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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30.0001 聖經總論 聖經大綱 繁體 李饒伯 道聲出版社
130 130.0002 聖經總論 賽氐簡明注釋 繁體 賽爾哈默 天道書樓
130 130.0003 V.1 聖經總論 聖經研究1 粵語 種籽出版社
130 130.0003 V.2 聖經總論 聖經研究2 繁體 種籽出版社
130 130.0003 V.3 聖經總論 聖經研究3 繁體 種籽出版社
130 130.0003 V.4 聖經總論 聖經研究4 繁體 種籽出版社
130 130.0003 V.5 聖經總論 聖經研究5 繁體 種籽出版社
130 130.0003 V.6 聖經總論 聖經研究6 繁體 種籽出版社
130 130.0004 聖經總論 經訓類纂 繁體 丁良才 證道出版社
130 130.0005 C.1 聖經總論 聖經概要 繁體 Null
130 130.0005 C.2 聖經總論 聖經概要 繁體 Null
130 130.0006 聖經總論 聖經六十六寶卷 繁體 鄭昌國 聖經主日學協會

141 141.0001 舊約全書研究 舊約透析 繁體 比爾 阿諾德;
布賴恩 拜爾

國際聖經協會有限公司

141 141.0002 舊約全書研究 認識舊約神學主題 繁體 威廉 端力斯 校園
141 141.0003 舊約全書研究 舊約速讀手冊 繁體 蔡春曦;蔡黃玉珍 福音證主協會
141 141.0004 舊約全書研究 舊約輔讀(卷上) 繁體 香港讀經會
141 141.0005 V.1 舊約全書研究 舊約輔讀(卷上) 繁體 香港讀經會
141 141.0005 V.2 舊約全書研究 舊約輔讀(卷下) 繁體 香港讀經會
141 141.0006 舊約全書研究 摩西五經 繁體 生命文化事業
141 141.0007 舊約全書研究 小先知書講義(上冊) 繁體 天道書樓
141 141.0008 舊約全書研究 神的帳幕在人間 繁體 王國顯 宣道出版社
141 141.0009 C.1 舊約全書研究 會幕精要 繁體 甘霖出版社
141 141.0010 舊約全書研究 聖經要義(小先知書) 繁體 賈玉銘 基道書樓
141 141.0009 C.2 舊約全書研究 會幕精要 繁體 甘霖出版社
142 142.0001 V.1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一) 繁體 鄺炳釗 天道書樓
142 142.0001 V.2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二) 繁體 鄺炳釗 天道書樓
142 142.0001 V.3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三) 繁體 鄺炳釗 天道書樓
142 142.0001 V.4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四) 繁體 鄺炳釗 天道書樓
142 142.0001 V.5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五) 繁體 鄺炳釗 天道書樓
142 142.0002 V.1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利未記(卷上) 繁體 洪同勉 天道書樓
142 142.0002 V.2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利未記(卷下) 繁體 洪同勉 天道書樓
142 142.0003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士師記 繁體 曾祥新 天道書樓
142 142.0004 V.1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撒母耳記上(卷一) 繁體 詹正義 天道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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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42.0004 V.2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撒母耳記上(卷二) 繁體 詹正義 天道書樓
142 142.0005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以斯拉記 繁體 區應毓 天道書樓
142 142.0006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尼希米記 繁體 邵晨光 天道書樓
142 142.0007 V.1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約伯記(卷上) 繁體 唐佑之 天道書樓
142 142.0007 V.2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約伯記(卷下) 繁體 唐佑之 天道書樓
142 142.0008 V.1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詩篇(卷一) 繁體 張國定 天道書樓
142 142.0008 V.2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詩篇(卷二) 繁體 張國定 天道書樓
142 142.0008 V.3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詩篇(卷三) 繁體 張國定 天道書樓
142 142.0009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雅歌 繁體 黃朱倫 天道書樓
142 142.0010 舊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但以利書 繁體 鄺炳釗 天道書樓
142 142.0011 舊約各卷研究 創世記註釋 繁體 丁良才 證道出版社
142 142.0012 舊約各卷研究 出埃及記註釋 繁體 丁良才 證道出版社
142 142.0013 舊約各卷研究 出埃及記釋義 繁體 吳嘉秀 中國神學院
142 142.0014 舊約各卷研究 詩篇 繁體 歐爾頓 天道書樓
142 142.0015 舊約各卷研究 詩篇註解 繁體 包忠傑 宣道出版社
142 142.0016 舊約各卷研究 箴言 繁體 伍德科克 天道書樓
142 142.0017 舊約各卷研究 箴言講義 繁體 許公遂 宣道出版社
142 142.0018 舊約各卷研究 箴言寶訓 繁體 歐陽佐翔 浸信會出版社
142 142.0019 舊約各卷研究 箴言乳蜜 繁體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142 142.0020 舊約各卷研究 一位王的懺悔 繁體 桑安柱 甘霖出版社
142 142.0021 舊約各卷研究 從創傷到醫治 繁體 楊牧谷 聖約團契
142 142.0022 舊約各卷研究 生命的變奏 繁體 楊牧谷 聖約團契
142 142.0023 舊約各卷研究 預言之鑰 繁體 陳方 加恩書局
142 142.0024 舊約各卷研究 何西阿書伴讀 繁體 史伯誠 美國見證出版社
142 142.0025 舊約各卷研究 愛與責 繁體 唐佑之 基道書樓
142 142.0026 舊約各卷研究 約拿書-實用釋經研讀 繁體 賴若瀚 Null
151 151.0001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綜覽 繁體 滕慕理 宣道出版社
151 151.0002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全書釋義 繁體 晨星出版社
151 151.0003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概論 繁體 馬有藻 中國信徒佈道會
151 151.0004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要義 繁體 賈玉銘 基道書樓
151 151.0005 新約全書研究 原文解經 繁體 蘇佐揚 基督教天人社

151 151.0006 新約全書研究 

Reading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英語 Perkins Null

151 151.0007 新約全書研究 耶穌生平與福音要領 繁體 孫寶玲;黃錫木 基道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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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51.0008 新約全書研究 耶穌的生活和教訓 繁體 施肇亞 基督教文藝
151 151.0009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速顫手冊 繁體 蔡春曦;蔡黃玉珍 證道出版社
151 151.0010 V.1C1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輔讀(卷上) 繁體 香港讀經會
151 151.0010 V.2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輔讀(卷下) 繁體 香港讀經會
152 152.0001 V.1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使徒行傳(卷一) 繁體 張永信 天道書樓
152 152.0001 V.2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使徒行傳(卷二) 繁體 張永信 天道書樓
152 152.0001 V.3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使徒行傳(卷三) 繁體 張永信 天道書樓
152 152.0002 V.1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羅馬書(卷上) 繁體 鮑會園 天道書樓
152 152.0002 V.2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羅馬書(卷下) 繁體 鮑會園 天道書樓
152 152.0003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哥林多前書(卷上) 繁體 黃浩儀 天道書樓
152 152.0004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腓立比書 繁體 馮蔭坤 天道書樓
152 152.0005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歌羅西書 繁體 鮑會園 天道書樓
152 152.0006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 繁體 馮蔭坤 天道書樓
152 152.0007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雅各書 繁體 梁康民 天道書樓
152 152.0008 新約各卷研究 天道聖經註釋-彼得前書 繁體 張永信;張略 天道書樓
152 152.0009 新約各卷研究 天國的福音 繁體 馬有藻 中信
152 152.0010 新約各卷研究 未完成的最後講章 -馬太福音透視 繁體 倪柝聲 活道出版社
152 152.0011 新約各卷研究 約翰福音講義 繁體 賈玉銘 宣道出版社
152 152.0012 新約各卷研究 約翰福音 繁體 米爾思 校園
152 152.0013 新約各卷研究 約翰福音詮釋 繁體 馬有藻 宣道出版社
152 152.0014 新約各卷研究 約翰福音-道成肉身賜永生 繁體 張永信 天道書樓
152 152.0015 新約各卷研究 使徒行傳注釋 繁體 巴克萊 基督教文藝
152 152.0016 新約各卷研究 當跑的路-使徒行傳註解下 繁體 賴索 種籽出版社
152 152.0017 C.1 新約各卷研究 羅馬書 繁體 陳終道 校園
152 152.0017 C.2 新約各卷研究 羅馬書 繁體 陳終道 校園
152 152.0018 新約各卷研究 作衪的僕人-哥林多前書研讀 繁體 楊牧谷 校園
152 152.0019 新約各卷研究 真理與自由 繁體 馮蔭坤 證道出版社
152 152.0020 新約各卷研究 加拉太書註解 繁體 黃迦勒 基督徒文摘社
152 152.0021 新約各卷研究 重享自由 繁體 麥克阿瑟 種籽出版社
152 152.0022 新約各卷研究 基督徒自由憲章-加拉太書研經十法 繁體 滕慕理 天道書樓
152 152.0023 C.1 新約各卷研究 以弗所書 繁體 法蘭西斯 貝殊 天道書樓
152 152.0023 C.2 新約各卷研究 以弗所書 繁體 法蘭西斯 貝殊 天道書樓
152 152.0024 新約各卷研究 喜樂秘笈-腓立比書 繁體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152 152.0025 新約各卷研究 腓立比書信釋義 繁體 毛克禮 中國主日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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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52.0026 新約各卷研究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繁體 陳終道 校園
152 152.0027 新約各卷研究 帖撒羅尼迦書信研經導讀 繁體 華約翰 天道書樓
152 152.0028 新約各卷研究 為真道而戰 繁體 種籽出版社
152 152.0029 新約各卷研究 提摩太前後提多書 繁體 陳終道 校園
152 152.0030 新約各卷研究 希伯來書研經導讀 繁體 莫理昂 天道書樓
152 152.0031 新約各卷研究 希伯來書 繁體 陳終道 校園
152 152.0032 新約各卷研究 雅各書-聽行並重 繁體 周貴發 天道書樓
152 152.0033 新約各卷研究 雅各書、彼得前後書注釋 繁體 巴克萊 基督教文藝
152 152.0034 新約各卷研究 啟示錄信息-神旨意的完成 繁體 史伯誠 美國見證出版社
152 152.0035 新約各卷研究 啟示錄講經記略 繁體 何慕義 中華神學院
160 160.0001 C.1 聖經信仰問答 福音神學暨福音難題解答 繁體 吳主光 天道書樓
160 160.0001 C.2 聖經信仰問答 福音神學暨福音難題解答 繁體 吳主光 天道書樓
160 160.0002 聖經信仰問答 新約聖經問題總解 繁體 李道真 大光書房

