 基道

PR034 私禱日新 禱告及復興 貝利約翰 基督教文藝

BC409 聖經速覽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海天書樓

ITT014 你也能傳福音 專題式查經 貝碧琦 校園

CB219 給盼望一個理由 基督徒生活 貝碧琦 校園

CD407 走進世界──生活就是佈道．導讀手冊 門徒栽培 貝碧琦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F030 孩子也能經歷神 家庭生活 貝蒂‧克羅德 基督教福音證主協會

詹正義(SilasChan)

詹正義(SilasChan)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證主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貝奧望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C3%D2%A5D&startnum=1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8%A9%B6%F8%B1%E6&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T005 聖經實物教材 基督教教育 貝蒂司徒柏 浸信會出版社

IOT023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費亞、華爾頓 天道書樓

ITT075 專題式查經 費哈洛 漢語聖經協會

KA056 天平上的愛 文藝 費妮絲 道聲

BOT011.2 希伯來列國的年代 舊約註釋 費毅榮 種籽

IOT049 舊約查經 費爾 校園

MC022 宣教 費蘭度 學生福音團契

GA066 效法耶穌的服侍 護教 費蘭特 福音證主協會

CM057 首要任務 教會事工 賀格德 迎欣出版社

PR046 首要任務 禱告及復興 賀格德 迎欣出版社

MC019 今曰與明日的宣教事業 宣教 賈禮榮 中國信徒佈道會

DB046 與耶穌共聚的時刻 屬靈操練 賈達捷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CC078 戀愛十誡 賓楊、撒母耳亞當斯 浸信會出版社

IOT415 五經導論 舊約查經 賴建國 天道書樓

IOT025 舊約查經 賴建國 天道書樓

IOT026 舊約查經 賴建國 天道書樓

TA013 雨後彩虹 見證傳記 賴建鵬 宣道

CM065 伴青少年渡過掙扎期 教會事工 賴斯派瑞 中華福音神學院

DA001 聖經綱要靈修手冊 靈修 賴明芳 天恩出版社

BD004 舊約綜覽 聖經概論 賴桑 種籽

CT015 創意聖經教學 基督教教育 賴樂仁 中華福音神學院

BNT413 新約註釋 賴特 宣道

BNT414 賴特說使徒行傳（下） 新約註釋 賴特 宣道

BNT415 賴特說啟示錄 新約註釋 賴特 宣道

BC067 新約與神的子民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賴特 校園

BNT012.1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新約註釋 賴特 校園

BC068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賴特 校園

CB416 邪惡與上帝新世界 基督徒生活 賴特 校園

BD028 聖經概論 賴瑞仁 中國主日學協會

GA063 面對異端 護教 賴瑞仁 天道書樓

CC052 協助危機中的人 賴諾曼 中國學園傳道會

ITT021 還祂本相 專題式查經 賴達明 學生福音團契

KA072 漢絲 文藝 赫區曼 校園

RT021 英漢神學名詞辭典 工具書籍 趙中輝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詩裡藏真--聖經文學技巧與詮釋

以斯拉記、哈該書-建造神的家

跨界的見證-如何在多元文化下傳福音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出埃及記註釋(卷上)

出埃及記註釋(卷下)

賴特說使徒行傳（上）：第1至12章

認識耶穌的10堂課

神人(以色列先知的研究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406 夾縫中的漂泊：香港教會的行旅政治 基督徒生活 趙崇明 印象文字

KA039 當我們年輕時 文藝 趙淑俠 道聲

KA057 歸根 文藝 趙淑敏 道聲

CB254 聖筵共享 基督徒生活 趙詠琴 漢語聖經協會

CB254.1 聖筵共享 基督徒生活 趙詠琴 漢語聖經協會

CB254.2 聖筵共享（繁） 基督徒生活 趙詠琴 漢語聖經協會

CD024 盼主再來的生活 門徒栽培 趙鏞基 基督教台北純福音教會

CB212 基督徒生活 路卡杜 校園

CB215 上帝的悄悄話 基督徒生活 路卡杜 校園

CB213 以神為樂 基督徒生活 路卡杜 校園

CB223 我的鄰舍叫耶穌 基督徒生活 路卡杜 校園

CB222 擁抱耶穌的心 基督徒生活 路卡杜 校園

CB211 無懼人生 基督徒生活 路卡杜 校園

CB214 面對心的巨人 基督徒生活 路卡杜 校園

PR053.1 疾風烈火 禱告及復興 辛傑米 雅歌出版社

PR053.2 疾風烈火 禱告及復興 辛傑米 雅歌出版社

CB251 應許你敢抓嗎 基督徒生活 辛傑米、梅定恩 天道書樓

PR087 早安聖靈 禱告及復興 辛班尼 以琳書房

CF054 獨特寶貝，抓狂父母 家庭生活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INT005 耶穌是誰約翰福音十四課歸納法查經資料 新約查經 迪‧布雷斯汀 更新傳道會

CB090 當路西弗與耶洗別拜訪你的教會 基督徒生活 迪克柏諾 基督教台北純福音教會

MC401 宣教 連達傑 浸信會差傳

KA088 地老天荒 文藝 達嘉斯 基督教文藝

ITT053 研經錦囊 專題式查經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節目部 福音證主協會

KA407 沉默（電影版） 文藝

CB465 我城哀歌，時代福音 基督徒生活 邢福增 德慧文化

CT401 世上不配有的人 基督教教育 邢福增 研道社

CB457 基督徒生活 邢福增 研道社

CB105 別入錯行呀 基督徒生活 那蘭摩爾 福音證主協會

CB056 怎樣讀書 基督徒生活 那蘭摩爾 福音證主協會

PR001.1 學習禱告 禱告及復興 邦茲 中國學園傳道會

PR086 祈禱出來的能力 禱告及復興 邦茲 宣道

ITT004 自我與人生 專題式查經 邱提鴒 突破

CD012 門徒栽培 邱藹源鄧月儀林麗儀 突破

一個星期五的6小時

辛西亞, 湯白斯　

普傳恩光直到萬邦宣教入門12課

遠藤周作 立緒

被擄的記憶:選民+遺民

信仰與我-教師手冊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B%B7%C3%C3%A9P%A7%40&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startnum=1&key=publisher_id&keyword=472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M087 詩篇新調 教會事工 邵光 基道

CB022 祭壇上的心聲 基督徒生活 邵慶影 天道書樓

CC077 對話靈程 邵樟平、尹妙珍 基道

CB120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23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116 再殖化邊緣的香港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136 再殖化邊緣的香港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77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134 從生活開始基督教信仰的體驗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135 燃夢待天明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11 關社神學初探 基督徒生活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TA058 雲彩翩翩 見證傳記 郭乃弘．黄美玉 香港基督徒學會

TA058.1 雲彩翩翩 見證傳記 郭乃弘．黄美玉 香港基督徒學會

KA110 旅程 文藝 郭恩慈 突破

PR404 一切從祈禱開始 禱告及復興 郭文池 播道神學院

AVCD403 影音設施 郭文池牧師 真証傳播

BD403 加拉太書導論 聖經概論 郭漢成 基道

INT403 同歸於一得基業──以弗所書析讀 新約查經 基道

DB053 事奉生命的建立 屬靈操練 郭鴻標 基道

CD036 事奉生命的建立──認識事奉的態度、原則與恩賜 門徒栽培 郭鴻標 基道

DB056 屬靈品格的建立 屬靈操練 郭鴻標 基道

DB069 屬靈品格的建立 屬靈操練 郭鴻標 基道

CB242 朝向職場的神學 基督徒生活 郭鴻標 德慧文化

CB404 基督徒生活 印象文字

CB024 基督徒生活 鄒景平 大塊文化

CT014 認識基督教教育 基督教教育 鄧敏 福音證主協會

CM020 創意遊戲人 教會事工 鄧月娓 學生福音團契

INT051 榮辱苦樂 新約查經 鄧溥年 浸信會出版社

CM433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教會事工 鄧瑞強、趙崇明 合編 基道、香港神學院

