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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仰初阶  Basic Christianity 

 

A.1 

 

得救的确据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A1-1 重生真义(三本) 王明道  

A1-2 到底有没有神 张有岚  

A1-3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 张有岚  

A1-4 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二本) 张有岚  

A1-5 甚麽叫作信耶稣 王峙  

A1-6 到底有神吗 王明道  

A1-7 真理的探索 J. Blanchard  

A1-8 信仰的探索 统有藻  

A1-9 基督教信仰正解 C.S.Lewis  

A1-10 反科学！反科学！ J. Hawthome  

A1-11 哈米吉多顿大战  种子 

A1-12 答覆你的问题  福音证主协会 

A1-13 有意义的人生 石天玉  

A1-14 认识救恩 苏颖智 证主 

A1-15 福音性研究 苏颖智、苏刘君玉  

A1-16 耶稣是谁 藏马雷斯 活泉 

A1-17 耶稣是谁？研读指引 藏马雷斯 活泉 

A1-18 圣经可靠吗？ 藏马雷斯 活泉 

A1-19 圣经可靠吗？研读指引 藏马雷斯 活泉 

A1-20 教会是甚麽？ 薛利 活泉 

A1-21 教会是甚麽？研读指引 薛利 活泉 

A1-22 人是甚麽？ 傅来恩 活泉 

A1-23 人是甚麽？研读指引 傅来恩 活泉 

A1-24 你为何要信 李德尔夫妇 证主 

A1-25 问得好 任秀妍、李慧敏译 橄榄 

A1-26 谁说的（２） 韦丹拿编 天道书楼 

A1-27 这是天父世界 杨牧谷 更新 

A1-28 晓君信箱 晓君 中信出版社 

A1-29 迷雾天机 张宇理等 美国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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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0 迷雾天机 第二集 张宇理等 美国中信出版社 

A1-31 无语问上帝 杨腓力 校园书房 

A1-32 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 范学德 海外校园杂志社 

 

A.2  初信造就  Edification of Beliver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A2-1 隐密处的灵交 王明道  

A2-2 写给青年的基督徒 王明道  

A2-3 决志之後(二本) 吴主光  

A2-4(b) 由初信到成长(二本) 陈终道 宣道 

A2-5 在基督 长进 王国显  

A2-6 福音集成 刘翼凌  

A2-7 一千个怎麽办 Billy Graham  

A2-8 说不出的喜乐 巴新  

A2-9 新生命 Andrew Murray  

A2-10 荒漠甘泉(二本) 考门夫人  

A2-11 你信甚麽 Paul Little  

A2-12 活祭 金侯华  

A2-13 茁苗 卢宏博  

A2-14 青年信仰问题 吴恩溥 圣文社 

A2-15 基督徒的建立 陈尊德 中国主日学协会 

A2-16 圣经真理百科 杜永嘉 晨星出版社 

A2-17 打破砂锅 杰．凯斯东， 

田．史塔浮德 

大光 

A2-18 茁苗 卢宏博 天道书楼 

A2-19 给初信者 校园福音团契同工 校园 

A2-20 圣徒的追求 大陆圣徒见证 大陆见证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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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迈向成熟  On to Maturity 

 

B.1 如何读经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1-1 圣经圣诗难字义集 龙   

B1-2 袖珍圣经辞典  文艺出版社 

B1-3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  文艺出版社 

B1-4 路得记伴读  史伯诚 

B1-5 上行的诗 江守道  

B1-6 歌中之歌 倪柝声  

B1-7 雅歌的讲解 戚再生  

B1-8 列王与先知(二本) 宣信  

B1-9 圣经纲要 杨绍唐  

B1-10 默想圣经人物 H.Foster  

B1-11 牧野的芦笛 唐佑之  

B1-12 讲经集(旧约) 宋尚节  

B1-13 讲经集(新约) 宋尚节  

B1-14 Hebrews Vol.1 McGee  

B1-15 Hebrews Vol.2 McGee  

B1-16 希伯来书讲解 戚再生  

B1-17 圣经问题解答 陈终道  

B1-17之二 圣经问题解答  天道 

B1-18 读经辅辑 陈终道  

B1-19 拔摩异象 贾玉铭  

B1-20 Ruth 贾玉铭  

B1-21 天国与小人物 李定武  

B1-22 奇哉， 的作为 江守道 活泉 

B1-23 损中得益 柯艾芙  

B1-24 清晨亮光 韩谢慧英  

B1-25 深夜的心声 唐佑之 证道 

B1-26 时代哭泣(2 copies) 唐佑之 证道 

B1-27 生之探索(2 copies) 唐佑之 证道 

B1-28 旧约今读 启华德 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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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9 解经学入门 陆苏河 使者 