160 160.0003 聖經信仰問答 信仰答客問 繁體 吳思源;梁家麟;
許立中

基道書樓

160 160.0004 聖經信仰問答 有問有答 繁體 謝家樹 Null
160 160.0005 V.1 聖經信仰問答 聖經難題(一、二集) 繁體 蘇佐揚 基督教天人社
160 160.0005 V.2 聖經信仰問答 聖經難題(三、四集) 繁體 蘇佐揚 基督教天人社
160 160.0006 V.1 聖經信仰問答 舊約聖經問題總解 (上) 繁體 李道生 浸信會出版社
160 160.0006 V.2 聖經信仰問答 舊約聖經問題總解 (下) 繁體 李道生 浸信會出版社
160 160.0007 聖經信仰問答 醒醒你 繁體 曾思為 添信公司
160 160.0008 聖經信仰問答 關於聖經中的古靈精怪 繁體 香港讀經會
160 160.0009 聖經信仰問答 福音問題 繁體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170 170.0001 基督教史地 聖經圖集 繁體 少年歸主出版社
170 170.0002 C.1 基督教史地 聖地傾情 繁體 魏森美 聖地資源中心有限公司
170 170.0002 C.2 基督教史地 聖地傾情 繁體 魏森美 聖地資源中心有限公司
170 170.0003 基督教史地 聖經地圖 繁體 盧立 基督教文藝

170 170.0004 基督教史地 The Garden Tomb And 
Resurrection Garden

英語 Jerusalem Null

170 170.0005 基督教史地 聖經時代的生活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170 170.0006 基督教史地 聖經歷史提要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170 170.0007 基督教史地 耶路撒冷今昔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170 170.0008 基督教史地 聖經地圖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170 170.0009 基督教史地 聖經指引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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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170.0010 基督教史地 The Holocaust 英語 Null
170 170.0011 基督教史地 聖經地理 繁體 貝理丹尼 基督教文藝
170 170.0012 基督教史地 考古亮光中的聖地 繁體 李志光 金燈臺
170 170.0013 基督教史地 聖地行 繁體 李志光 金燈臺
170 170.0014 C.1 基督教史地 聖地靈輝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170 170.0014 C.2 基督教史地 聖地靈輝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170 170.0015A 基督教史地 考考古‧推推理1 繁體 宣道出版社
170 170.0015B 基督教史地 考考古‧推推理2 繁體 宣道出版社
170 170.0015C 基督教史地 考考古‧推推理3 繁體 宣道出版社
181 181.0001 聖經人物 保羅 繁體 邁爾 美國活泉出版社
181 181.0002 C.1 聖經人物 大衛 繁體 邁爾 美國活泉出版社
181 181.0002 C.2 聖經人物 大衛 繁體 邁爾 美國活泉出版社
181 181.0003 聖經人物 聖經中的著明夫婦 繁體 美國活泉出版社
181 181.0004 聖經人物 聖經中的婦女 繁體 史祈生 時雨基金會
181 181.0005 聖經人物 以利亞以利沙的故事 繁體 張玉明 天道書樓
181 181.0006 聖經人物 列王與先知 繁體 宣信 宣道出版社
182 182.0001 聖經故事 聖經的故事 繁體 貓頭鷹
182 182.0002 聖經故事 天國奧秘的揭曉 繁體 歐果維 美國活泉出版社
182 182.0003 聖經故事 耶穌的比喻 繁體 霍維斯 基督教文藝
182 182.0004 聖經故事 主耶穌的比喻 繁體 唐崇平 真道之聲
182 182.0005 聖經故事 聖經的故事 繁體 房龍 海天書樓
182 182.0006 聖經故事 擘開生命之餅 繁體 馮蔭坤 基道書樓
210 210.0001 教會歷史 基督教史略 繁體 培克爾 浸信會出版社
210 210.0002 教會歷史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 繁體 溫偉耀 卓越使團
210 210.0003 V.1 教會歷史 披荊斬棘(壹)-勇往直前 繁體 褟嘉路得 中國信徒佈道會
210 210.0003 V.2 教會歷史 披荊斬棘(貳)-大時代 繁體 褟嘉路得 中國信徒佈道會
210 210.0003 V.3 教會歷史 披荊斬棘(參)-風起雲湧 繁體 褟嘉路得 中國信徒佈道會
210 210.0003 V.4 教會歷史 披荊斬棘(肆)-各展所長 繁體 褟嘉路得 中國信徒佈道會
210 210.0003 V.5 教會歷史 披荊斬棘(伍)-新趨勢 繁體 褟嘉路得 中國信徒佈道會
210 210.0004 教會歷史 華人教會新突破 繁體 陳潤棠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10 210.0005 教會歷史 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 繁體 宇宙光
220 220.0001 教會發展 靈恩運動全面研究 繁體 吳主光 角聲出版社
220 220.0002 教會發展 王明道與中國教會 繁體 林榮洪 中國神學研究院
220 220.0003 教會發展 近代靈恩運動 繁體 張慕皚 建道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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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20.0004 教會發展 靈恩運動 繁體 胡恩德 宣道出版社
220 220.0005 C.1 教會發展 學運、國運與華人教會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220 220.0005 C.2 教會發展 學運、國運與華人教會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310 310.0001 教義神學 慕迪神學手冊 繁體 殷保羅 福音證主協會
310 310.0002 教義神學 真理的裝備 繁體 鮑會園 天道書樓
310 310.0003 C.1 教義神學 認識神 繁體 巴刻 證道出版社
310 310.0003 C.2 教義神學 認識神 繁體 巴刻 福音證主協會
310 310.0004 教義神學 何必上教會 繁體 楊腓力 校園
310 310.0005 教義神學 信徒與神學 繁體 吳明節 天道書樓
310 310.0006 教義神學 字裡藏珍 繁體 巴刻 宣道出版社
310 310.0007 教義神學 同心堅信-21世紀福音禮讚 繁體 陳恩明 福音證主協會
310 310.0008 教義神學 聖靈工作的神學課程 繁體 陳若愚 中國神學研究院
310 310.0009 教義神學 今日基督教教義 繁體 麥格夫 基道書樓
310 310.0010 教義神學 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 繁體 楊牧谷 明風
310 310.0011 教義神學 真理的聖經 繁體 基督福音書局
310 310.0012 教義神學 認識聖經 繁體 斯扥得 校園
310 310.0013 教義神學 聖經教義 繁體 班森 中國主日學協會
310 310.0014 教義神學 聖經無誤?! 繁體 查爾斯 賴瑞 中國主日學協會
310 310.0015 教義神學 信仰的原委 繁體 李加理 福音證主協會
310 310.0016 教義神學 系統神學 繁體 史特朗 浸信會出版社
310 310.0017 教義神學 基督教教義概要 繁體 柏路易 天道書樓
320 320.0001 基督教倫理學 生活兩難的取捨-決定何謂對與錯 繁體 大衛 庫克 卓越使團
320 320.0002 基督教倫理學 基督教倫理學 繁體 劉錫惠 南亞神學教育協會
330 330.0001 C.1 護教學 本土神學批判 繁體 章力生 基道書樓
330 330.0002 護教學 人文主義批判 繁體 章力生 基道書樓
330 330.0003 護教學 思潮中的爭辯 繁體 那榮諾 天道書樓
330 330.0004 護教學 神預定得榮耀的人 -受苦意義 繁體 福音
330 330.0005 護教學 中國民間信仰揭秘 繁體 馬國棟;劉志良 香港短宣中心
330 330.0006 護教學 黑白分明 繁體 宣道出版社
330 330.0007 C.1 護教學 東南亞華人民間宗教 (第二集) 繁體 陳潤棠 基道書樓
330 330.0007 C.2 護教學 東南亞華人民間宗教 (第二集) 繁體 馬國棟 基道書樓
330 330.0008 護教學 靈界檔案之邪不能勝正 繁體 馬國棟 香港短宣中心
330 330.0009 護教學 極端!?異端!?基督教會 繁體 馬國棟 香港短宣中心
330 330.0010 護教學 中國民間宗教(第三集) 繁體 陳潤棠 金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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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330.0011 護教學 到底有沒有神 繁體 臺灣福音書房
330 330.0012 護教學 生死存亡的掙扎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330 330.0013 C.1 護教學 是敵是友? 繁體 溫約翰 福音出版社
330 330.0013 C.2 護教學 是敵是友? 繁體 溫約翰 福音出版社
330 330.0014 護教學 靜思宇宙玄秘 繁體 梁燕城 中信
330 330.0015 護教學 歷史性大審判 繁體 莫理遜 證道出版社
330 330.0016 護教學 宗教革命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330 330.0017 護教學 明白真道 繁體
王永信;馬國棟;
鮑會園 中信

330 330.0018 護教學 別胡說八道 繁體 甘邁高 種籽出版社
330 330.0019 護教學 耶穌基督的真實與生命 繁體 張家坤 真理之聲出版社
330 330.0020 護教學 哲客俠情 繁體 梁燕城 宇宙光
330 330.0021 護教學 中國民間宗教信仰與基佛問題 繁體 龔天民 校園
330 330.0022 護教學 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 繁體 吳恩溥 聖民社
330 330.0023 C.1 護教學 苦罪懸謎 繁體 梁燕城 天道書樓
330 330.0023 C.2 護教學 苦罪懸謎 繁體 梁燕城 天道書樓
330 330.0024 護教學 剖析異端邪教 繁體 羅錫為 道聲出版社

340 340.0001 聖經神學 The Charismatic  Theology
of St.LUKE

英語 Clark H.Pinnock Null

340 340.0002 聖經神學 聖經神學 繁體 宋華忠 校園
340 340.0003 聖經神學 新約神學(上) 繁體 郭培特 種籽出版社
340 340.0004 V.1 聖經神學 舊約中的禱告 繁體 包忠傑 宣道出版社
340 340.0004 V.2 聖經神學 新約中的禱告 繁體 包忠傑 宣道出版社
340 340.0005 聖經神學 神在人類歷史中的策略 繁體 馬施登;霍士達 美國活泉出版社
340 340.0006 聖經神學 天國與福音 繁體 高偉勳 基道書樓
340 340.0007 聖經神學 初期信徒 繁體 羅愛華 基道書樓
340 340.0010 聖經神學 認識新約神學 繁體 莫理斯 校園
410 410.0001 教會組織及禮儀 植堂工作者錦囊 繁體 晏尼;勞根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410 410.0002 C.1 教會組織及禮儀 崇拜:認識古今 繁體 韋柏 宣道出版社
410 410.0002 C.2 教會組織及禮儀 崇拜:認識古今 繁體 韋柏 宣道出版社
410 410.0003 V.1 教會組織及禮儀 全心敬拜 崇拜的聖經基礎 繁體 韋柏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410 410.0003 V.2 教會組織及禮儀 重尋珍寶 歷代教會的崇拜 繁體 韋柏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410 410.0004 教會組織及禮儀 直奔標竿 繁體 Rick Warren 基督使者協會
410 410.0005 教會組織及禮儀 不可或缺的增長 繁體 盧家 馬文 福音證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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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410.0006 教會組織及禮儀 岌岌可危的當代教會 繁體 史保羅 亞洲歸主協會