CB443 基督徒生活 印象文字

CB451 非暴力十二問 基督徒生活 鄧紹光 印象文字

TA069 潘霍華 見證傳記 鄧紹光 文藝

MC002 差傳問答 宣教 鄭果 中信出版社

MC035 宣教 鄭果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人性的呼喚--香港教會使命的詮釋

共闖明天--讓地方教會重新得力

從生活開始--基督教信仰的體驗

第86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尋找當代英雄

郭漢成, 劉聰賜

用消費改變世界──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 鄒崇銘, 韓江雪, 楊夢瑩

你能懂--千禧蟲危機

基督徒要思考的16個信仰日常：關於靈修、讀
經、祈禱的二三事

鄧紹光

金錢萬能?差傳經費的薵募與運用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EH%B2%D0%A5%FA&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TA018 見證傳記 鄭藍 天道書樓

CB073 無冕皇帝 基督徒生活 鄭鏡明 突破

AT075 影音設施 鄭露女士 恒牽信仰諮詢中心

BOT027.1 但以理書註釋 舊約註釋 鄺炳釗 天道書樓

CB122 從聖經看如何活得更快樂 基督徒生活 鄺炳釗 天道書樓

CB122.1 從聖經看如何活得更快樂 基督徒生活 鄺炳釗 天道書樓

ITT039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傷害和迫害 專題式查經 鄺炳釗 天道書樓

ITT038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失敗、愧、罪咎 專題式查經 鄺炳釗 天道書樓

CB413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失敗、羞愧、罪咎 基督徒生活 鄺炳釗 天道書樓

ITT040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憂慮和恐懼 專題式查經 鄺炳釗 天道書樓

CB414 從聖經看如何認識和提升自己 基督徒生活 鄺炳釗 天道書樓

DA414 渴想救贖 靈修

CT023 如何帶領兒童背誦聖經 基督教教育 金培文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TA036 見證傳記 金彌耳 中國主日學協會

INT083 新約查經 金斯勒 華神出版社

INT001 馬可福音歸納式查經 新約查經 金斯勒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

CF064 孩子反叛有理？ 家庭生活 金明添 基督教文藝

CD009 門徒栽培 金根士 浸信會出版社

ITT051 人人樂研經 專題式查經 錢北斗 學生福音團契

TA075 沒有遠象的日子 見證傳記 錢北斗 學生福音團契

GA035 科學與信仰 護教 鍾峻父 宗教文化學會

DA150 靈修 鍾斯 校園

CM026 教會事工 鍾樹森 神召神學院

CM113 神經遊戲 教會事工 鍾樹森

AT087 享受主愛 影音設施 鍾銘楷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AT176 影音設施 鍾銘楷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CB168 是非曲直 基督徒生活 關啟文 宣道

CB169 基督徒生活 關啟文、戴耀廷 天地

CB172 情牽孩子心 基督徒生活 阿佬、魏雋 宣道

CT409 聖經不是從天掉下來的？ 基督教教育 阿勒特 印象文字

KA005 本班最後一個乖仔 文藝 阿濃 突破

CF055 塑造未來好男人—與你的孩子坦率談性 家庭生活 天道書樓

TA426 見證傳記 阿紫 阿紫

DA094 靈修 陳伯安 基稻田

馨香的事奉(林獻羔見證)

專題講座1突破自卑與自戀的性格

鄺炳釗, 蕭壽華, 孫國鈞等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有限公司 

中流砥柱(倪柝聲傳)

馬可福音=歸納式查經

存活寶鑑I-青少年級輔導員指南

今天也要在基督裡-生命操練365

遊戲.教室

愛主更深-導引式默想

平權?霸權?審視同性戀議題

阿特伯恩
(StephenArterburn)、史特
加(FredStoeker)

好日子-單親歲月中歷煉重生

有君尊的祭司-活潑的靈修生活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424
誰是我的鄰舍

基督徒生活 陳佐才等 突破

KA009 死啊你的毒釣在那裡 文藝 陳保羅 美門出版社

BOT023.1 以賽亞書簡釋 舊約註釋 陳偉崑 陳偉崑

BOT035.1 舊約註釋 陳偉崑 陳偉崑

BOT024.3 耶利米書大綱 舊約註釋 陳偉崑 陳偉崑

DB407 為基督的心鍛練 屬靈操練 陳健威 基稻田

CF414 家庭生活 陳健威 基稻田

CM058 香港的轉變與教會教導策略 教會事工 陳克平 福音證主協會

CM105 為何教會不像樣 教會事工 陳喜謙 福音證主協會

INT422
路加福音

新約查經 陳嘉式 基督教文藝

BNT412 路加福音 新約註釋 陳嘉式　 基督教文藝

CB412 饒恕就是釋放 基督徒生活 天道書樓

AT123 影音設施 陳士齊 基道

CT410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基督教教育 陳天祥 印象文字

AT180 影音設施 陳如炳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AT182 影音設施 陳如炳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AT181 影音設施 陳如炳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CM421 教會事工 陳孟賢 天道書樓

BD005.1 聖經總論 聖經概論 陳崇桂 福音證主協會

BD005.2 聖經總論 聖經概論 陳崇桂 福音證主協會

CB014 聖經預言與世界風雲 基督徒生活 陳希曾 活道出版社

CM111 崇拜多面體 教會事工 陳康 基道

CM106 崇拜與聖樂 教會事工 陳康 基道

AT091 千載不變 影音設施 陳恩明 福音傳播中心

AVCD401 影音設施 陳恩明牧師 真証傳播

MC029 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 宣教 陳惠文 大使命中心

RT004 大眾聖經百科全書 工具書籍 陳惠榮 天道書樓

BOT019.1 舊約註釋 陳慶文 長青文化

MC033 宣教 陳方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CB095 結伴同行 基督徒生活 陳李穎 福音證主協會

CB047 解開無聊的結 基督徒生活 陳淑娟 突破

BC021 新約背景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陳潤棠 校園

DA422 雲柱與火柱－－人生際遇的靈修旅伴 靈修 陳澤民 基督教文藝

ITT402 盼望的話語：啟示錄的十堂課 專題式查經 陳濟民 校園

哈巴谷,那鴻,撒迦利亞書簡釋

相處豈難：聖經教我群體生活的10個價值

陳國偉

從991事件看基督徒的政治良心

屬靈操練講座(三)-成為主合用的百姓

屬靈操練講座(六)-成為主合用的百姓

屬靈操練講座(四)-成為主合用的百姓

怎樣推動門徒生活操練-「勉導同行」模式面面
觀

第86屆港九培靈研經會-以主為樂、為主而活

詩篇導論--附啟應文註釋

可有可無?教會的差傳事工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3%AF%B0%EA%B0%B6%A1%40&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BNT019.3 希伯來書淺釋 新約註釋 陳玉玲 陳偉崑

BNT027.1 啟示錄淺釋 新約註釋 陳玉玲 陳偉崑

BOT022.1 雅歌書淺釋 舊約註釋 陳玉玲 陳偉崑

TA071 克里威廉小傳 見證傳記 陳福中 基督徒出版社

TA068 宋尚節小傳 見證傳記 陳福中 基督徒出版社

MT019 戴德生小傳 宣教見證 陳福中 基督徒出版社

TA072 戴德生小傳 見證傳記 陳福中 基督徒出版社

CM019 節日新意思 教會事工 陳穗寧 學生福音團契

CM017 遊戲見真我 教會事工 陳穗寧 學生福音團契

BNT009.1 加拉太以弗所書講義 新約註釋 陳終道 宣道

KA021 各各他的三個十字架 文藝 陳終道 宣道

BNT008.1 哥林多後書講義 新約註釋 陳終道 宣道

BNT019.2 希伯來書講義 新約註釋 陳終道 宣道

BNT013.2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講義 新約註釋 陳終道 宣道

BNT021 新約註釋 陳終道 宣道

CB148 由初信到成長 基督徒生活 陳終道 宣道

IOT024 聖經中的失敗者 舊約查經 陳終道 宣道

IOT414 舊約查經 陳終道 宣道

BNT011.3 腓立比歌羅西腓利門書講義 新約註釋 陳終道 宣道

MC403 走到比錢更遠的地方 宣教 陳維恩 格子外面文化

DA039.1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117 傳道書與中國思想 靈修 陳耀南 宣道