B1-30 实用释经法 寂修齐 福音 

B1-31 新约辅读天国 之钥  香港读经会 

B1-32 研经锦囊 福音证主协会 远东广播 

B1-33 解经论丛 唐佑之 校园 

B1-34 如何查考圣经  中国教会研究所 

B1-35 看这些人  第一辑(2 copies) 王明道 晨星 

B1-36 看这些人  第二辑(2 copies) 王明道 晨星 

B1-37 圣经提要  第一卷  台湾福音书房 

B1-38 圣经提要  第二卷  台湾福音书房 

B1-39 圣经提要  第三卷  台湾福音书房 

B1-40 圣经提要  第四卷  台湾福音书房 

B1-41 圣经中的十大异象 滕近辉 宣道 

B1-1(b) 圣经中的十大异象 滕近辉 宣道 

B1-42 怎样研读圣经 陈终道 中信 

B1-43 圣经简释  锡安堂 

B1-44 圣经要义  卷五  大先知书 贾玉铭 晨星 

B1-44(b) 圣经要义  卷五  大先知书 贾玉铭 晨星 

B1-45 旧约圣经问题总解 李道生 大光 

B1-46 新约圣经问题总解 李道生 大光 

B1-47 圣经要义  卷一  摩西五经 贾玉铭 晨星 

B1-48 圣经要义  卷二  历史书上 贾玉铭 晨星 

B1-49 圣经要义  卷三  历史书下 贾玉铭 晨星 

B1-50 圣经要义  卷四  智慧书 贾玉铭 晨星 

B1-51 圣经要义  卷五  大先知书 贾玉铭 晨星 

B1-52 配得那世界的人 王国显 晨星 

B1-53 使徒行传读经答记 王国显 宣道 

B1-54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以弗所) 王国显 宣道 

B1-55 神的奥密就是基督(歌罗西) 王国显 宣道 

B1-56 神的帐幕在人间 王国显 宣道 

B1-57 仍是一个身体(林前) 王国显 宣道 

B1-58 神的用人 王国显 宣道 

B1-59 在旷野漂流40年 王国显 宣道 

B1-60 你当刚强壮胆(约书亚) 王国显 宣道 

B1-61 爱的 歌(雅歌) 唐佑之 证道 

B1-62 新约概论 闭有澡 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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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3 新约概论 闭有澡 中信 

B1-64 民族史诗(以斯帖) 唐佑之 证道 

B1-65 受伤的恋者 杨牧谷 校园 

B1-66 泪眼先知耶利米 杨牧谷 校园 

B1-67 认识无比的基督 黄彼得 圣道 

B1-68 智慧的开端 焦源廉 校园 

B1-69 超越的追寻(腓立比) 沈保罗 中神 

B1-70 天窗(以弗所) 沈保罗 中神 

B1-71 真知灼见(歌罗西) 沈保罗 中神 

B1-72 耶利米书  上 唐佑之 天道 

B1-72-1 耶利米书  上 唐佑之 天道 

B1-72-2 耶利米书  下 唐佑之 天道 

B1-73 约伯记  上 唐佑之 天道 

B1-74 12  先知书  (一) 唐佑之 天道 

B1-75 12  先知书  (二) 唐佑之 天道 

B1-76 12  先知书  (三) 唐佑之 天道 

B1-77 12  先知书  (四) 唐佑之 天道 

B1-77(b) 12  先知书  (四) 唐佑之 天道 

B1-77-1 撒母耳記 上 卷一 詹正義 天道 

B1-77-2 撒母耳記 上 卷二 詹正義 天道 

B1-77-3 使徒行傳  卷一 張永信 天道 

B1-77-4 使徒行傳  卷二 張永信 天道 

B1-77-5 使徒行傳  卷三 張永信 天道 

B1-77-6 希伯來書  上 馮蔭坤 天道 

B1-77-7 希伯來書  下 馮蔭坤 天道 

B1-77-8 彼得前書 張永信  張略 天道 

B1-78 马太福音(摩根解经) 摩根 活泉 

B1-79 马可福音 摩根 活泉 

B1-80 路加福音 摩根 活泉 

B1-81 约翰福音 摩根 活泉 

B1-82 使徒行传 摩根 活泉 

B1-83 希伯来书 摩根 活泉 

B1-84 歌林多书 摩根 活泉 

B1-85 新约导论 米勒尔 浸信会 

B1-86 唯独圣经 唐佑之 宣道 

B1-87 雅各书 穆尔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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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8 圣经人名小百科  大光 