410 410.0007 教會組織及禮儀 我心、你心、敬拜心 教會敬拜的
和諧與更新

繁體 陳天賜 校園

410 410.0008 教會組織及禮儀 工作的再思 繁體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410 410.0009 教會組織及禮儀 教會質素增長 繁體 吳主光 種籽出版社
410 410.0010 教會組織及禮儀 更新敬拜讚美實用手冊 繁體 吉中鳴 Null
420 420.0001 差傳 薪火相傳-堂會差傳培育事工 繁體 羅曼華 大使命中心
420 420.0002 V.1 差傳 寰宇主僕聲(上冊) 繁體 貝絲摩爾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02 V.2 差傳 寰宇主僕聲(中冊) 繁體 貝絲摩爾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02 V.3 差傳 寰宇主僕聲(下冊) 繁體 貝絲摩爾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03 差傳 將心歸我 繁體 盧家 馬文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04 差傳 放眼世界 繁體 阿倫 哈克尼斯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420 420.0005 差傳 宣教心 繁體 蕭念全 中國信徒佈道會
420 420.0006 差傳 胸懷普世 繁體 朱昌錂 中華福音使命團
420 420.0007 差傳 宣教的聖經基礎 繁體 韋愛華 浸信會出版社
420 420.0008 差傳 迎向21世紀的華人差傳事工 繁體 熊黃惠玲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09 差傳 同路人 繁體 龍蕭念全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10 差傳 差傳透視 繁體 羅渣堅尼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11 差傳 策者成 繁體 林安國 福音普傳會
420 420.0012 差傳 誰來關心我? 繁體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420 420.0013 差傳 重燃這燈臺-土耳其今昔 繁體 羅惠強 家智發展社
420 420.0014 差傳 宜教士父母錦囊 繁體 陳佩英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15 差傳 事主一生 繁體 汪長仁 宣道出版社
420 420.0016 差傳 愛你的鄰舍 繁體 羅惠強 家智發展社
420 420.0017 差傳 訪宣訓練手冊 繁體 林安國 華人福音普傳會
420 420.0018 C.1 差傳 我是宣教士? 繁體 盧家 馬文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420 420.0018 C.2 差傳 我是宣教士? 繁體 盧家 馬文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420 420.0019 差傳 邁步差傳 繁體 林順利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20 差傳 塑造傳播人 繁體 梁永泰 基道書樓
420 420.0021 差傳 宣教學原理 繁體 楊東川 天道書樓
420 420.0022 差傳 我愛猶太人 繁體 陳紫蘭 宣道出版社
420 420.0023 V.1 差傳 在大地畫窗 繁體 李偉良;韓昱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23 V.2 差傳 天地鴻鵠志 繁體 阿朝;湯淼芸;
蕭聯生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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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420.0023 V.3 差傳 無國界孩子 繁體 龍蕭念全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23 V.4 差傳 破牆的人 繁體 龍蕭念全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20 420.0024 差傳 華人教會新世紀 繁體 林安國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431 431.0001 佈道 天國帶職宣教團 繁體 張佳音 香港短宣中心
431 431.0002 C.1 佈道 佈道妙計 繁體 馬國棟 香港短宣中心
431 431.0002 C.2 佈道 佈道妙計 繁體 馬國棟 香港短宣中心
431 431.0003 佈道 創建新關係 繁體 李樂夫 高接觸有限公司
431 431.0004 佈道 康樂佈道 繁體 巫玉揆 道聲出版社
431 431.0005 佈道 為何要向兒童傳福音 繁體 杜孝慈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431 431.0006 佈道 佈道大計 繁體 高爾文 亞洲歸主協會
431 431.0007 佈道 兒童佈道事工的根基 繁體 Sam Doherty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431 431.0008 佈道 如何領家人歸主 繁體 吳主光 種籽出版社
431 431.0009 C.1 佈道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繁體 叨雷 宣道出版社
431 431.0009 C.2 佈道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繁體 叨雷 宣道出版社
431 431.0009 C.3 佈道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繁體 叨雷 宣道出版社
431 431.0009 C.4 佈道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繁體 叨雷 宣道出版社

432 432.0001 V.1 栽培 成人栽培員訓練課程 (課本)-
人神關係進階

繁體 青年歸主協會

432 432.0001 V.2 栽培 成人栽培員訓練課程 (栽培員手冊)-
人神關係進階

繁體 青年歸主協會

432 432.0002 栽培 門徒訓練精選 繁體 韓高生;蘇威廉 種籽出版社
432 432.0003 栽培 一針見血的福音 繁體 蘇李嘉慧;蘇穎智 種籽出版社
432 432.0004 栽培 你為何要信 繁體 李德爾夫婦 福音證主協會
432 432.0005 栽培 系統栽培與靈命成長 繁體 陳道明 福音團契書房
432 432.0006 栽培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 繁體 楊牧谷 更新資源
432 432.0007 栽培 信主之後 繁體 梁家麟 基道出版社
432 432.0008 栽培 培訓叢書(第一集) 繁體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出版
432 432.0009 栽培 生命力 繁體 布克漢 Null
432 432.0010 栽培 新生命舞曲 繁體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432 432.0011 V.1 栽培 在基督裡長進(第一輯) 繁體 王國顯 晨星出版社
432 432.0011 V.2 栽培 在基督裡長進(第二輯) 繁體 王國顯 晨星出版社
432 432.0012 C.1 栽培 由初信到成長 繁體 陳終道 宣道出版社
432 432.0012 C.2 栽培 由初信到成長 繁體 陳終道 宣道出版社
432 432.0013 栽培 神聖約會-個人佈道研究 繁體 李齊詩 香港亞洲編印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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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432.0014 栽培 重新真義 繁體 王明道 宣道書局出版
432 432.0015 栽培 茁苗 繁體 盧宏博 天道書樓
432 432.0016 栽培 信耶穌得什麼 繁體 王明道 福音證主協會
432 432.0017 C.1 栽培 耶穌是誰?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432 432.0017 C.2 栽培 耶穌是誰?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432 432.0018 栽培 福音性研經 繁體 蘇劉君玉;蘇穎睿 香港基督教學生團契
440 440.0001 V.1 基督教教育 大心思小心作(舊約篇)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440 440.0001 V.2 基督教教育 大心思小心作(新約篇)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440 440.0002 基督教教育 兒童工作Easy Job! 繁體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440 440.0003 基督教教育 生活美勞DIY-紙玩篇 繁體 吉林美術出版社
440 440.0004 基督教教育 遊戲教室 繁體 鐘樹森 神召神學院
440 440.0005 基督教教育 小學創意教師108招 繁體 王思深 王氐工作室
440 440.0006 基督教教育 奇得有理 繁體 譚司提反 浸信會出版社
440 440.0007 C.1 基督教教育 如何教導兒童聖經教義 繁體 杜孝慈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440 440.0008 基督教教育 遊戲無限60個互動互樂遊戲 繁體 王思穎;郭燕玲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440 440.0009 基督教教育 暸解青少年的心 繁體 艾安瑪莉;艾蓋瑞 中國學園傳道會
440 440.0010 基督教教育 兒童喻道故事集 繁體 約翰 迪姆 中國主日學協會
440 440.0011 基督教教育 好主意 繁體 香港讀經會
440 440.0012 基督教教育 兒童崇拜短講集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440 440.0013 基督教教育 成為說故事高手 繁體 艾蓓德 中國主日學協會
440 440.0014 基督教教育 順服屬天的異象 繁體 杜孝慈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440 440.0015 基督教教育 團體遊戲集錦 繁體 呂仁秀 大光書房
440 440.0007 C.2 基督教教育 如何教導兒童聖經教義 繁體 杜孝慈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440 440.0016 基督教教育 課室行為改造ABC 繁體 何仲廉;梁展鵬 Null
440 440.0017 基督教教育 兒童工作者面對的問題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440 440.0018 V.1 基督教教育 一百個學齡兒童戶外遊戲 繁體 庫克集團 中國主日學協會
440 440.0018 V.2 基督教教育 一百個學齡兒童室內遊戲 繁體 庫克集團 中國主日學協會
440 440.0018 V.3 基督教教育 一百個學齡前兒童遊戲 繁體 庫克集團 中國主日學協會
440 440.0018 V.4 基督教教育 一百個課室管理妙方 繁體 庫克集團 中國主日學協會
440 440.0019 C.1 基督教教育 聖經遊戲100種 繁體 蘇文博 校園
440 440.0019 C.2 基督教教育 聖經遊戲100種 繁體 蘇文博 校園
440 440.0020 基督教教育 教導錦囊33 繁體 吳蘭玉 福音證主協會
440 440.0021 基督教教育 101個遊戲方法 繁體 道聲出版社
440 440.0022 基督教教育 實物教材2 繁體 福音團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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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440.0023 基督教教育 兒童遊戲1 繁體 鄭子村 明華出版公司
440 440.0024 基督教教育 遊戲大全 繁體 任志遠 萬里書店
440 440.0025 基督教教育 創意遊戲人 繁體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450 450.0001 教會事奉 講道學 繁體 曾霖芳 嘉種出版社
450 450.0002 教會事奉 屬靈恩賜 繁體 甘陵敦 天道書樓
450 450.0003 教會事奉 建立基督的身體 繁體 約翰 麥雅德 福音團契書局
450 450.0004 教會事奉 屬靈領導的探索 繁體 木玲 種籽出版社
450 450.0005 教會事奉 生命的事奉 繁體 滕近輝 宣道出版社
450 450.0006 教會事奉 團契生活 繁體 潘霍華 基督教文藝
450 450.0007 教會事奉 聰明的工頭 繁體 艾弗遜 基督教以琳書房
450 450.0008 教會事奉 團契的模式與週會 繁體 林漢星 基道書樓
450 450.0009 教會事奉 永恆的事奉 繁體 陳終道 宣道出版社
450 450.0010 教會事奉 杖與竿 繁體 許道良 播道神學院
450 450.0011 教會事奉 宣讀與宣講 繁體 唐佑之 卓越書樓
450 450.0012 教會事奉 教牧學要義 繁體 瑟格勒 浸信會出版社
450 450.0013 教會事奉 新生命門徒叢書 繁體 中國學園傳道會
450 450.0014 C.1 教會事奉 愛在相遇中 繁體 陳浩昌 匯美傳意
450 450.0014 C.2 教會事奉 愛在相遇中 繁體 陳浩昌 匯美傳意
450 450.0015 教會事奉 思潮起伏 近化教會問題論集 繁體 羅文 基道書樓
450 450.0016 教會事奉 教會團契的建立 繁體 馮雅各 華人浸信會出版協會
450 450.0017 教會事奉 工人的講道 繁體 麥希真 福音證主協會
450 450.0018 教會事奉 工人的領人歸主 繁體 麥希真 福音證主協會
450 450.0019 教會事奉 神的話語的職事 繁體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450 450.0020 教會事奉 主工人的性格 繁體 倪柝聲 臺灣福音書房
450 450.0021 教會事奉 建立團抉的秘訣 繁體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450 450.0022 教會事奉 小組組長裝備手冊 繁體 吳庭樑 福音證主協會
450 450.0023 教會事奉 事奉奇兵 繁體 趙穎懿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450 450.0024 教會事奉 事奉指引 繁體 鄭國治 中國主日學協會
450 450.0025 教會事奉 教會路線 繁體 楊紹唐 證道出版社
450 450.0026 教會事奉 可喜悅的祭 繁體 盧家 馬文 福音證主協會
450 450.0027 教會事奉 建立小組的秘訣 繁體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450 450.0028 教會事奉 領詩新丁20式 繁體 張智聰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450 450.0029 教會事奉 團契天地 繁體 校園
450 450.0030 教會事奉 鐵磨鐵信箱 繁體 麥希真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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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450.0031 教會事奉 如何發展你的探病恩賜 繁體 楊牧谷 更新資源
450 450.0032 教會事奉 如何領詩當主席 繁體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450 450.0033 教會事奉 如何領祈禱會 繁體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510 510.0001 釋經研經查經 不再一樣 繁體 布克比;金科德 浸信會出版社
510 510.0002 釋經研經查經 不再一樣(組長本) 繁體 金科德 浸信會出版社
510 510.0003 V.1 釋經研經查經 一步一步學新約 繁體 李亞;赫德森 浸信會出版社
510 510.0003 V.2 釋經研經查經 一步一步學舊約 繁體 白貝利;赫德森 浸信會出版社
510 510.0004 釋經研經查經 今日門徒 繁體 韋丹;麥道生 證道出版社
510 510.0005 V.1 釋經研經查經 聖經真理百課(上) 繁體 杜永嘉 晨星出版社
510 510.0005 V.2 釋經研經查經 聖經真理百課(下) 繁體 杜永嘉 晨星出版社