GA048 大背道 護教 陳金獅 天道書樓

BD020 聖經概論 陳錦文 陳錦文

GA026 撒但運動面面觀 護教 陳開清 聖道出版社

TA404 見證傳記 陳關韻韶

CT007 原來老師也是人 基督教教育 陳雪華 校園

CB455 神聖的淡然 基督徒生活 陳韋安 亮光文化

CB456 逆風跑的九十九隻羊 基督徒生活 陳韋安 亮光文化

CB453 天國與人間 基督徒生活 陳韋安 明風出版社

CB452 盼望．抵抗．盼望 基督徒生活 陳韋安 明風出版社

CB429 關於基督徒，我們說的其實是…… 基督徒生活 陳韋安 明風出版社

CB430 寫給你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 基督徒生活 明風出版社

ITT064 活出所信 專題式查經 福音證主協會

新約書信講義-彼得前後書講義

聖經中的得勝者-舊約人物選解

<<氧Oxygen>>3 陳繼德,張俊明,陳志強

耶穌125比喻綜覽

戰地情-生命燃在阿富汗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陳韋安, 洪麗芳

陳麗群,潘重姿,潘重剛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GA061 聖經批判 護教 陳鼓應

CF040 婚姻生活指南 家庭生活 陶德氏 基督教文藝

GP002 認識至聖者 傳福音 陶恕 基督教文藝

CB171 勝過撒但 基督徒生活 陶恕 宣道

CB160 受教的心 基督徒生活 陶恕 宣道

CB058 敬拜的真義 基督徒生活 陶恕 宣道

DA091 渴慕神 靈修 陶恕 宣道

PR033 禱告叢談 禱告及復興 陶恕等 福音證主協會

TA020 北愛爾蘭血腥仇 見證傳記 陶維德 聖道出版社

CF421 家庭生活 雅各．懷特 道聲

BC015 基督教信仰的總綱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雅各布 信義宗聯合出版部

TA414 架重恩深 見證傳記 雪峰 晨星出版社

KA104 文藝 雪爾頓 校園

CF052 不要給孩子太多 家庭生活 中國主日學協會

DB071 屬靈操練 雷安德森 基道

BC415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基道

RT028 工具書籍 雷建華、雷譚淑明 漢語聖經協會

RT029 工具書籍 雷建華、雷譚淑明 漢語聖經協會

RT030 工具書籍 雷建華、雷譚淑明 漢語聖經協會

RT014 聖經備典 工具書籍 雷振華 中國主日學協會

CB239 令人爭議的耶穌 基督徒生活 雷榮諾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B445 睇電影，學神學 基督徒生活 宣道

CB113 都市裡的基督徒 基督徒生活 雷蒙貝克 中華福音神學院

GA060 科學與聖經 護教 雷雁博 活石福音書室

CD041.1 霍利德 福音證主協會

CD041 門徒栽培 福音證主協會 

BC014 聖經預表基督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霍哲根 晨星出版社

CM078 創意無界限 教會事工 霍張佩斯 基道

TA420 見證傳記 突破

CM097 教會事工 霍華韓君時 財團法人基督教

DB025 屬靈操練 靈修事工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GA019 誰說的 護教 韋丹拿 天道書樓

EA004 入世聖徒 倫理學 韋伯 天道書樓

ITT072 為這星期五感謝神—於現今世代再思十架七言 專題式查經 韋利蒙 基道

擁抱Z世代：後基督世代的牧養思考

跟隨祂的腳?行

雷夫.麥尼爾

恰到好處-活出均衡靈命的美德

聖地靈旅（1）──耶路撒冷 雷建華

聖地靈旅1

聖地靈旅2

聖地靈旅3

雷競業, 趙崇明, 湯紹源等
　

40天學真愛：耶穌教我關係之道 

40天學真愛：耶穌教我關係之道 霍利德 Tom Holladay

當10cm遇上3cm——癌病同行的心靈札記 霍玉蓮, 蔡揚眉

改變生命的教學-教師七大定律

愛主更深--靈修默想小冊子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9p%AB%D8%B5%D8&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BC406 聖經教義與實踐〔卷一〕－上帝與聖經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韋恩．格魯登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BC408 聖經教義與實踐〔卷三〕－教會與末世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韋恩．格魯登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BC407 聖經教義與實踐〔卷二〕－基督與救恩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韋恩．格魯登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CC079 基道

CM062 你的屬靈恩賜 教會事工 韋拿 亞洲歸主協會

CC016 人到中年 韋智理和太太 浸信會出版社

CM099 崇拜歷久常新 教會事工 韋柏 基道

CB130 重尋真實的我 基督徒生活 韋爾遜 校園

BOT011.3 舊約註釋 韋特康 天道書樓

CC049 還我本性衝破性罪的捆鎖 韋約翰 突破

DB066 尋找真相 屬靈操練 韋華 世界福音動員會

GP055 更新的愛 傳福音 韋華 世界福音動員會

DB065 決不回頭 屬靈操練 韋華 世界福音動員會

MC025 走出安樂窩 宣教 韋華 世界福音動員會

CB104 樂業？餬口？ 基督徒生活 韋謝利 亞洲歸主協會

BD009 聖經無誤的再思 聖經概論 韓大輝 厄瑪奴耳團體

ITT062 開天闢地 專題式查經 韓恩爾夫婦 校園

CF405 讓孩子的愛與夢飛翔──林校長給家長的七堂課 家庭生活 印象文字

KA014 我信 文藝 韓納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TA012 歲月如流 見證傳記 章文新 基督教文藝

KA004 聖經這本書 文藝 顏路裔 道聲

TA060 見證傳記 顏路裔 道聲

INT007 脫胎換骨羅馬書個人小組研經材料 新約查經 顧傑克 校園

RT017 聖經引得 工具書籍 顧敦鍒 聖經公會

AT141 雲彩集顧逸敏先生 影音設施 顧逸敏 福音傳播中心

BNT021.1 新約註釋 顧韋恩 校園

CM016 腓力遊戲大餐 教會事工 飛越編輯組 人光出版社

MC020 征途 宣教 香港差傳事工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EA404 威權管治下的天國子民 倫理學 馬保羅 馬保羅

PR038 生活在祈禱中的人 禱告及復興 馬克基伯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AT057 不信耶穌可以嗎？ 影音設施 馬國棟 國際種籽出版社

GA018 摩門教背後 護教 馬國棟 宣道

GA046 中國民間信仰揭秘 護教 馬國棟

GA047 中國民間信仰揭秘 護教 馬國棟

真誠的關係-發掘失落了互為肢體之道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韋恩雅各布森、克萊雅各
布森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從所羅門到被擄--列王紀及歷代志之研究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韓江雪, 趙半農

靈感泉源(名人故事集)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彼得前書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
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
中心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T118 十字架與我 影音設施 馬國棟

AT167 新造的人 影音設施 馬國棟

GA044 極端！？異端！？基督教會 護教 馬國棟

GA058 護教 馬國棟

AT070 破迷去邪 影音設施 馬國棟

AT212 影音設施 馬國棟

AT213 影音設施 馬國棟

GA045 邪不能勝正 護教 馬國棟

GP048 佈道妙計 傳福音 馬國楝 香港短宣中心

CF411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

家庭生活 馬爾伏・潘納
宇宙光

CB042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基督徒生活 馬理安‧納邇遜 種籽

ITT042 少年聖經輔讀 專題式查經 馬瑞珠 香港讀經會

INT016 雅各 彼得前後 猶大書 新約查經 馬田 道聲

ITT047 八福之研究 專題式查經 馬禧弼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B004 你也能善用情緒 基督徒生活 馬赫尼 校園