B1-89 耶稣神 合参 释 丁良才 证道 

B1-90 歌後书 释 巴克莱 文彝出版 

B1-91 圣经基督论 黄彼得 圣道 

B1-92 圣经中的得胜者 陈终道 宣道 

B1-93 圣经中的失败者 陈终道 宣道 

B1-94 新约圣经的神  史祈生 时雨 

B1-95 圣经史地 于力工 于力工 

B1-96 简明圣经史地图解 梁天枢 橄榄 

B1-97T 万物的起源(创世记上) 教师本 浸信会 

B1-97S 万物的起源(创世记上) 学生本 浸信会 

B1-98T 族长时期(创世记下) 教师本 浸信会 

B1-98S 族长时期(创世记下) 学生本 浸信会 

B1-99T 受苦的仆人(马可福音) 教师本 浸信会 

B1-99S 受苦的仆人(马可福音)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0T 伟大的拯救(出埃及记)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0S 伟大的拯救(出埃及记)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1T 圣灵的大能(使徒行传上)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1S 圣灵的大能(使徒行传上)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2T 圣灵的差遣(使徒行传下)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2S 圣灵的差遣(使徒行传下)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3T 律法和祭祀(利、尼、甲)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3S 律法和祭祀(利、尼、甲)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4T 保罗书信(一)帖前、後、加拉太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4S 保罗书信(一)帖前、後、加拉太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5T 进居迦南(书、士、得)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5S 进居迦南(书、士、得)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6T 保罗书信(二)哥前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6S 保罗书信(二)哥前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7T 划时代的领袖(撒母耳上)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7S 划时代的领袖(撒母耳上)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8T 一般书信(一)来、雅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8S 一般书信(一)来、雅 学生本 浸信会 

B1-109T 耶稣是君王(马太上) 教师本 浸信会 

B1-109S 耶稣是君王(马太上)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0T 耶稣是基督(马太下) 教师本 浸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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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10S 耶稣是基督(马太下)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1T 王国的历史(撒下、代上)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1S 王国的历史(撒下、代上)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2T 颂神之歌(诗篇早期)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2S 颂神之歌(诗篇早期)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3T 保罗书信(林後、门)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3S 保罗书信(林後、门)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4T 伟大的教义(罗马书)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4S 伟大的教义(罗马书)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5T 王国的历史(二)王上、代下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5S 王国的历史(二)王上、代下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6T 伦常之歌(箴言、传道书、雅各)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6S 伦常之歌(箴言、传道书、雅各)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7T 狱中书信(弗、西、腓)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7S 狱中书信(弗、西、腓)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8T 王国的历史(三)王下、代下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8S 王国的历史(三)王下、代下 学生本 浸信会 

B1-119T 小先知书(摩西、何、拿) 教师本 浸信会 

B1-119S 小先知书(摩西、何、拿)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0T 一般书信(二)彼前後、 

约一二三书、犹大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0S 一般书信(二)彼前後、 

约一二三书、犹大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1T 南国的先知(主前八世纪、 

以赛亚、弥迦书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1S 南国的先知(主前八世纪、 

以赛亚、弥迦书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2T 每日与主同行－简体版 苏颖智 新加坡福音证主 

B1-122S 简易读经与解经法 陈润棠，陈金狮 天道书楼 

B1-123T 耶稣是救主(一)路加上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3S 耶稣是救主(一)路加上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4T 耶稣是救主(二)路加下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4S 耶稣是救主(二)路加下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5T 亡国前後的先知(哈耶、耶哀歌)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5S 亡国前後的先知(哈耶、耶哀歌)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6T 被掳的先知(结、但) 教师本 浸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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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26S 被掳的先知(结、但)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7T 教牧书信(提前後、多)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7S 教牧书信(提前後、多)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8T 被掳归回的先知(结、但)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8S 被掳归回的先知(结、但) 学生本 浸信会 