510 510.0006 釋經研經查經 New Testament Exegesis A
Handbook For Students And Pastors

繁體 Gordon D.Fee The Westminster  Press

510 510.0007 釋經研經查經 約伯記自學指引 繁體 曾燊 天道書樓
510 510.0008 釋經研經查經 在基督裡(第一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09 C.1 釋經研經查經 聖靈充滿(第二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09 C.2 釋經研經查經 聖靈充滿(第二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0 C.1 釋經研經查經 與神同行(第三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0 C.2 釋經研經查經 與神同行(第三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1 C.1 釋經研經查經 信徒品德(第四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1 C.2 釋經研經查經 信徒品德(第四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2 C.1 釋經研經查經 信心磐石(第五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2 C.2 釋經研經查經 信心磐石(第五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3 C.1 釋經研經查經 成長之旅(第六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3 C.2 釋經研經查經 成長之旅(第六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4 C.1 釋經研經查經 仰望基督(第七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4 C.2 釋經研經查經 仰望基督(第七冊) 繁體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5 釋經研經查經 智慧的發現 繁體 香港讀經會
510 510.0016 釋經研經查經 趣味小組查經 繁體 張修齊 中國神學研究院
510 510.0017 釋經研經查經 信徒自修查經課程 繁體 劉志良 角聲出版社
510 510.0018 釋經研經查經 靈程指引(二)成長中的信徒 繁體 王利民 高接觸有限公司
510 510.0019 釋經研經查經 怎樣研讀聖經 繁體 陳終道 中國信徒佈道會
510 520.0020 C.1 釋經研經查經 釋經學 繁體 曾霖芳 種籽出版社
510 510.0020 C.2 釋經研經查經 釋經學 繁體 曾霖芳 種籽出版社
510 510.0021 釋經研經查經 簡易讀經與解經法 繁體 陳金獅;陳潤棠 天道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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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510.0022 釋經研經查經 自助研經法 繁體 黎曦庭 種籽出版社
510 510.0023 V.1 釋經研經查經 基要52課查經(上冊) 繁體 李漢文 宣道出版社
510 510.0023 V.2 釋經研經查經 基要52課查經(下冊) 繁體 李漢文 宣道出版社
510 510.0024 V.1 釋經研經查經 敬拜樂天倫(上) 繁體 蘇穎睿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510 520.0024 V.2 釋經研經查經 敬拜樂天倫(下) 繁體 蘇穎睿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510 510.0025 C.1 釋經研經查經 福音研經課程 繁體 李錦彬 福音研經有限公司
510 510.0025 C.2 釋經研經查經 福音研經課程 繁體 李錦彬 福音研經有限公司
510 510.0025 C.3 釋經研經查經 福音研經課程 繁體 李錦彬 福音研經有限公司
510 510.0026 V.1 釋經研經查經 神子耶穌-約翰福音查經資料 (組長本) 繁體 蔡張敬玲 證道出版社
510 510.0026 V.2 釋經研經查經 神子耶穌-約翰福音查經資料 (組員本) 繁體 蔡張敬玲 證道出版社
510 510.0027 釋經研經查經 神子耶穌-路加福音查經資料 (組長本) 繁體 蔡張敬玲 證道出版社
510 510.0028 釋經研經查經 腓立比書 小組查經材料 繁體 校園
510 510.0029 釋經研經查經 團契研經樂 繁體 林漢星 基道書樓
510 510.0030 釋經研經查經 情緒逼人來 繁體 蘇穎睿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510 510.0031 釋經研經查經 成人主日學聖經課程 -耶誕生平 繁體 梁望惠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510 510.0032 釋經研經查經 關係三重奏-建立互愛的群體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510 510.0033 釋經研經查經 研經OIA 繁體 趙穎懿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510 510.0034 釋經研經查經 讀經ABC 繁體 張修齊 宣道出版社
510 510.0035 釋經研經查經 全備救恩 繁體 校園
510 510.0036 釋經研經查經 萬物的起源(創世充上) 繁體 浸信會出版社
510 510.0037 釋經研經查經 福音研經習作 繁體 李錦彬 福音研經有限公司
510 510.0038 釋經研經查經 你也能自己研經 繁體 楊瑞克 校園
510 510.0039 釋經研經查經 認識耶穌 繁體 楊寧亞 道聲出版社
510 510.0040 C.1 釋經研經查經 再造之恩 繁體 李順長 校園
510 510.0040 C.2 釋經研經查經 再造之恩 繁體 李順長 校園
510 510.0041 釋經研經查經 人際關係 繁體 李順長 校園
510 510.0043 釋經研經查經 與基督同行 繁體 中國主日學協會
510 510.0044 釋經研經查經 信仰的根基 繁體 中國主日學協會
510 510.0045 釋經研經查經 團契的生活 繁體 中國主日學協會
510 510.0046 釋經研經查經 得勝的生活 繁體 中國主日學協會
510 510.0047 釋經研經查經 按正意分解神的道 繁體 可可福 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510 510.0048 釋經研經查經 讀經之路 繁體 臺灣福音書房
510 510.0049 釋經研經查經 六個半 繁體 黃作賢 福音研經有限公司
510 510.0050 釋經研經查經 解經談叢 繁體 唐佑之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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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510.0051 釋經研經查經 研經拾穗 繁體 李賢光 甘霖出版社

510 510.0052 釋經研經查經 活出所信 繁體 陳麗群;潘重姿;
潘重剛

福音證主協會

510 510.0053 釋經研經查經 羅馬書 繁體 管瑪蓮;蕭嘉蓮 宣道出版社
510 510.0054 釋經研經查經 腓立比歌羅西書 繁體 管瑪蓮;蕭嘉蓮 宣道出版社
510 510.0055 釋經研經查經 希伯來書 繁體 管瑪蓮;蕭嘉蓮 宣道出版社
510 510.0056 釋經研經查經 使徒行傳 繁體 管瑪蓮;蕭嘉蓮 宣道出版社
510 510.0057 釋經研經查經 趣味讀經 繁體 馬有藻 中信
510 510.0058 釋經研經查經 明白神的話 繁體 史笛伯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510 510.0059 釋經研經查經 讀經一年一遍 繁體 香港教會書室
510 510.0060 V.1 釋經研經查經 靈性的貧窮 繁體 古赫茲 天道書樓
510 510.0060 V.2 釋經研經查經 哀痛 繁體 布拉諾 天道書樓
510 510.0060 V.3 釋經研經查經 溫柔 繁體 潘詹士;潘嘉露 天道書樓
510 510.0060 V.4 釋經研經查經 靈裡的飢渴 繁體 潘詹士;潘嘉露 天道書樓
510 510.0060 V.5 釋經研經查經 顯出憐憫 繁體 藍百特 天道書樓
510 510.0060 V.6 釋經研經查經 清潔的心 繁體 韓卓時;韓晏妮 天道書樓
510 510.0060 V.7 釋經研經查經 使人和平 繁體 韓卓時;韓晏妮 天道書樓
510 510.0060 V.8 釋經研經查經 受苦中的喜樂 繁體 藍百特 天道書樓
510 510.0061 釋經研經查經 主的應許 繁體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520 520.0001 靈修資料 活得精彩 繁體 章伯斯 道聲出版社
520 520.0002 靈修資料 竭誠為主 繁體 章伯斯 福音證主協會
520 520.0003 靈修資料 每日讀經釋義(1989年第三季) 繁體 香港讀經會
520 520.0004 靈修資料 每日讀經釋義(1987年第三季) 繁體 香港讀經會
520 520.0005 靈修資料 每日讀經釋義(1990年第三季) 繁體 香港讀經會
520 520.0006 靈修資料 平凡生活與靈修 繁體 譚沛泉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520 520.0007 C.1 靈修資料 加利利的囑咐-教導的操練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520 520.0007 C.2 靈修資料 加利利的囑咐-教導的操練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520 520.0008 C.1 靈修資料 非以役人-服事的操練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520 520.0008 C.2 靈修資料 非以役人-服事的操練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520 520.0009 靈修資料 基督教靈性生活的面譜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520 520.0010 靈修資料 心意日新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520 520.0011 V.1 靈修資料 心靈驛站(第一輯) 繁體 魏悌香 長頸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20 520.0011 V.2 靈修資料 心靈驛站(第二輯) 繁體 魏悌香 長頸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20 520.0011 V.3 靈修資料 心靈驛站(第三輯) 繁體 魏悌香 長頸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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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520.0012 V.1 靈修資料 每週恩言(第一冊) 繁體 道聲出版社
520 520.0012 V.2 靈修資料 每週恩言(第二冊) 繁體 道聲出版社
520 520.0013 靈修資料 荒漠甘泉 繁體 歸主出版社
520 520.0014 靈修資料 曠野的筳席 繁體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520 520.0015 靈修資料 綠茵 繁體 丁桂蘭;丁國棟 基督教文藝
520 520.0016 靈修資料 喜樂的心 繁體 倪柝聲 美國活泉出版社
520 520.0017 靈修資料 清晨甘露 繁體 司布真 浸信會出版社
520 520.0018 靈修資料 少年聖經輔讀 繁體 林永生 香港讀經會
520 520.0019 靈修資料 靈糧日課 繁體 周神助 校園
520 520.0021 靈修資料 晨更 繁體 楊濬哲 靈水出版社
520 520.0020 靈修資料 等候神 繁體 慕安德烈 晨星出版社
520 520.0022 靈修資料 效法基督 繁體 金碧土 晨星出版社
520 520.0023 V.1 靈修資料 詩篇攬勝鹿慕清溪 (上冊) 繁體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520 520.0024 靈修資料 少年聖經輔讀 繁體 鄺郭月絹 香港讀經會
520 520.0025 C.1 靈修資料 我信神是我的產業 繁體 生命文化事業
520 520.0025 C.2 靈修資料 我信神是我的產業 繁體 生命文化事業
520 520.0026 靈修資料 耶利米 繁體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520 520.0028 靈修資料 聖光日別 繁體 宣道出版社
520 520.0029 靈修資料 乳香 繁體 微塵 晨光出版社
610 610.0097 C.3 培靈書籍 生命糧活水泉1 繁體 譚約瑟 Null
610 610.0001 培靈書籍 異象的人生 繁體 王永信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610 610.0002 培靈書籍 敬虔的操練 繁體 畢哲思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03 培靈書籍 人生的操練 繁體 艾德滿 證道出版社
610 610.0004 培靈書籍 貼近主心懷 繁體 蕭壽華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05 培靈書籍 轉化生命的友誼 繁體 侯士庭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610 610.0006 培靈書籍 擁抱十字架 繁體 路卡杜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07 V.1 培靈書籍 信仰冒險家1 繁體 大衛;妮塔 傑克遜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07 V2 培靈書籍 信仰冒險家2 繁體 大衛;妮塔 傑克遜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08 培靈書籍 誰掌管明天 繁體 何義思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09 培靈書籍 先賢次信-四重福音 繁體 宣信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10 培靈書籍 假如耶穌在 繁體 馮煒文 突破出版社
610 610.0011 培靈書籍 得勝生活要訣 繁體 康約翰 證道出版社
610 610.0012 培靈書籍 在愛與接納中握手 繁體 蕭壽華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13 培靈書籍 蒙福的生命 繁體 麥哥登 天道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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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610.0014 培靈書籍 愛的學習 繁體 畢理察 證道出版社
610 610.0015 培靈書籍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 繁體 溫偉耀 卓越使團
610 610.0016 培靈書籍 雅比斯的禱告-總題研習 繁體 魏肯生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17 培靈書籍 生命因你改變-耶穌 繁體 希莉亞 鐘斯;
湯姆 鐘斯