MC012 如何差傳佈道 宣教 馬龍‧奧斯伯格 中國主日學協會

INT061 啟示錄淺析 新約查經 馮克明 浸信會出版社

INT061.1 啟示錄淺析 新約查經 馮克明 浸信會出版社

GP406 福音之道──基督三日三夜死亡與復活的奧祕 傳福音 馮卓根　

INT034 以弗所書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馮國泰 天道書樓

INT032 使徒行傳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馮國泰 天道書樓

INT037 使徒行傳研經導讀 新約查經 馮國泰 天道書樓

INT040 新約查經 馮國泰 天道書樓

DA045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46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38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39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40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41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41.1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42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43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DA044 靈修 馮忠強 香港讀經會

MT025 宣教見證 馮浩鎏 海外基督使團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
中心

極端?異端?[基督教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

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耶穌與佛祖(上)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耶穌與佛祖(下)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
中心

西門-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氧(10)

氧(12)

氧(2)

氧(3)

氧(4)

氧(5)

氧(6)

氧(7)

氧(8)

氧(9)

長江杏林-來華八醫師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GA014 給志強的信 護教 馮煒文 香港基教工業委員會

GP058 市井、罪人、被罪者 傳福音 馮煒文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

ITT025.2 信仰百寶箱 專題式查經 馮綺媚 宗教教育中心

ITT025.3 信仰百寶箱 專題式查經 馮綺媚 宗教教育中心

ITT022.2 關係三重奏 專題式查經 馮綺媚 宗教教育中心

BNT019.4 新約註釋 馮蔭坤 天道書樓

BA406
希伯來書（卷下）（平裝）

馮蔭坤 天道書樓

BNT013.1 帖撒羅尼迦前書註釋 新約註釋 馮蔭坤 天道書樓

BA405
帖撒羅尼迦後書（平裝）

馮蔭坤 天道書樓

BNT001.4 腓立比書註釋 新約註釋 馮蔭坤 天道書樓

BNT11.4 腓立比書註釋 新約註釋 馮蔭坤 天道書樓

BNT051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註釋卷上 新約註釋 馮蔭坤 明道社

BNT052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註釋卷下 新約註釋 馮蔭坤 明道社

BA403 馮蔭坤 校園

BA404 馮蔭坤 校園

BNT053 羅馬書註釋上册 新約註釋 馮蔭坤 校園

BNT054 羅馬書註釋下册 新約註釋 馮蔭坤 校園

KA007 猶大的懺悔 文藝 馮雅谷 華人浸信會出版協會

PR050 聖經中全備的祈禱 禱告及復興 駱其雅 中國主日學協會

CC405
情來自有方

駱詩慧 福音證主協會

CT012 準備教授聖經 基督教教育 高信 浸信會出版社

MT012 捨網給獻身宣教者 宣教見證 高力富 校園

KA046 用我一生 文藝 高力富 福音證主協會

TA073 見證傳記 高恩 選民事工差會

GP031 佈道大計 傳福音 高爾文 亞洲歸主協會

TA008 見證傳記 高爾遜 新苗出版社

DB083 屬靈操練 高登史密思 天道書樓

IOT016 傳道書研經導讀 舊約查經 高路易 天道書樓

ITT418 釋經要釋喊 專題式查經 高銘謙

ITT417 釋經要釋彩 專題式查經 高銘謙

ITT419 釋經釋出禍——處理難解的經文 專題式查經 高銘謙

CD409 聖召出聖徒：由內而外的門訓四十二章經 門徒栽培 高銘謙 天道書樓

ITT422 釋經釋出火 專題式查經 高銘謙 宣道

GA053 耶穌對天國的教訓 護教 魏司堅

希伯來書(卷上)

加拉太書註釋(上卷)

加拉太書註釋(下卷)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神的選民-猶太拉比高恩博士的見證

重生(水門事件要角自白

主的聲音-辨識、禱告及聖靈的印證

 宣道出版社

 宣道出版社

 宣道出版社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
金會

http://www.capbooks.hk/CAP
http://www.capbooks.hk/CAP
http://www.capbooks.hk/CAP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MT015 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 宣教見證 魏外揚
宇宙光

TA033 為主受苦 見證傳記 魏恩波 中國信徒佈道會

CF015 兒童點想入門 家庭生活 魏悌香 長頸鹿文化

DA121 上帝的聲音 靈修 魏樂德 校園

DB078 靈性操練真諦 屬靈操練 魏樂德 校園

DB415 屬靈操練 天道書樓

CB245 葡萄樹的秘密 基督徒生活 魏肯生 福音證主協會

CT030 葡萄樹的秘密 基督教教育 魏肯生 福音證主協會

PR094 禱告及復興 魏肯生 福音證主協會

DB419 靈的突破 屬靈操練 天道書樓

TA055 我是越共戰俘 見證傳記 魯列奇夫婦
宇宙光

CB066 逍遙人生 基督徒生活 魯宗 突破

KA081 魔術家的外甥 文藝 魯益師 基督教文藝

DB421 禱告的奧秘 屬靈操練 魯益師 校園

KA408 開往天堂的巴士 文藝 魯益師 校園

PR028 禱告及復興 魯益師 校園

PR018 躍入禱告之海 禱告及復興 鮑伯．威海 橄欖

BNT405 新約註釋 鮑會園 天道書樓

BNT409 歌羅西書（平裝） 新約註釋 鮑會園 天道書樓

BC402 先知職在以色列的發展史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鮑根索 公教進行社

BA402
《歌羅西書與腓利門釋讀》

鮑維均 天道書樓

BC416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鮑維均 天道書樓

BC046 古道新釋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鮑維均 漢語聖經協會

KA030 人子 文藝 鹿橋 遠流出版公司

RT019 袖珍聖經手冊 工具書籍 麥偉儀 國際聖經協會

CF037 更深的合一基督徒的婚姻關係 家庭生活 麥偉恩

IOT412 舊約查經 麥兆輝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CF022 家庭生活 麥克‧楊基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CF023 家庭生活 麥克‧楊基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CF020 孩子聽你那一套嗎？ 家庭生活 麥克‧楊基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CF021 孩子聽你那一套嗎？ 家庭生活 麥克‧楊基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CC064 麥哥登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B145 蒙福的生命 基督徒生活 麥哥登 天道書樓

DA092 靈修 麥哥登 福音證主協會

30天靈的突破 魏肯生

雅比斯的禱告-心靈扎記

魏肯生 

魯益師論禱告飛鴻22帖

啟示錄（平裝)

從記念神恩到重整現實──聖經節期的神學反
思

箴言書反思-從愚昧到智慧

Y世代教養高手

Y世代教養高手

男人，你是誰？--解讀男人隱密的心靈世界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心意更新-如何調整內心生活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C3Q%AA%D6%A5%CD+%28Dr.+Bruce+Wilkinson%29&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C3Q%AA%D6%A5%CD+%28Dr.+Bruce+Wilkinson%29&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M096 鐵磨鐵信箱 教會事工 麥希真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

BOT013.1 歷代志注釋 舊約註釋 麥康威 基督教文藝

IOT410 舊約查經 天道書樓

DB009 屬靈操練 麥格夫 天道書樓

MT013 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傳 宣教見證 麥沾思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C053 信仰與心理 麥爾琴‧朱扶士 種籽

CM069 做個好領袖 教會事工 麥瑞福 橄欖

PR037 天路之旅 禱告及復興 麥葛福 校園

GA015 千載懸疑 護教 天道書樓

GA057 鐵證待判 護教 更新傳道會

DA003 靈修 麥陳永萱 香港讀經會

BC025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黃一成 天恩出版社

CM076 教會音樂與崇拜 教會事工 黃佑新 基督教文藝

ITT405 專題式查經 黃儀章 天道書樓

CB426 祝福學生 基督徒生活 黃剛　 陳湘記圖書

IOT406 剛強壯膽回應上帝的應許──約書亞記析讀 舊約查經 黃嘉樑 基道

IOT403 在曠野中與上帝同行──民數記析讀 舊約查經 黃嘉樑 基道

BD402 舊約先知書要領 聖經概論 基道

CC069 黃嚴麗慈 環球天道

CF074 你就是父母教練 家庭生活 黃夏成 格子外面文化

BOT416 「等他自己情願」：雅歌的愛情故事 舊約註釋 黃天逸 天道書樓

CF416 為成長說故事 家庭生活 天道書樓

PR002 諉讓我們學禱告 禱告及復興 黃孝亮 校園

AT153 影音設施 黃少炳 環球電台國際華語事工

CF056 童書是童書 家庭生活 黃廼毓 宇宙光

TA405 見證傳記 黃志偉牧師 基督教牧愛會

KA401 水上人家－－筲箕灣人介紹筲箕灣 文藝 黃敬業 WarriorBooks

GP045 傳福音 黃文雄
台福傳播中心

CB091 第二輯橫的剖視 基督徒生活 黃日強 浸信會出版社

DA011 靈修 黃暢豪 香港讀經會

DA008 靈修 黃暢豪 香港讀經會

DA009 靈修 黃暢豪 香港讀經會

AVCD402 影音設施 黃朱倫牧師 真証傳播

INT052 新約查經 黃浩儀 明道社

舊約文學與神學-先知書
麥康維爾 (Gordon 
McConville)

為何?讓我這樣痛苦地活下去？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麥道?