B1-129T 小先知书(二)珥俄、鸿番、该、 

亚、玛  

教师本 浸信会 

B1-129S 小先知书(二)珥俄、鸿番、该、 

亚、玛  

学生本 浸信会 

B1-130T 耶稣是神子(一)约翰上 教师本 浸信会 

B1-130S 耶稣是神子(一)约翰上 学生本 浸信会 

B1-131T 耶稣是神子(二)约翰下 教师本 浸信会 

B1-131S 耶稣是神子(二)约翰下 学生本 浸信会 

B1-132T 义人受苦(伯、诗、後期) 教师本 浸信会 

B1-132S 义人受苦(伯、诗、後期) 学生本 浸信会 

B1-133T 永恒的启示(启示录) 教师本 浸信会 

B1-133S 永恒的启示(启示录) 学生本 浸信会 

B1-134 更新研经之路 李定武 更新赠送 

B1-135 蒙召的人生(彼得前後、犹大书)  更新赠送 

B1-136 超越苦难(约伯记)  更新赠送 

B1-137 人际关  渔夫查经系列丛书 -赠送 

B1-138 基督徒生活指南(约翰一、二、 

三书) 

 更新赠送 

B1-139 建立基督的身体 王国显 宣道 

B1-139(b) 建立基督的身体 王国显 宣道 

B1-140 札根圣经系列－士师记，路得记 许重一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1 札根圣经系列－诗篇 林加东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2 札根圣经系列－罗马书 庄光东、吕鸿基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3 札根圣经系列－罗马书教师本 庄光东、吕鸿基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4 札根圣经系列－以弗所、歌罗西书 谢品彰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5 札根圣经系列－弗、西教师本 谢品彰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6 札根圣经系列－神与圣经 陈爱光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7 札根圣经系列－神与圣经教师本 陈爱光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8 札根圣经系列－使徒行传 吕鸿基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49 札根圣经系列－使徒行传教师本 吕鸿基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B1-150 基督教育手册学习教导 吕鸿基 中华圣经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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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51 怎样读圣经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1-152 怎样研读圣经 陈终道 中国信徒 道会 

B1-152(b) 怎样研读圣经 陈终道 中国信徒 道会 

B1-153 圣经要题解答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1-154 基础解经法 苏克 宣道出版社 

B1-155 新约背景 陈润棠、陈金狮 天道书楼 

B1-155(B) 新约背景 陈润棠 校园书房出版社 

B1-156 圣经各卷要义～简体版 苏颖智 新加坡福音证主 

B1-157 实用释经法 赖若瀚 香港证主协会 

B1-158 证主圣经手册 得维逊，斯提比，克凡 证主协会 

B1-159 圣经～灵修版  国际圣经协会 

B1-160 主题 析圣经  基道出版社 

B1-161 以经解经 陈终道 金灯 出版社 

B1-162 摩根解经丛卷－以赛亚书 詹正义 活泉 

B1-163 摩根解经丛卷－耶利米书 詹正义 活泉 

B1-164 新约希腊解经卷－马太、可 詹正义 活泉 

B1-165 新约希腊解经卷－路加 詹正义 活泉 

B1-166 新约希腊解经卷－约翰 詹正义 活泉 

B1-167 新约希腊解经卷－使徒 詹正义 活泉 

B1-168 新约希腊解经卷－罗马 詹正义 活泉 

B1-169 新约希腊解经卷－林前後 詹正义 活泉 

B1-170 新约希腊解经卷－加拉太 詹正义 活泉 

B1-171 新约希腊解经卷－帖提门 詹正义 活泉 

B1-172 新约希腊解经卷－来雅彼约 詹正义 活泉 

B1-173 新约希腊解经卷－启示录 詹正义 活泉 

B1-174A 救恩的确据(上、平) 锺马田 活泉 

B1-174B 救恩的确据(上、平) 锺马田 活泉 

B1-175 我为何要信－慕道班课程 苏文峰  福 

B1-176 新造的人－受洗班课程 苏文峰  福 

B1-177 迈向成熟－初信班 苏文峰  福 

B1-178 更上一层楼－门徒班 苏文峰  福 

B1-179 荣耀与救赎－以赛亚书诠释 马有藻 天道 

B1-179(b) 荣耀与救赎－以赛亚书诠释 马有藻 天道 

B1-180 读经日程－卷一  大光 

B1-181 读经日程－卷二  大光 

B1-182 语言学与释经 黄朱伦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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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83 读经的艺术 黄依 华神 