瀚思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

610 610.0018 培靈書籍 從耗盡到蒙福 繁體 巴榮基;文承璧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19 培靈書籍 紛擾世情中的信仰立場 繁體 張慕皚;蕭壽華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20 培靈書籍 生活在愛中的秘訣 繁體 包約翰 道聲出版社
610 610.0021 培靈書籍 真理之光 繁體 吳勇 宇宙光
610 610.0022 培靈書籍 喜樂 繁體 蕭律柏 迎欣出版社
610 610.0023 培靈書籍 欣賞自己-成長的探索 繁體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610 610.0024 V.1 培靈書籍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 (漫畫版)上冊 繁體 楊牧谷 更新資源
610 610.0024 V.2 培靈書籍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 (漫畫版)下冊 繁體 楊牧谷 更新資源
610 610.0025 培靈書籍 路標 繁體 滕近輝 宣道書局出版
610 610.0026 培靈書籍 豆豆比喻 繁體 蕭脫特 基督教文藝
610 610.0027 培靈書籍 豆豆與聖經 繁體 蕭脫特 浸信會出版社
610 610.0028 培靈書籍 豆豆福音 繁體 蕭脫特 基督教文藝
610 610.0029 培靈書籍 得勝的基督徒生活 繁體 鐘雲素 基督教文藝
610 610.0030 培靈書籍 從破碎到更新 繁體 麥哥登 天道書樓
610 610.0031 培靈書籍 陳恪三弟兄晚年部份信息 繁體 基道書樓
610 610.0032 培靈書籍 靈食 繁體 王明道 證道出版社
610 610.0033 培靈書籍 當代的福音 繁體 陳大雷 福音出版社
610 610.0034 培靈書籍 生命的重整 繁體 巴刻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35 培靈書籍 怎樣認識神的旨意 繁體 辛卡;費高信 福音出版社
610 610.0036 培靈書籍 禱告集-古聖秩的禱告 繁體 Null
610 610.0037 培靈書籍 做人真艱難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610 610.0038 C.1 培靈書籍 朝向目標真跑 繁體 胡恩德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38 C.2 培靈書籍 朝向目標真跑 繁體 胡恩德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39 培靈書籍 更深經歷耶穌基督 繁體 蓋恩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40 培靈書籍 信仰第一步 繁體 招熾庭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41 培靈書籍 簡易祈禱法 繁體 蓋恩 以琳出版社
610 610.0042 培靈書籍 基督徒生命的特徵 繁體 沈保羅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43 培靈書籍 如何經歷神的同在 繁體 鄺炳釗 天道書樓
610 610.0044 C.1 培靈書籍 作主精兵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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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610.0044 C.2 培靈書籍 作主精兵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45 培靈書籍 我有一個疑問 繁體 翁瑞光 基督教文藝
610 610.0046 C.1 培靈書籍 祈禱出來的能力 繁體 邦茲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46 C.2 培靈書籍 祈禱出來的能力 繁體 邦茲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46 C.3 培靈書籍 祈禱出來的能力 繁體 邦茲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46 C.4 培靈書籍 祈禱出來的能力 繁體 邦茲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48 培靈書籍 感恩的人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49 培靈書籍 基督徒的人生顧問 繁體 靈石出版社
610 610.0050 培靈書籍 我是誰的鄰舍 繁體 梁家麟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51 培靈書籍 還生命一份尊嚴 繁體 楊牧谷 聖約團契
610 610.0052 培靈書籍 對心說話 繁體 曾霖芳 嘉種出版社
160 160.001 聖經信仰問答 少年信仰FAQ 繁體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610 610.0054 培靈書籍 什麼是祈禱 繁體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610 610.0055 培靈書籍 基督傳奇 中英對照 影音使團
610 610.0056 培靈書籍 豐盛人生 繁體 屈武圻 道聲出版社
610 610.0057 培靈書籍 話中之光 繁體 摩根 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610 610.0058 培靈書籍 禱告的人 繁體 邦茲 大使命基督徒團契
610 610.0059 V.1 培靈書籍 屬靈門徒 繁體 孫德生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59 V.2 培靈書籍 屬靈模範生 繁體 孫德生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59 V.3 培靈書籍 屬靈生命 繁體 孫德生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59 V.4 培靈書籍 屬靈領袖 繁體 孫德生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060 培靈書籍 領袖21特質 繁體 約翰 麥斯威爾 基石文化公司
610 610.0061 培靈書籍 靈程高處的經歷 繁體 滕近輝 校園
610 610.0062 C.1 培靈書籍 寶血的能力 繁體 慕安德烈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62 C.2 培靈書籍 寶血的能力 繁體 慕安德烈 宣道出版社
520 520.0023 V .2 靈修資料 詩篇攬勝鹿慕清溪 (下冊) 繁體 徐松石 浸信會出版社
610 610.0064 C.1 培靈書籍 追隨基督 繁體 道聲出版社
610 610.0065 培靈書籍 桌前默想 繁體 胡恩德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66 培靈書籍 得勝者的禱告 繁體 欒非力 拾珍基金
610 610.0067 培靈書籍 禱告的學校 繁體 慕安德烈 校園
610 610.0068 培靈書籍 禱告 繁體 顏路裔 道聲出版社
610 610.0064 C.2 培靈書籍 追隨基督 繁體 潘霍華 道聲出版社
610 610.0070 培靈書籍 基督與我 繁體 陳崇桂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71 培靈書籍 雅比斯的禱告-心靈札記 繁體 魏肯生 福音證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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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610.0072 培靈書籍 義人之根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73 C.1 培靈書籍 受教的心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73C.2 培靈書籍 受教的心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74 C.1 培靈書籍 渴慕神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74 C.2 培靈書籍 渴慕神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75 培靈書籍 無盡的一章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76 培靈書籍 時代的信息 繁體 王明道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77 培靈書籍 一切為耶穌 繁體 Null
610 610.0078 培靈書籍 靈裡的禱告 繁體 林愛道 基督徒祈禱會
610 610.0079 培靈書籍 復興集 繁體 宋尚節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80 培靈書籍 隱密處的靈交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81 培靈書籍 與主相親 繁體 繆安信 Null
610 610.0082 培靈書籍 用我一生 繁體 高力富 證道出版社
610 610.0083 C.1 培靈書籍 在密雲黑暗的日子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83 C.2 培靈書籍 在密雲黑暗的日子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84 培靈書籍 超然的經歷 繁體 陶恕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85 培靈書籍 基督的新婦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86 C.1 培靈書籍 守夜者-我們要向歷史交代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610 610.0086 C.2 培靈書籍 守夜者-我們要向歷史交代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610 610.0086 C.3 培靈書籍 守夜者-我們要向歷史交代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610 610.0087 培靈書籍 給祖國的信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610 610.0088 培靈書籍 王道明先生講道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89 培靈書籍 黎明前的復興 繁體 簡亦微 宣道出版社
610 610.0090 培靈書籍 謹防魔鬼的詭計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91 培靈書籍 各各他的道路 繁體 雷赫聲 證道出版社
610 610.0092 培靈書籍 新生 繁體 國際聖經協會有限公司
610 610.0093 培靈書籍 屬靈偉人得力的秘訣 繁體 艾德滿 種籽出版社
610 610.0094 培靈書籍 建築德行 繁體 J.R.Miller 晨星出版社
610 610.0095 培靈書籍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繁體 馬理安 納爾遜 種籽出版社
610 610.0096 培靈書籍 夢醒情真 繁體 梅耐基 基道書樓
610 610.0097 C.1 培靈書籍 生命糧活水泉1 繁體 譚約瑟 Null
610 610.0097 C.2 培靈書籍 生命糧活水泉2 繁體 譚約瑟 Null
610 610.0098 培靈書籍 憑誰意行? 繁體 梁家麟 基道書樓
610 610.0099 培靈書籍 代禱的秘訣 繁體 慕安德烈 基道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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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610.0100 培靈書籍 信徒加油站 繁體 浸信會出版社
610 610.0101 培靈書籍 禱告:不僅是說話 繁體 尼萊艾斯 天道書樓
610 610.0102 培靈書籍 生命的配方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610 610.0103 培靈書籍 特區基督徒的身份 、困局和出路 繁體 楊牧谷 卓越書樓
610 610.0104 培靈書籍 信耶穌,想一想 繁體 迦密梁省德學校 浸信會出版社
610 610.0105 培靈書籍 祈禱之難難在... 繁體 許大衛 天道書樓
610 610.0106 培靈書籍 生命的活水 繁體 葉特生 博益出版集團
610 610.0107 C1 培靈書籍 屬靈的氣質 繁體 黎曦庭 天道書樓
610 610.0108 培靈書籍 雅比斯的禱告 繁體 魏肯生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109 培靈書籍 The prayer of Jabez 英語 Bruce Wilkinson Multnomah
610 610.0107 C.2 培靈書籍 屬靈的氣質 繁體 黎曦庭 天道書樓
610 610.0111 C.1 培靈書籍 不再幼稚 繁體 施大衛 天道書樓
610 610.0111 C.2 培靈書籍 不再幼稚 繁體 施大衛 天道書樓
610 610.0112 培靈書籍 與神同行 繁體 查理 雷斯 天道書樓
610 610.0113 培靈書籍 生命的路 繁體 拾珍基金
610 610.0114 培靈書籍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繁體 倪柝聲 基督徒出版社
610 610.0115 培靈書籍 耶穌信箱 繁體 祈理富 雅典文庫
620 620.0001 基督徒生活 簡樸生活真諦 繁體 博士德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620 620.0002 基督徒生活 心意再更新 繁體 麥哥登 天道書樓
620 620.0003 基督徒生活 成績這玩兒 繁體 傑瑞 懷特 校園
620 620.0004 基督徒生活 翱翔工作間 繁體 區祥江 突破出版社
620 620.0005 基督徒生活 活出和諧與美好 繁體 滕近輝 宣道出版社
620 620.0006 基督徒生活 做個有用人 繁體 楊牧谷 更新資源
620 620.0007 基督徒生活 信徒處世常識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20 620.0008 基督徒生活 畢業生何去何從 繁體 校園
620 620.0009 基督徒生活 別入錯行呀 繁體 楊牧谷 證道出版社
620 620.0010 C.1 基督徒生活 寫給青年的基督徒 繁體 王明道 頌恩出版社
620 620.0010 C.2 基督徒生活 寫給青年的基督徒 繁體 王明道 晨星出版社
620 620.0012 基督徒生活 入世聖徒-基督徒處世模式 繁體 韋柏 基道書樓
620 620.0013 基督徒生活 金牛 繁體 韋約翰 基道書樓
620 620.0014 基督徒生活 高尚的品格 繁體 羅腓力 宣道出版社
620 620.0015 基督徒生活 豐采的生命-基督徒生活指南 繁體 韓克勵 天道書樓
620 620.0016 基督徒生活 基督徒生活綱要 繁體 巴寧頓 活石福音書室
631 631.0001 戀愛 愛從不缺席 繁體 特倫德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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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631.0002 戀愛 戀愛多面睇 繁體 溫淑芳 突破出版社
631 631.0003 戀愛 從未遇上的女性 繁體 溫淑芳 突破出版社
631 631.0004 戀愛 慾焰難消 繁體 桑得福夫婦 橄欖基金會
631 631.0005 戀愛 結婚前不可不做50件事 繁體 中谷章宏 經典傳訊
631 631.0006 戀愛 相知相交戀愛中 繁體 李保羅;李榮鳳 天道書樓
631 631.0007 C.1 戀愛 不一樣的戀愛 繁體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631 631.0007 C.2 戀愛 不一樣的戀愛 繁體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631 631.0008 戀愛 失戀之痛-如何面對失戀的傷痛 繁體 馬妙如 突破出版社
631 631.0009 戀愛 男女有別 繁體 何潔貞 突破出版社
631 631.0010 戀愛 誰說女人都是一樣 繁體 文潔華 突破出版社
631 631.0011 戀愛 心思思 繁體 顏松銘 雅典文庫
631 631.0012 戀愛 從友誼到戀愛 繁體 林孟平 突破出版社
632 632.0001 婚姻 怎可以一生一世 繁體 霍玉蓮 突破出版社
632 632.0002 婚姻 婚姻中的創復與饒恕 繁體 黃麗彰 突破出版社
632 632.0003 婚姻 婚姻左右左 繁體 區祥江 突破出版社
632 632.0004 婚姻 溝通不是萬靈丹 繁體 黃麗彰 突破出版社
632 632.0005 婚姻 相愛相親夫妻間 繁體 李保羅;李榮鳳 天道書樓
632 632.0006 婚姻 幸福的前奏 繁體 麥雷 天道書樓