麥道?

聖道日糧(1)

第7個男人-耶穌十架救贖再思

創世記12-50章的生命信息：藉我賜恩福

黃嘉樑, 梁國權, 雷建華

活出彩虹-自閉証及學習困難兒童訓練課程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黃天逸

祂!再給我一次機會

生命的迴響-在囚人士心聲文集

有愛才有羊-個人談道造就栽培手冊

每日靈糧(復活與更生)

每日靈糧(教會我家)

每日靈糧(聖徒生活)

第86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平凡中的智慧人生

以弗所書-在基督裡合一的新群體(附研習本)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6%C0%A4%D1%B6h+&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INT423
與人同在的彌賽亞君王：馬太福音析讀（上）

新約查經 黃漢輝 基道

INT424
與人同在的彌賽亞君王：馬太福音析讀（下）

新約查經 黃漢輝 基道

INT425 新約查經 黃漢輝 基道

INT426 新約查經 黃漢輝 基道

BOT414 生命時節 舊約註釋 黃福光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INT009.2 新約查經 黃耀銓 國際種籽出版社

INT009 好信徒每日讀經課程羅馬書、以弗所書 新約查經 黃耀銓 國際種籽出版社

EA008 基督教道德觀與中國倫理 倫理學 黃華節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CF407 童書非童書 家庭生活 黃迺毓、李坤珊、王碧華 宇宙光

CB409 基督徒不是傻瓜 基督徒生活 黃遠志
餅和魚出版社

CB409.2
基督徒不是傻瓜

基督徒生活 黃遠志
餅和魚出版社

BD021 聖經概論 黃錫木 基道

BD022 聖經概論 黃錫木 基道

BD406 福音書總論與馬可福音導論 聖經概論 黃錫木 基道與國際聖經

BA401 四福音與經外平行經文合參 聖經 漢語聖經協會

BD021.1 聖經概論 黃鍚木 基道

BD022.1 聖經概論 黃鍚木 基道

DB420 讓明光透視：邁向整全的靈命塑造 屬靈操練 黃韻妍 天道書樓

TA421 當差來的天使走了 見證傳記 突破

PR061 愛手回春 禱告及復興 黎恩．赫翠德 中國主日學協會

CB018 緊張的基督徒 基督徒生活 黎拓博士

CB044 屬靈的氣質 基督徒生活 黎曦庭 天道書樓

CC022 如何克服抑鬱 黎曦庭 種籽

IOT402 舊約查經 黎永明 明道社

GA025 殊途同歸 護教 黎登奧 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CD040 活出獨一無二的你 門徒栽培 黎艾理 福音證主協會

PR068 禱告及復興 默艾德 高示有限公司

PR069 禱告及復興 默艾德 高示有限公司

TA053 齊克果日記 見證傳記 齊克果 水牛出版社

ITT077 聖經釋讀：摩西五經 專題式查經 龍維忠 播道會文字部

MC007 人的工作？神的工作？ 宣教 龍維耐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

MC016 踏上宣教之路 宣教 校園

MT014 另一種鼓音四個回應宣教的故事 宣教見證 龍蕭念全 基督教福音證主協會

KA061 我為什麼還是個基督徒 文藝 龔漢斯 基督教文藝

馬太福音析讀(卷上)

馬太福音析讀(卷下)

好信徒-羅馬書、以弗所書

聖經鳥瞰(基礎篇)

聖經鳥瞰(進深篇)

黃錫木

聖經鳥瞰(基礎篇)

聖經鳥瞰(進深篇)

黎婉嫻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
會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士師風雲──如何克勝個人主義--（修訂版）

屬靈爭戰指南(上冊)

屬靈爭戰指南(下冊)

龍維耐.蕭念全

https://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6%C0%BF%FC%A4%EC&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BE%A4%B0%FB%BC_&startnum=1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GP001 我為甚麼還是個基督徒 傳福音 龔漢斯 基督教文藝

CB012 基督徒生活 龔立人 香港基督徒學會

AVCD055 波斯灣的呼聲 影音設施 G.C.C.I.2002

BA005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聖經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RT024 看聖經學英語 工具書籍 LIVE ABC

BEC013 Daniel/Hosea/Joel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3 Deuteronomy/Joshua/Judge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22 Epistles of Peter /John /Jude /Revelation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2 Ezekiel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7 Ezra /Nehemiah /Esther /Job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20 Galatians /Ephesians /Philippians /Colossian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7 Gospel of John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6 I & II Chronicle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5 I & II King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21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9 I Corinthian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1 Index to the Pulpit Commentary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0 Isaiah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1 Jeremiah /Lamentation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2 Leviticus /Number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6 Mark /Luke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5 Matthew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9 Proverbs /Ecclesiastes /Song of Solomon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4 Ruth /I & II Samuel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14 AmostoMalachi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BEC008 The Psalms 英文註釋 MacDonald Publishing Co

MT402 宣教見證 OMF International

AV035 聖地與哈什米約王國 影音設施 Sami Awwad

BA002 The Bibl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聖經 The Bible Societies

BA006 GoodNews Bible Today's English Version 聖經 United Bible Society

AT162 影音設施

CM027 青年福音事工研討會 教會事工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

ACDM018 深長的愛 影音設施 中國信徒佈道會

EA011 福音信仰與社會倫理 倫理學 中國神學研究院

願你國降臨--對社會靈修學的神學反省

I & II Thess. /Timothy /Titus /Philemon /Hebrews 
/James

惟獨基督-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

Disney's Aladdin-音樂小舞台
Walt Disney Music 

Company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GA027 進化論批判文選 護教

CB087 港粵澳名牧生平 基督徒生活 中華基督徒送書會

RT016 聖經人名小百科 工具書籍 人光出版社

AT082 影音設施 以勒基金

AT083 影音設施 以勒基金

AT084 影音設施 以勒基金

DA079 靈修 以琳書房

DA080 靈修 以琳書房

DA081 靈修 以琳書房

AT158 影音設施 偉訊製作有限公司

INT410 新約查經 加拿大恩福協會

AVCD043 十架之謎復活之謎 影音設施 加拿大恩雨之聲

AVCD047 復國之謎 影音設施 加拿大恩雨之聲

AVCD046 影音設施 加拿大恩雨之聲

CM046 團契參考手冊 教會事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AVCD038 影音設施 國度雜誌

ACDP038 新約聖經聆聽版（使徒行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39 新約聖經聆聽版（使徒行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4 新約聖經聆聽版（加拉太書及以弗所書）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3 新約聖經聆聽版（哥林多前及後書）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2 新約聖經聆聽版（哥林多前書）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7 新約聖經聆聽版（希伯來書）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6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9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36 新約聖經聆聽版（約翰福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37 新約聖經聆聽版（約翰福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0 新約聖經聆聽版（羅馬書）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1 新約聖經聆聽版（羅馬書）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5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33 新約聖經聆聽版（路加福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34 新約聖經聆聽版（路加福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35 新約聖經聆聽版（路加福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48 新約聖經聆聽版（雅各書．彼前及彼後）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ACDP031 新約聖經聆聽版（馬可福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中華基督徒科學證道會
出版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1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2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3

活潑的生命1994年7月

活潑的生命1994年8月

活潑的生命1994年9月

唱和集(2)

活在基督裏: 歌羅西書進解

永生之謎-恩雨簡介

非洲大復興-百萬人歸主實況

新約聖經聆聽版（提前．提後．提多及腓利門
書）

新約聖經聆聽版（約一．約二．約三．猶大書
）

新約聖經聆聽版（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前
及帖後）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CDP032 新約聖經聆聽版（馬可福音） 影音設施 國際聖經協會

BA009 當代聖經 聖經 國際聖經協會

TA402 見證傳記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天澤堂

TA063.1 見證傳記 基督教互愛中心

TA063.2 見證傳記 基督教互愛中心

TA063.3 見證傳記 基督教互愛中心

KA074 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 文藝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KA032 死蔭幽谷 文藝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KA019 耶穌的比喻 文藝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KA052 計劃 文藝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KA040 天路歷程 文藝 基督福音書房

KA079 文藝 基督福音書房

EA017 人子的相薄 倫理學 基道

ITT041 專題式查經 基道

AVCD057 心應心 影音設施 基道

CC051 活出夢想重建破碎的夢 基道

AV007 化石證明 影音設施 天道傳道協會

AV010 大地之源 影音設施 天道傳道協會

AV009 物種之源 影音設施 天道傳道協會

AV008 生命之源 影音設施 天道傳道協會

ACDM001 主是我力量 影音設施 天道書樓

ACDM005 我心你心分享心 影音設施 天道書樓

ACDM007 我心你心渴慕心 影音設施 天道書樓

ACDM003 我心我心敬拜心 影音設施 天道書樓

BA010 新譯本一載聖經 聖經 天道書樓

EA001 是非黑白 倫理學 天道書樓

ACDM006 清心敬拜 影音設施 天道書樓

CF060 家庭生活 天道書樓

ACDM002 至高者的隱密 影音設施 天道書樓

ACDM015 輕鬆聽 影音設施 天道書樓

ITT029 八彩人生 專題式查經 學生福音團契

ITT030 八彩人生 專題式查經 學生福音團契

KA077 我敢叫他爸爸 文藝
宇宙光

AVCD001 影音設施 守望事工團

天水圍12門徒

浪匯-基督教互愛中心銀禧見証集

浪匯-基督教互愛中心銀禧見証集

浪匯-基督教互愛中心銀禧見証集

天路歷程-連環圖

屬靈生命的素質(組長本)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父母成長-心靈手冊

轉化--城市變革的記實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ITT025 信仰百寶箱認識信仰的內容 專題式查經 宗教教育中心

ITT024 勇赴屬靈陣認識屬靈的戰爭 專題式查經 宗教教育中心

ITT026 另眼看世界擺脫舊有價值觀 專題式查經 宗教教育中心

CF041 婚姻之鑰 家庭生活 宗教教育中心

ITT023 恩賜好管家善用天賦的才幹 專題式查經 宗教教育中心

CD031 門徒栽培 宗教教育中心

CD033 門徒栽培 宗教教育中心

CD032 門徒栽培 宗教教育中心

KA076 文藝 宗教教育中心

ITT070 笑踏風雨路克服人生的困難 專題式查經 宗教教育中心

ITT027 鏡裏尋真我認識真正的自己 專題式查經 宗教教育中心

ITT022 關係三重奏建立互愛的群體 專題式查經 宗教教育中心

AT005 影音設施 宣道

AT036 影音設施 宣道

AT039 影音設施 宣道

AT037 影音設施 宣道

AT040 影音設施 宣道

AT038 影音設施 宣道

AT041 影音設施 宣道

AT006 影音設施 宣道

AT007 影音設施 宣道

AT163 影音設施 宣道

KA037 恩雨選集 文藝 宣道

AT049 影音設施 宣道

AT050 影音設施 宣道

RT005.A 工具書籍 宣道

AVCD062 影音設施 家庭基建有限公司

ACDT005 啟發創意的藝術 影音設施 家庭基建有限公司

CM050 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 教會事工 崇基學院神學組

CB101 死死生生 基督徒生活 崇基學院神學組

GP021 豐盛的褔音 傳福音 崇基學院神學組

GP030 個人談道六訣 傳福音 工業褔音團契

GP032 工業佈道異象策略投身 傳福音 工業褔音團契

GP036 佈道叉初深 傳福音 建道神學院

效法基督小組查經-忠勇的門徒

效法基督小組查經-星光導我行

效法基督小組查經-良善的僕人

笑有時-教會幽默集

中國之情與結專題三宇宙有情抑無情(一)

光明背後1

光明背後1

光明背後2

光明背後2

光明背後3

光明背後3

基督徒97留港須知

基督徒97留港須知

基督徒97留港須知(2)-重建港人97新希望

溫偉耀先生專題講座2屬靈操練的實踐作個八
十年代的屬靈人

溫偉耀先生專題講座2屬靈操練的實踐作個八
十年代的屬靈人

聖經家譜1紙通

女人最想要甚麼?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KA022 心束 文藝 建道神學院

AVCD005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34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018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023 上帝的眼淚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45 上帝的眼淚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CDM017 上帝聽禱告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60 世紀龍門陣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019 再生奇人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CDM020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63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09 基督傳奇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24 基督復活世紀專輯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41 天作之合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021 天使之城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36 天使之城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56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16 如果還有明天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20 愛‧也許不易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28 愛是不保留亞洲英雄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30 愛的奇蹟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22 愛的陶造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T042 啟示錄之不解之謎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15 晚九朝五……後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52 珍惜眼前人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59 生命因袮傳奇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26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13 生命愛動聽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39.1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39.2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020 祂伴我同行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42 神彩飛揚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CDM019 福愛滿人間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02 科學神蹟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21世紀挪亞方舟之謎

21世紀挪亞方舟之謎

UFO新紀元天外迷惑

基督2000HappyBirthdaytoJesus

基督2000愛你千萬年

天地不容VS天地動容

生命天使真實故事1

生命揸Fit人

生命揸Fit人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VCD006 穌哥智慧精粹優勝之道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07 蔡少芬「愛的禮盒」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18 賭神之神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54 賭神之謎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T023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T024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17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027.1 靈界大迷惑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027.2 靈界大迷惑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T053 靈界棟篤笑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50 非典型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51 非典型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37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03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64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08 齊人之災 影音設施 影音使團

AVCD011 找那愛源 影音設施 恩雨之聲

ACDM008 展望 影音設施 懲教署

ACDM010 展望 影音設施 懲教署

INT054 新約查經 播道會文字部

INT022 偉大的傳人保羅研讀全本聖經的分級課程 新約查經 播道會文字部

IOT005 戰地實錄 舊約查經 播道會文字部

INT053 新約查經 播道會文字部

CT010 瞭解學生 基督教教育 播道會文字部

INT056 新約查經 播道會文字部

AT156 教會司琴 影音設施 教會司琴培訓中心

GP035 福音策略 傳福音 教會更新研究發展中心

ACDM021 燃燒為主 影音設施 新心音樂事工

TA403 職場啟奏 見證傳記 時代論壇

INT401 新約查經 更新傳道會

BA001 聖經 更新傳道會

AVCD061 嬰孩奉獻禮過程範例 影音設施 更新資源

AT147 影音設施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AT148 影音設施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迷離交?點

迷離交?點

這一天,世界變了能活著真好

香港創世紀-星光伴彩虹1

馬太福音戰火啟示--耶穌是誰

黃毓民愛的禮盒2

來得生命-研讀約翰福音(上)

活在盼望中-研讀彼得前後書、詩篇選讀

這就是愛-約翰福音(下)

仰望基督-歌羅西書(九課歸納法查經資料)

聖經-尋道本

親子密語(第一輯)

親子密語(第一輯)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T149 影音設施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INT010 以弗所書研經材料 新約查經 校園