632 632.0007 婚姻 傾心吐意 繁體
班若柏;
班露斯瑪麗 天道書樓

632 632.0008 婚姻 夫妻之愛 繁體 艾德 惠特 大光書房
632 632.0009 婚姻 婚前婚後 繁體 梁林天慧 基道出版社
632 632.0010 婚姻 另一半的追尋 繁體 林意玲 宇宙光
632 632.0011 婚姻 愛與怒-如何處理婚姻之怒 繁體 區祥江 突破出版社
632 632.0012 婚姻 透明人的創傷 繁體 葛倫 何華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632 632.0013 婚姻 永不止息 繁體 滌然 時雨基金會
632 632.0014 婚姻 致嘉蘭書 繁體 薛查理 證道出版社
632 632.0015 婚姻 珍愛你的枕邊人 繁體 胡艾弗;麥道格 天道書樓
632 632.0016 婚姻 青年基督徒與婚姻 繁體 周天和;周李玉珍 宣道出版社
633 633.0001 家庭 親親耶穌-伴你成長手冊 父母篇(第六期) 繁體 香港學園傳道會
633 633.0002 家庭 管教子女不抓狂 繁體 詹姆斯 道聲出版社
633 633.0003 家庭 打開孩子心門之鑰 繁體 蓋瑞 史邁利 道聲出版社
633 633.0004 C.1 家庭 積極的管教 繁體 譚孫德棻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633 633.0004 C.2 家庭 積極的管教 繁體 譚孫德棻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類形
編號

書號 書類 書名 語言 作者 出版社

633 633.0004 C.3 家庭 積極的管教 繁體 譚孫德棻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633 633.0005 家庭 嘉麗不灰心 繁體 翟天賦 證道出版社
633 633.0006 家庭 志明的忿怒 繁體 翟天賦 證道出版社
633 633.0007 家庭 安娜的恐懼 繁體 翟天賦 證道出版社
633 633.0008 家庭 孩子不同 需要不同 繁體 包宜;查爾士 中國學園傳道會

633 633.0009 家庭 不打不罵教孩子 繁體
芭芭拉 厄尼爾;
傑利 威考夫 新迪文化

633 633.0010 家庭 以禱告為家 繁體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633 633.0011 家庭 親子互動不抓狂 繁體 朱倩 文經社
633 633.0012 家庭 愛的雕琢 繁體 宣道出版社
633 633.0014 家庭 望子成龍 家長心事 繁體 狄志遠 明窗出版社
633 633.0015 家庭 親子點「狄」-一個爸爸的人底話 繁體 狄文少玲;狄志遠 明窗出版社
633 633.0016 家庭 精彩基督化家庭 繁體 蘇文隆 台福傳播中心
633 633.0013 家庭 愛的融會 繁體 宣道出版社

633 633.0017 家庭 發掘兒子潛能促進家庭溝通 繁體 何允聖;何仲柯;
蘇緋雲

協傳培訓中心

633 633.0018 家庭 與爸媽共舞 繁體 庫爾特 比克爾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633 633.0019 家庭 青苗茁壯 繁體 祈思禮 基道出版社
633 633.0020 家庭 輕輕鬆鬆認識衪 繁體 塔德 唐波 宇宙光
633 633.0021 家庭 為未生的孩子禱告 繁體 麥格納夫婦 以琳出版社
633 633.0022 家庭 做你兒女的好父母 繁體 李順長 校園
633 633.0023 家庭 醫者孩子心 繁體 區樂民 皇冠叢書
633 633.0024 家庭 成長中的孩子 繁體 吳蘭玉;梅仇笑紅 福音證主協會
633 633.0025 家庭 孩童面對困境 繁體 華 夏理遜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633 633.0026 家庭 你心我心孩子心 繁體 思維、思樂與媽咪匯美傳意
633 633.0027 家庭 教兒好幫手 繁體 Nancy Thomason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633 633.0028 家庭 愛的管教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633 633.0029 家庭 專家教仔法青年篇 繁體 李錦華;梁若芊 零至臺
633 633.0030 家庭 專家教仔法 繁體 李錦華;梁若芊 零至臺
633 633.0031 家庭 沉默不是金 繁體 孫慧玲 突破出版社
633 633.0032 家庭 串燒父子心 繁體 林植森 突破出版社
633 633.0033 家庭 不打不相親 繁體 李陳寶安 突破出版社
633 633.0034 家庭 小學生學習藍圖 繁體 陳德茂 更新資源
633 633.0035 V.1 家庭 如何認識及處理孩子的情緒 繁體 周婉芬 天地圖書
633 633.0035 V.2 家庭 輕軾鬆鬆做功課 繁體 周婉芬 天地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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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633.0035 V.3 家庭 如何管教及培育孩子的自律性 繁體 周婉芬 天地圖書
633 633.0035 V.4 家庭 教孩子向焦慮和恐懼說再見 繁體 勵楊蕙貞 天地圖書
633 633.0035 家庭 協助子女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繁體 勵楊蕙貞 天地圖書

640 640.0001 心理及輔導 成熟的魅力 繁體 占士 韋特;
伊芙蓮 韋特

卓越使團

640 640.0002 心理及輔導 活出美好 繁體 約爾 歐斯汀 保羅文化
640 640.0003 心理及輔導 破碎的夢 繁體 克萊布 校園
640 640.0004 心理及輔導 面對人生的美麗與哀愁 繁體 劉墉 水雲齋文化事業
640 640.0005 心理及輔導 哀傷輔導手冊:概念與方法 中英對照陳維樑;鐘莠荺 Null
640 640.0006 心理及輔導 心靈雞湯(關於信仰) 繁體 晨星出版社
640 640.0007 心理及輔導 男性中年危機 繁體 吉姆 康威 旅圖出版社
640 640.0009 心理及輔導 屬靈操練與生命關懷 繁體 李耀全 更新資源
640 640.0010 心理及輔導 裡外更新 繁體 克萊布 天道書樓
640 640.0011 心理及輔導 自殺少年事件簿 繁體 楊牧谷 更新資源
640 640.0012 心理及輔導 打開心結 繁體 邁羅禮 道聲出版社
640 640.0013 心理及輔導 但神... 繁體 羅麗卿 中國主日學協會
640 640.0014 心理及輔導 門徒的凱歌 繁體 蘇穎智 福音證主協會
640 640.0015 心理及輔導 揭開完美主義者的面紗 繁體 沈淑文 突破出版社
640 640.0016 心理及輔導 從未遇上的父親 繁體 蔡元雲 突破出版社
640 640.0017 心理及輔導 解憂之困0如何消除憂慮和焦慮 繁體 林建榮 突破出版社
640 640.0018 C.1 心理及輔導 人際交叉點 繁體 呂國佑 福音證主協會
640 640.0018 C.2 心理及輔導 人際交叉點 繁體 呂國佑 福音證主協會
640 640.0019 心理及輔導 信徒當自強 繁體 呂國佑 福音證主協會
640 640.0020 心理及輔導 人到中年 繁體 鄭惠仁 浸信會出版社
640 640.0021 心理及輔導 做個都市快活人 繁體 許開明 卓越書樓
640 640.0022 心理及輔導 成功與逆境共舞 繁體 史丹利 天道書樓
640 640.0023 心理及輔導 無憂是一種選擇 繁體 米勒;米爾;霍金斯 天道書樓
640 640.0024 心理及輔導 與逆境共舞 繁體 史丹利 天道書樓
640 640.0025 心理及輔導 男人的面具 繁體 區祥江 突破出版社
650 650.0001 見證及傳記 盼望之灣 繁體 劉義章 商務印書館
650 650.0002 見證及傳記 幽谷之旅 C.S.魯益士傳 繁體 希卜黎 海天書樓
650 650.0003 見證及傳記 孤兒之父-計志文牧師傳 繁體 黃燈煌 天恩出版社
650 650.0004 見證及傳記 轉化生命 轉化社區-寶田村的故事 繁體 鄺玉婷 城市睦福團契
650 650.0005 C.1 見證及傳記 福音見證(第一集) 繁體 臺灣福音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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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650.0005 C.2 見證及傳記 福音見證(第一集) 繁體 臺灣福音書房
650 650.0006 見證及傳記 福音見證(第二集) 繁體 臺灣福音書房
650 650.0007 見證及傳記 念恩情 繁體 黃曾曼萍 華人福音普傳會
650 650.0008 C.1 見證及傳記 傳福音見證集1 繁體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中心
650 650.0008 C.2 見證及傳記 傳福音見證集1 繁體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中心
650 650.0009 見證及傳記 宋尚節傳 繁體 劉翼凌 證道出版社
650 650.0010 見證及傳記 行過了死蔭的幽谷 繁體 王國顯 晨星出版社
650 650.0011 見證及傳記 毒 席勝魔傳 繁體 戴存義 證道出版社
650 650.0012 見證及傳記 衪握我手 繁體 胡蘊琳 宣道出版社