INT041 新約查經 校園

TA015 畢業生的故事 見證傳記 校園

INT025 你的道路在深海中 新約查經 校園團契出版社

MT027 跨文化之旅導引 宣教見證 海外基督使團

DA083 天色常藍 靈修 海天書樓

BA033 聖經 海天書樓

DA084 花香滿徑 靈修 海天書樓

AVCD048 以利亞 影音設施

AT085 人依何而生人需地幾何 影音設施 浸信會傳播中心

AT034 息息相關的靈修生活 影音設施 浸信會傳播中心

AT090 日光之下寓道播音劇 影音設施 浸信會傳播中心

AT145 讚美上主管風琴聖詠曲 影音設施 浸信會傳播中心

DB416 屬靈操練 浸信會出版社

DB418 京都靈旅 屬靈操練 浸信會出版社

MT401 在神凡事都能－陳平明自傳 宣教見證 浸信會出版社

CM029 教會與其各部事工 教會事工 浸信會出版社

CM409 教會事工 浸信會出版社

CM056 浸信會手冊 教會事工 浸信會出版社

GA022 真道查經問答彙編 護教 浸信會出版社

GP005 真道查經問答彙編 傳福音 浸信會出版社

ITT056 簡要聖經課程 專題式查經 浸信會出版社

KA035 聖經漫談 文藝 浸信會出版社

CM085 聖詩史話 教會事工 浸信會出版社

GP008 道種 傳福音 浸信會出版社

CB461 靈性保溫百家被 基督徒生活 浸信會出版社

TA401 香港基督教會史 見證傳記 浸信會出版社

BNT001.1 馬太福音注釋 新約註釋 浸信會出版社

ITT415 華夏頌揚－華文讚美詩之研究 專題式查經 浸信會出版社 

CB173 走過才知不孤單 基督徒生活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KA050 寄 文藝 溫城中國基督徒團契

KA059 寄 文藝 溫城中國基督徒團契

BA034 聖經 漢語聖經協會

親子密語(第一輯)

歌羅西書研經材料(附研經指南、英文結構分析)

聖經啟導本(增訂新版)

海麗唱片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MAP 默觀禱告入門增訂本

敬拜GuideBook

馬可福音、希伯來書(新漢語譯本、和合本並排版)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VCD044 影音設施

AT035 他們的期待‧你我的挑戰 影音設施 環球電台國際華語事工

DA022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8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0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9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88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4 心的改造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6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5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4 歷史書一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7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1 符類福音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3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7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2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13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0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1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8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9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6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4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5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2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33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6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5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DA027 靈修 生命文化事業

AT164 影音設施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CB144 神是我的亮光 基督徒生活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AVCD049 影音設施 真証傳播

AVCD019 向生命致敬 影音設施 真証傳播

TA070 見證傳記 真証傳播

耶穌是誰? 瑪納二000年有限公司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先知書(一)

先知書(三)

先知書(二)

大衛-一代君王生命的柔情處

歷史書(三)詩歌書(一)

歷史書(二)

氣Oxygen1

約翰書信/其他書信

詩歌書(二)

讀經系列(摩西五經一)

讀經系列(摩西五經二)

透視生命內涵的真情-約伯

透視生命內涵的真情-耶利米

透視生命對神的豪情-亞伯拉罕

透視生命對神的豪情-摩西

透視生命異象的激情-但以理

透視生命異象的激情-彼得

透視生命異象的激情-彼得

透視生命異象的激情-約書亞

透視生命異象的激情-約書亞

靈的改造/公平.正直.公義

靈的改造/敬拜.禱告.聖潔

靈的改造/甦醒.良善.智慧

淨化心靈-由寧開始

入境故事-誰可改變

向生命致敬-廿八個真實動人的故事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AVCD032 向生命致敬入境故事誰可改變 影音設施 真証傳播

AVCD058 影音設施 神州傳播會

AV031 但願人長久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11 吼叫的獅子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CC048 福音傳播中心

AT008 寶寶故事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28 從練功到破功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01.1 愛是永不止息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01.2 愛是永不止息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01.3 愛是永不止息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01.4 愛是永不止息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14 愛溢虹伶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32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15 是苦也是甜美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13 的士司機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33 藝人之家生命傳真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T177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T150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T043 雲彩集林路德先生見証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T044 雲彩集陳嘉賢小姐見証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CD004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AV012 黑暗中的色彩 影音設施 福音傳播中心

CT004 基督教教育 福音團契書局

AT010 豬的傾向 影音設施 福音團契書局

CM051 三自與香港教會前景 教會事工 福音證主協會

EA010 人生黑白篇 倫理學 福音證主協會

AT011 全家福 影音設施 福音證主協會

KA049 在這磐石上 文藝 福音證主協會

CF005 家庭生活 福音證主協會

CF039 恩愛綿綿 家庭生活 福音證主協會

AVCD010 耶穌腳蹤 影音設施 福音證主協會

AVCD040 耶穌腳蹤 影音設施 福音證主協會

AVCD012 影音設施 福音證主協會

BA007 聖經 福音證主協會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

家變︰危機？轉機？--基督徒面對家庭問題的態度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我的祖先是「馬騮」?

雲彩集-林伯母見証

雲彩集-謝蓉小姐見証

靈異情報--氣功與特異功能

實物教材1

培育幼苗--孩子的養與教

聖地縱橫5000年

聖經(串珠.註釋本)新約全書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MT029 驛動的心 宣教見證 福音證主協會

ACDM011 復興的火 影音設施 福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C020 聖經史地．背景．神學 種籽

CB013 一載相識 基督徒生活 突破

CC027 交友指南針 突破

ACDT003 加力在逆境 影音設施 突破

ACDT002 天父手男人夢 影音設施 突破

ACDT004 女人妳的名字是… 影音設施 突破

ACDT010 影音設施 突破

ACDT009 如何處理焦慮與壓力 影音設施 突破

ACDT001 子女和睦共處秘笈 影音設施 突破

CB054 尋根篇 基督徒生活 突破

ACDT006 影音設施 突破

ACDT007 影音設施 突破

ACDT008 影音設施 突破

AT122 香港雲起時 影音設施 突破

BA004 聖經 美國聖經公會

INT011 生命變更書卷研經系列以弗所書 新約查經 聖徒裝備事工中心

INT015 生命變更書卷研經系列彼得前書 新約查經 聖徒裝備事工中心

GP015 救贖經題 傳福音 聖文社出版社

ITT049 歷史的改造者耶穌 專題式查經 聖經公會

BA008 聖經 聖經公會

DA082 靈糧 靈修 聖經廣播會

AT058 影音設施 臺灣福音書房

CD004 門徒栽培 角聲出版社

CD002 信徒品德（第四冊） 門徒栽培 角聲出版社

CD003 門徒栽培 角聲出版社

CD001 與神同行（第三冊） 門徒栽培 角聲出版社

ITT069 豐盛 專題式查經 角聲出版社

KA074 當代小說選粹 文藝 讀者文摘

ACDM016 愛我願意 影音設施

AV026 乘風 影音設施 路德傳播中心

AV029 黑暗中的曙光 影音設施 路德傳播中心

PR039 日用禱文 禱告及復興 道聲

聖經研究--詩歌書總論至耶利米哀歌

交友．戀愛．婚姻．
輔導

如何培育子女的EQ

遇上有情人講座1,2

遇上有情人講座3,4

遇上有情人講座5

新約全書(中英文對照)

聖經(現代中文譯本)

兒童故事1(迦密山上的實驗,聖靈今在我心內)

仰望基督7冊

成長之旅6冊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GP010 路的盡頭 傳福音 遠東廣播公司

AT151 三福福音詳述示範 影音設施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KA011 大學講章 文藝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CM080 新頌恩詩集 教會事工

CF045 橋 家庭生活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CM404 小組遊戲帶領技巧－－從概念到實踐 教會事工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B010 基督徒生活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08 基督教信仰與香港社會發展 基督徒生活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07 基督徒生活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09 普世教會運動對政治經濟的反省 基督徒生活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76 燃夢待天明 基督徒生活 香港基督徒學會

CB006 香港人‧故事‧神學 基督徒生活 香港基督徒學會

AT030 影音設施

AT032 影音設施

AT031 影音設施

AT033 影音設施

AT029 影音設施

AV034 短宣運動與我 影音設施

AT012 神慈母心 影音設施

AV024 神與佛 影音設施

AVCD053 霞姐的木頭車 影音設施

AV022 靈界揭秘 影音設施

AT178 影音設施

ACDM014 齊唱短歌第一集 影音設施

ACDM013 齊唱短歌第四集 影音設施

AT146 影音設施 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

TA408 標竿抗癌見証集 見證傳記

AV016.1 耶穌傳 影音設施 香港學國傳道會

AV016.2 耶穌傳 影音設施 香港學國傳道會

PR072 禱告及復興 香港學園傳道會

PR074 禱告及復興 香港學園傳道會

PR075 禱告及復興 香港學園傳道會

PR073 禱告及復興 香港學園傳道會

PR071 禱告及復興 香港學園傳道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
道會

基督教信仰與今日的世界經濟--普世教會協會研究
文件

時代的把脈--福音與香港社會的邊緣人

民間信仰大揭秘(上)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民間信仰大揭秘(上)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民間信仰大揭秘(下)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民間信仰大揭秘(下)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民間信仰大揭秘之2個棄假歸真的個案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

齊唱短歌-第四集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
會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
會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
會

齊唱新歌10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
聯會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兒童少年篇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為香港一百萬小時敬拜讚
美宣告祈禱手冊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為香港一百萬小時敬
拜讚美宣告祈禱手冊(II)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見證集

主啊﹗求你教我們禱告--讓我們得自由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PR085 禱告及復興 香港學園傳道會

AV036 耶穌傳 影音設施 香港學園傳道會

AT119 耶穌傳根據路加福音而編寫 影音設施 香港學園傳道會

AVCD014 誰是我的鄰舍 影音設施 香港學園傳道會

ITT050 讀經之路 專題式查經 香港教會書室

CM406 教會事工 香港浸信會醫院

AT144 影音設施 香港神的教會影音部

AV030 家庭重補的福音 影音設施 香港福音有限公司

ACDM012 兒童歌集 影音設施 香港聖樂服務社

INT404 新約查經 香港聖經公會

INT405 新約查經 香港聖經公會

INT406 新約查經 香港聖經公會

BA003 聖經 聖經 香港聖經公會

BA012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 聖經 香港聖經公會

ITT061 聖經研讀栽培小組 專題式查經 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

DA052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53 靈修 香港讀經會

BD013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聖經概論 香港讀經會

ITT048 新約輔讀 專題式查經 香港讀經會

DA047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48 靈修 香港讀經會

ITT008 智慧的發現 專題式查經 香港讀經會

DA055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58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2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4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8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4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5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8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56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59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3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5 靈修 香港讀經會

得勝的子民-祈禱手冊

心呼吸-關顧患者情緒錦囊

再攀高?

伴你高飛．青少年輔讀聖經-何西阿書、阿摩司書
、約拿書(30天讀經材料)

伴你高飛．青少年輔讀聖經-啟示錄(30天讀經材料)

伴你高飛．青少年輔讀聖經-腓、西、門(30天讀經
材料)

少年聖經輔讀(約翰福音下)

少年聖經輔讀(路加福音上)

新約輔讀(卷上)

新約輔讀(卷下)

每日讀經釋義(1)1986年

每日讀經釋義(1)1987年

每日讀經釋義(1)1988年

每日讀經釋義(1)1989年

每日讀經釋義(1)1990年

每日讀經釋義(1)1992年

每日讀經釋義(1)1993年

每日讀經釋義(1)1997年

每日讀經釋義(2)1986年

每日讀經釋義(2)1987年

每日讀經釋義(2)1988年

每日讀經釋義(2)1989年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DA069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1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0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6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0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2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6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57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1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67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3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77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51 沒藥汁 靈修 香港讀經會

CB099 活力的源頭 基督徒生活 香港讀經會

ITT059 經中尋寶 專題式查經 香港讀經會

DA049 靈修 香港讀經會

DA050 靈修 香港讀經會

ITT060 讀經動力教會推動讀經指引 專題式查經 香港讀經會

AT047 影音設施 香港讀經會

AT048 影音設施 香港讀經會

AT074 影音設施 香港讀經會

MT403 生命從心開始 宣教見證 香港電台

CM004 打開話題 教會事工 高接觸有限公司

ACDM004 影音設施 高接觸有限公司

ACDP009 「凡求者得也」 影音設施

ACDP025 影音設施

ACDM009 影音設施

ACDP027 影音設施

ACDP007 以國權榮皆爾所有 影音設施

AVCD023 但願人長久 影音設施

AV017 影音設施

ACDP006 俾勿我試拯我出惡 影音設施

GP019 個人傳道訓練課程 傳福音

AVCD035 優勝之道 影音設施

每日讀經釋義(2)1990年

每日讀經釋義(2)1991年

每日讀經釋義(3)1987年

每日讀經釋義(3)1989年

每日讀經釋義(3)1990年

每日讀經釋義(3)1991年

每日讀經釋義(3)1996年

每日讀經釋義(4)1986年

每日讀經釋義(4)1987年

每日讀經釋義(4)1989年

每日讀經釋義(4)1991年

每日讀經釋義(4)1996年

舊約輔讀(卷上)

舊約輔讀(卷下)

香港讀經會二十六週年讀經導題研討會聖經與
人生

香港讀經會二十六週年讀經導題研討會聖經與
人生

香港讀經會二十六週年讀經導題研討會聖經與
人生

敬拜OK

「零風險」投資--捐輸的屬靈策略與回報

2005真愛可等待

今生與永恆--灑脫而進取的生命情操

保守合一的心--千禧貞潔講座



索書號 中文名稱 分類名稱 作者／講員 出版社

CB244 創世記點燃敬拜之火 基督徒生活

CM021 創意破冰遊戲 教會事工

ACDP021 影音設施

AVCD027 向生命致敬 影音設施

AVCD033 地蔑廚神 影音設施

DA113 天天話出神話語 靈修

CF073 孩子的路自己走 家庭生活

AT154 影音設施

IOT012 舊約查經

ACDP020 影音設施

AVCD029 愛是不保留 影音設施

ACDP018 愛的同在 影音設施

ACDP015 愛的寬宏 影音設施

ACDP012 愛的恩典 影音設施

ACDP016 愛的感恩 影音設施

ACDP013 愛的承擔 影音設施

ACDP014 愛的服侍 影音設施

ACDP017 愛的相遇 影音設施

ACDP010 愛的福音 影音設施

ACDP011 愛的順服 影音設施

ACDP001 我父在天 影音設施

ACDP004 所需之糧今日賜我 影音設施

ACDP026 影音設施

AV025 棄假歸真 影音設施

ACDP024 影音設施

KA010 歷史的改造者 文藝

AT112 永恆的愛 影音設施

AVCD021 流氓牧師 影音設施

ACDP023 影音設施

ACDP008 爰及世世誠心所願 影音設施

ACDP003 爾旨得成在地若天 影音設施

AVCD025 影音設施

ACDM022 影音設施

AVCD031 聖地縱橫 影音設施

向人推薦自己--怎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

小音符詩歌集貨(1)-施比愛更為有福

尼大人-尼希米記查經

從高峰到深淵經歷--「三層天」與「一根刺」

新造的人--活出轉化了的屬靈生命

榮光的職事--上帝要怎樣的人去事奉祂

火浴鳳凰--跟苦難交個朋友

生命天使3

經動人心-人際關係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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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006 工具書籍

MC021 胸懷普世邁入禾場宣教呼聲與認領行動 宣教

ACDP022 影音設施

ACDP019 影音設施

CD027 門徒栽培

AT026 影音設施

GA021 青年信仰問題 護教

ACDP002 願爾名聖爾國臨格 影音設施

聖經百科全書I

誇口--怎樣評價自己?

軟弱與剛強--寶貝與瓦器

連結於神的家-團契生活

靈幻懸謎資訊分析+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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