650 650.0013 見證及傳記 福音見證(第三集)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繁體 臺灣福音書房

650 650.0014 見證及傳記 我看見了神的作為 繁體 何守瑛 中國神學院
650 650.0015 C.1 見證及傳記 基督神光照耀 繁體 王蒙愛 Null
650 650.0015 C.2 見證及傳記 基督神光照耀 繁體 王蒙愛 Null
650 650.0016 見證及傳記 全是恩典 繁體 寶叔福音字畫
650 650.0017 見證及傳記 暗室之后 繁體 蔡蘇娟 晨星出版社
650 650.0018 見證及傳記 忠實的見證 繁體 黎登奧 種籽出版社
650 650.0019 見證及傳記 戴德生傳 繁體 戴存義夫婦 證道出版社
420 420.0025 差傳 愛你的弟兄 繁體 羅惠強 家智發展社
650 650.0020 見證及傳記 獻身中華 繁體 戴德生 宣道出版社
650 650.0021 見證及傳記 復興之火-宋尚節傳 繁體 天道書樓
650 650.0022 見證及傳記 殉道之子-潘霍華傳 繁體 天道書樓
650 650.0023 見證及傳記 聖徒小傳 繁體 拾珍基金
650 650.0024 見證及傳記 獄中書簡 繁體 潘霍華 基督教文藝
650 650.0025 見證及傳記 為主受苦 繁體 中國信徒佈道會
650 650.0026 見證及傳記 我是越共戰俘 繁體 魯列奇夫婦 宇宙光
650 650.0027 見證及傳記 死亡別狂傲 繁體 蘇恩佩 突破出版社
650 650.0028 見證及傳記 跟隨衪的腳宗行 繁體 雪爾頓 校園
650 650.0029 見證及傳記 死阿你的毒勾在那裡 繁體 陳保羅 美門出版社
650 650.0030 見證及傳記 永恆的一瞥 繁體 比蒂 摩士 基督教文藝
650 650.0031 C.1 見證及傳記 摩根略傳 繁體 詹正義 美國活泉出版社
650 650.0031 C.2 見證及傳記 摩根略傳 繁體 詹正義 美國活泉出版社
650 650.0032 見證及傳記 張有光師母記念集 繁體 張有光 種籽出版社
650 650.0033 見證及傳記 風雨中的教會 繁體 賴恩融 中國信徒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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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650.0034 見證及傳記 浮過生命海 繁體 葉特生 博益出版集團
650 650.0035 見證及傳記 活出彩虹1 繁體 宣道出版社
650 650.0036 見證及傳記 僳僳女使徒 繁體 狄賀妮 大使命基督徒團契
650 650.0037 見證及傳記 初到貴境 繁體 狄立禮 海外基督徒使團
650 650.0038 見證及傳記 跨越幽谷 繁體 羅海倫 海外基督徒使團
650 650.0039 見證及傳記 不是異鄉人 繁體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650 650.0040 見證及傳記 奧古斯丁小傳 繁體 陳福中 基督徒出版社
650 650.0041 見證及傳記 宋尚節小傳 繁體 陳福中 基督徒出版社
650 650.0042 見證及傳記 馬丁路德小傳 繁體 江守道 基督徒出版社
650 650.0043 見證及傳記 慕勒小傳 繁體 江守道 基督徒出版社
650 650.0044 見證及傳記 司布真小傳 繁體 江守道 基督徒出版社
650 650.0045 見證及傳記 慕迪小傳 繁體 江守道 基督徒出版社
661 661.0001 小說 陌生客同路人 繁體 高約翰 加拿大恩福協會
661 661.0003 小說 小說聖經-舊約篇 繁體 沃爾特 溫傑林 台灣先智
661 661.0004 V.2 小說 亂世奇兵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 V.3C1 小說 終極魔星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 V.4 小說 奪靈大戰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 V.5 小說 地獄軍團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 V.6 小說 奪命時刻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 V.7 小說 不死之謎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 V.8 小說 獸印風暴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5 V.3 小說 終極魔星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6 小說 迷難交叉點 繁體 林淑貞;袁文輝 影音使團
661 661.0008 小說 死亡九分鐘 繁體 喬治 李齊 中國主日學協會
661 661.0013 小說 苦杯裡的甜果 繁體 何世明 基督教文藝
661 661.0015 小說 天路歷程 繁體 本仁約翰 基督教文藝
661 661.0016 V.1 小說 天路歷程(連環圖)第一集 繁體 基督福音書局
661 661.0016 V.2 小說 天路歷程(連環圖)第二集 繁體 恩光出版社
661 661.0016 小說 新天路歷程 繁體 本仁約翰 宣道出版社
662 662.0001 散文 古今世界屬靈名言寶庫 繁體 黃瑞西 美國榮主出版社
662 662.0002 散文 交叉點 繁體 許立中 突破出版社
662 662.0003 散文 殉道者的禱告 繁體 亞諾爾 杜恩 福音團契書局
662 662.0004 散文 現代寓言 繁體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662 662.0005 散文 心靈品管 繁體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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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662.0006 散文 生之歌 繁體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662 662.0007 散文 生之歌 繁體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662 662.0008 V.1 散文 生之歌 繁體 杏林子 星光出版社
662 662.0008 V.2 散文 生命頌 繁體 杏林子 星光出版社
662 662.0009 散文 凱歌集 繁體 杏林子 中國信徒佈道會
662 662.0010 散文 雙行道 繁體 滌然 基督使者協會
662 662.0011 散文 衹有祝福 繁體 校園
662 662.0012 散文 醫生札記 繁體 梓翔 突破出版社
662 662.0013 散文 醫生札記 繁體 梓翔 突破雜誌社
662 662.0014 散文 生命之歌 繁體 綠君 出版家文化事業
662 662.0015 C.1 散文 語花集 繁體 桑安柱 甘霖出版社
662 662.0015 C.2 散文 語花集 繁體 桑安柱 甘霖出版社
662 662.0016 散文 杏林子作品精選 繁體 杏林子 宣道出版社
662 662.0017 散文 工人故事 繁體 宋尚節 晨星出版社
662 662.0018 散文 尋找生命的座標 繁體 杏林子 宣道出版社
662 662.0019 散文 奇能妙愛 繁體 浸信會出版社
662 662.0020 散文 花的宣言 繁體 張瑪莉 雅典文庫
662 662.0021 散文 若 繁體 賈艾梅 證道出版社
662 662.0022 散文 會心的微笑 繁體 桑安柱 甘霖出版社
662 662.0023 V.1 散文 蘇恩佩文集(第一冊) 繁體 蘇恩佩 突破出版社
662 662.0023 V.2 散文 蘇恩佩文集(第二冊) 繁體 蘇恩佩 突破出版社
662 662.0024 散文 慕迪兒童故事集 繁體 慕迪 宣道出版社
662 662.0025 散文 二人行 繁體 張曉風 校園
662 662.0026 散文 故事深思 繁體 蘇天佑 基督教天人社
662 662.0027 散文 男偉人的故事 繁體 易格美 道聲出版社
662 662.0028 散文 感謝玫瑰有刺 繁體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662 662.0029 散文 造就故事 繁體 林元度;張郁嵐 臺灣福音書房
670 670.0001 V.1 其他 兩代書(上) 繁體 陳培德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670 670.0001 V.2 其他 兩代書(下) 繁體 陳培德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700 700.0001 兒童叢書 可愛的地球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02 兒童叢書 童年的祈禱 中英對照 海天書樓
700 700.0003 兒童叢書 你也可以改變世界 繁體 莊采宜 世界福音動員會
700 700.0004 兒童叢書 The Drover's Boy 繁體 Lothian
700 700.0005 兒童叢書 改變世界的書 繁體 唐慕雷 海天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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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700.0006 兒童叢書 因為我愛你 繁體 陸可鐸 道聲出版社
700 700.0007 兒童叢書 你所需要的 繁體 陸可鐸 道聲出版社
700 700.0008 兒童叢書 愛你本來的樣子 繁體 陸可鐸 道聲出版社
700 700.0009 兒童叢書 你很特別 繁體 陸可鐸 道聲出版社
700 700.0010 兒童叢書 Owen 繁體 Kevin Henkes Greenwillow
700 700.0011 V.3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三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1 V.4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四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1 V.5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五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1 V.6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六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1 V.7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七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1 V.8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八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1 V.9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九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1 V.10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第十集)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12 兒童叢書 I Wish I'd Discovered Tutankhamen 英語 Howard Carter Null

700 700.0013 兒童叢書 Sall Away The Ballad Of Skip
And Nell

繁體 Scholastic

700 700.0014 兒童叢書 Amelia's Rood 英語 Null
700 700.0015 兒童叢書 小胖子不見了 繁體 珍 希喜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700 700.0016 兒童叢書 約翰闖了禍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17 兒童叢書 等待彩虹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18 C.1 兒童叢書 奇妙的創造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18 C.2 兒童叢書 奇妙的創造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19 兒童叢書 The Tremendous Tree Book 繁體 Null
700 700.0020 C.1 兒童叢書 My Circus Family 英語 Mary Dixon LakeBook Shop
700 700.0020 C.2 兒童叢書 My Circus Family 英語 Mary Dixon LakeBook Shop
700 700.0020 C.3 兒童叢書 My Circus Family 英語 Mary Dixon LakeBook Shop
700 700.0021 C.1 兒童叢書 禱告是什麼?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1 C.2 兒童叢書 禱告是什麼?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2 兒童叢書 我是基督徒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3 兒童叢書 耶穌的樣式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4 C.1 兒童叢書 我們死後會怎樣?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4 C.2 兒童叢書 我們死後會怎樣?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5 兒童叢書 上帝是誰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6 兒童叢書 別把耶穌當秘密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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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700.0027 兒童叢書 天使與我 繁體 凱洛琳 奈斯壯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28 兒童叢書 The Doorbell Rang 繁體 Greenwillow
700 700.0029 兒童叢書 聖經怎樣說快樂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30 兒童叢書 聖經怎樣說愛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31 兒童叢書 給天父的禱文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32 兒童叢書 兒童靈修樂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33 兒童叢書 當月亮死去的晚上 中英對照 海外基督徒使團
700 700.0034 C.1 兒童叢書 宣教小狗璐比 繁體 海外基督徒使團
700 700.0034 C.2 兒童叢書 宣教小狗璐比 繁體 海外基督徒使團
700 700.0035 兒童叢書 猶太智慧漫畫 繁體 更新資源
700 700.0036 V.1 兒童叢書 漫畫清雞湯一 繁體 更新資源
700 700.0036 V.2 兒童叢書 漫畫清雞湯二(童年篇) 繁體 更新資源
700 700.0036 V.3 兒童叢書 漫畫清雞湯三(愛情篇) 繁體 更新資源
700 700.0037 兒童叢書 給孩子的十誡 繁體 宗教教育中心
700 700.0038 兒童叢書 史諾比教你做個有情人 繁體 吳思源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39 兒童叢書 新編小孩子聖經 繁體 純真出版
700 700.0040 兒童叢書 365兒童靈修短篇-靜思時刻 繁體 海天書樓
700 700.0041 V.1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耶穌為我們死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2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耶穌真好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3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你真是基督徒嗎?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4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不要憂愁神會看顧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5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尋求神的旨意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6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蒙福之道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7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主必要來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8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你愛耶穌嗎?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9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神的話真的有能力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10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聖靈像鴒子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11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我的禱告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1 V.12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全能的天父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1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你真是基督徒嗎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2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全能的天父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3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不要憂愁神會看顧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4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尋求神的旨意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5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蒙福之道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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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700.0042 V.6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你愛耶穌嗎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7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神的話真的有能力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8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聖靈像鴿子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9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主必再來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10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我的禱告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2 V.11 兒童叢書 兒童荒漠甘泉-你真是基督徒嗎 繁體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700 700.0043 兒童叢書 小寶寶的主耶穌 繁體 海天書樓
700 700.0044 兒童叢書 小寶寶的禱告 繁體 海天書樓
700 700.0045 兒童叢書 小寶寶的聖經 繁體 海天書樓
700 700.0046 兒童叢書 小寶寶的天父 繁體 海天書樓
700 700.0047 兒童叢書 小寶寶的應許 繁體 海天書樓
700 700.0048 兒童叢書 親愛的耶穌 繁體 國際聖經協會有限公司
700 700.0049 V.2 兒童叢書 聽從神的摩西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1 兒童叢書 信靠神的亞伯拉罕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3 兒童叢書 大能勇士參孫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4 兒童叢書 親近神的大衛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5 兒童叢書 愛禱告的但以理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6 兒童叢書 學習順服的約拿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7 兒童叢書 耶穌說故事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8 兒童叢書 耶穌愛小孩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9 兒童叢書 神看顧約瑟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10 兒童叢書 永不害怕的約書亞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11 兒童叢書 信心堅定的基甸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49 V.12 兒童叢書 耶穌行神蹟 繁體 福音證主協會
700 700.0050 兒童叢書 Noaah's Adventure in the Ark 英語 Null
700 700.0051 兒童叢書 我會自己穿衣服 繁體 三之三文化事業
700 700.0052 兒童叢書 路得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53 兒童叢書 奇妙的改變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54 兒童叢書 耶穌復活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55 兒童叢書 魚腹中的使者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56 兒童叢書 奇妙的醫治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57 兒童叢書 浪子回家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58 兒童叢書 約書亞的日記 繁體 宣道出版社
700 700.0059 兒童叢書 什麼不見了 繁體 新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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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700.0060 兒童叢書 我的救恩 繁體 匯美傳意
700 700.0061 兒童叢書 好撒馬利亞人 繁體 香港聖經公會
700 700.0062 兒童叢書 浪子的故事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63 兒童叢書 比掃的詭計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64 兒童叢書 大衛與歌利亞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65 兒童叢書 十字架的道路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66 兒童叢書 籃子裡的嬰孩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67 兒童叢書 勇敢的基甸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68 兒童叢書 彼得在監獄裡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69 兒童叢書 耶穌不見了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70 兒童叢書 兒童聖經畫集 繁體 宣道出版社
700 700.0071 兒童叢書 我的寶貝聖經 繁體 校園
700 700.0072 V.1 兒童叢書 人的話 神的話 繁體 救世傳播協會
700 700.0072 V.2 兒童叢書 人的話 神的話(二) 繁體 救世傳播協會
700 700.0072 V.3 兒童叢書 人的話 神的話(三) 繁體 救世傳播協會
700 700.0073 兒童叢書 The Singing Shepherd 英語 Null

700 700.0074 兒童叢書 The Becinners Bible Daniel
and the Lions

英語 Null

700 700.0075 兒童叢書 保羅歷險記 繁體 宣道出版社
700 700.0076 兒童叢書 約瑟夢之旅 繁體 宣道出版社
700 700.0077 兒童叢書 Noah's Friendly Giraffes 英語 Null
700 700.0078 兒童叢書 The Big Picnic 英語 Null
700 700.0079 兒童叢書 The Big Fish 英語 Null
700 700.0080 兒童叢書 The Donkey's Special Rider 英語
700 700.0081 兒童叢書 Baby Jesus 英語 Null
700 700.0082 兒童叢書 My Bible Says... 英語 Null
700 700.0083 兒童叢書 The Lost Sheep And Other Parables 英語 Null
700 700.0084 兒童叢書 好撒瑪利亞人 繁體 基督教文藝
700 700.0085 兒童叢書 約瑟的夢 繁體 基督教文藝
661 661.0004V.09 小說 末世狂魔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V.10 小說 災難餘生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V.11 小說 最後反擊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61 661.0004V.12 小說 榮耀再臨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420 420.0026.C2 差傳 土耳其-伊斯坦堡一瞥 繁體 羅惠強 [無中文名稱]



類形
編號

書號 書類 書名 語言 作者 出版社

640 640.0008 心理及輔導 脫癮-華人戒賭治療十二步 繁體 潘仁智
142 142.0027C1 舊約各卷研究 還生命一份尊嚴 繁體 楊牧谷 聖約團契
142 142.0027C2 舊約各卷研究 還生命一份尊嚴 繁體 楊牧谷 聖約團契
142 142.0028 舊約各卷研究 生命的變奏 繁體 楊牧谷 聖約團契
650 650.0046 見證及傳記 追龍 繁體 潘靈卓,桂爾克 高示有限公司
151 151.0010V1.C2 新約全書研究 新約轉讀(卷上) 繁體 香港讀經會
661 661.0004V.3C2 小說 終極魔星 繁體 黎曦庭 福音證主協會
610 610.0116 培靈書籍 朝見永生神 繁體 天道書樓
410 410.0011 教會組織及禮儀 教會小組教會組長手冊 粵語 王利民;李樂夫 高接觸有限公司
431 431.0010 佈道 小組研習十二課 佈道對談 粵語 基道出版社
410 410.0012 教會組織及禮儀 簡約教會 Simple Church 粵語 湯姆 雷娜
670 670.0006 其他 聖經冷知識 粵語

610 610.0127 培靈書籍 上行的生命 結伴讀經成長系列
活化我生命

粵語 黃碩然

610 610.0126 培靈書籍 上行的生命 結伴讀經成長系
 進駐生命源

粵語 黃碩然

610 610.0125 培靈書籍 歡喜讀舊約 粵語 楊腓力 生命館
633 633.0036 家庭 恩愛夫婦話家常 粵語 潘國華 宣道出版社
633 633.0037 家庭 6A的力量 粵語 約瑟 麥道衛 根基出版
633 633.0038 家庭 母親的使命 粵語 莎莉 克拉森 根基出版
700 700.0086 兒童叢書 十誡作神喜悅的孩子 粵語 國美傳意
700 700.0087 兒童叢書 兒童喻道故事集-信仰篇 繁體 孫玉芝 中國主日學協會
700 700.0088 兒童叢書 兒童神學院 繁體 張漢強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160 160.0011 聖經信仰問答 聖經疑難問與答 繁體
160 160.0012 聖經信仰問答 四福音疑難問與答 繁體 程蒙恩 主恩出版
160 160.0013 聖經信仰問答 福音疑難問與答 繁體 程蒙恩 宣道出版社
160 160.0014 聖經信仰問答 信徒疑難問與答 繁體
432 432.0014.C2 栽培 重生真義 繁體 王明道 宣道出版社
670 670.0003 其他 耶穌冷知識 繁體
670 670.0004 其他 揭開上帝之謎 繁體 羅素.史丹勒 突破出版社
670 670.0005 其他 驚心動魄 繁體 郭智嘉 突破出版社
440 440.0026 基督教教育 瞭解學生 繁體 蘇德雄 播道會文字
440 440.0027 基督教教育 塑造兒童靈命 教會與家庭攜手的新策略 繁體 屈黎懿 浸信會出版社
420 420.0013.C2 差傳 重燃這燈臺 繁體 羅惠強



類形
編號

書號 書類 書名 語言 作者 出版社

661 661.0017 小說 你也可以成為哈利波特 繁體 葉松茂 當代叢書
661 661.0018 小說 會考0分 繁體 呂宇俊 突破出版社
142 142.0030 舊約各卷研究 傳道書 繁體 張慕皚 建道神學院
182 182.0007 聖經故事 以色列民族史 繁體 查爾斯.法伊弗 國際聖經協會有限公司
310 310.0018 教義神學 要道瑣談 繁體 胡恩德
700 700.0089 兒童叢書 Kids Bible with Funs & Wits 繁體 創世紀
432 432.0019 栽培 初信生活手冊 繁體 魯濱遜 證主
440 440.0028 基督教教育 教會教育事工簡介 繁體 譚天祐 天祐
450 450.0034 教會事奉 教會音樂的功能 紀哲生 浸信會出版社

650 650.0047 見證及傳記 His name is Wonderful 英語 Rev.Gentle Lee
Sun light Printing & 
Bookbinding Factory

431 431.0011 佈道 整全佈道手冊 繁體 李鴻標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631 631.0013 戀愛 兩性之間 繁體 饒孝楫 校園
632 632.0017 婚姻 婚前輔導 繁體 韋諾文 天道書樓
620 620.0017 基督徒生活 基督徒生活 繁體 蓋時珍 證道出版社
610 610.0120 培靈書籍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繁體 馬理安 納爾遜 種籽出版社
610 610.0121 培靈書籍 祈禱之難難在 繁體 許大衛 天道書樓
610 610.0122 培靈書籍 信心的禱告 從<<雅斯的禱告>>說起 繁體 李保羅 信徒生活蕞書
610 610.0123 培靈書籍 成為扭轉局面的器皿 繁體 王宏潔 香港基督徒聚會所
610 610.0124 培靈書籍 365靈命日糧選 VOLUME 1 繁體 狄漢馬丁 橄欖基金會
510 510.0062 釋經、研經及查經資料 摩西五經 繁體 龍維中 播道會文字
620 620.0019 基督徒生活 投資永恆的十隻念股 繁體 吳宗文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670 670.0007 其他 猶太的智慧 粵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