B1-184 明白神的话 史笛伯 更新 

B1-185 雅歌 黄朱伦 更新 

B1-186 圣经中信靠神的妇女 柯雷森 更新 

B1-187 超越苦难 – 约伯记 柯拉格 更新 

B1-188 谈情说理话新约 吴慧仪  

B1-189    

B1-201 GENESIS Derek Kidner Tyndale Press 
B1-202 EXODUS Cole Tyndale Press 
B1-203 LEVITICUS Harrison Tyndale Press 
B1-204 NUMBERS Wenham Tyndale Press 
B1-205 DEUTERONOMY Thompson Tyndale Press 
B1-206 Joshua Hess Tyndale Press 
B1-207 Judges & Ruth Cundall & Morris Tyndale Press 
B1-208 1& 2 SAMUEL Baldwin Tyndale Press 
B1-209 1& 2 KINGS Wiseman Tyndale Press 
B1-210a 1 CHRONICLES Selman Tyndale Press 
B1-210b 1 CHRONICLES  Selman Tyndale Press 
B1-211 EZRA & NEHEMIAH Kidner Tyndale Press 
B1-212 ESTHER Baldwin Tyndale Press 
B1-213 JOB Anderson Tyndale Press 
B1-214a PSALMS 1-72 Kidner Tyndale Press 
B1-214b PSALMS 73-150 Kidner Tyndale Press 
B1-215 PROVERBS Kidner Tyndale Press 
B1-216 ECCLESIASTES Eaton Tyndale Press 
B1-217 THE SONG OF SOLOMON Carr Tyndale Press 
B1-218 ISAIAH  Motyer Tyndale Press 
B1-219 JEREMAN & LAMENTATIONS Harrison Tyndale Press 
B1-220 EZEKIEL Taylor Tyndale Press 
B1-221 DANIEL Baldwin Tyndale Press 
B1-222a HOSEA Hubbard Tyndale Press 
B1-222b JOEL & AMOS Hubbard Tyndale Press 
B1-223a OBADIAH, JONAH, MICAH Baker, Alexander & 

Waltke 

Tyndale Press 

B1-223b NAHUM, HABAKKUK, ZEPHANIAH Baker Tyndale Press 
B1-224 HAGGAI, ZECHARIAH, MALACHI Baldwin Tyndal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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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1 MATTHEW France Tyndale Press 
B1-232 MARK Cole Tyndale Press 
B1-233 LUKE Morris Tyndale Press 
B1-234 JOHN Tasker Tyndale Press 
B1-235 ACTS Marshall Tyndale Press 
B1-236 ROMANS Bruce Tyndale Press 
B1-237 1 CORINTHIANS Morris Tyndale Press 
B1-238 2 CORINTHIANS Kruse Tyndale Press 
B1-239 GALATIANS Cole Tyndale Press 
B1-240 EPHESIANS Foulkes Tyndale Press 
B1-241 PHILIPPIANS Martin Tyndale Press 
B1-242 COLOSSIANS & PHILEMON Wright Tyndale Press 
B1-243 1 & 2 THESSALONIANS Morris Tyndale Press 
B1-244 THE PASTORAL EPISTLES Guthrie Tyndale Press 
B1-245 HEBREWS Guthrie Tyndale Press 
B1-246 JAMES Moo Tyndale Press 
B1-247 1 PETER  Grudem 

Tyndale Press 

B1-248 2 PETER & JUDE Green 
Tyndale Press 

B1-249 THE LETTERS OF JOHN Stott 
Tyndale Press 

B1-250 REVELATION Morris 
Tyndale Press 

B1-251 沙尘中的荣耀 庄新泉 橄榄 
B1-252 圣经的权威 里程 校园 
B1-253 以赛亚书释义（卷上） 唐佑之 浸信 

B1-254 以赛亚书释义（卷下） 唐佑之 浸信 

B1-255 以西结书（卷上） 唐佑之 天道 

B1-256 以西结书（卷下） 唐佑之 天道 

B1-257 以西结书 Paul P.Enns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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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操练祷告  Exercise of Prayer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2-1 祷告的震憾 柯艾美  

B2-1 祷告的震撼 柯艾芙  

B2-2 祷告出来的能力(二本) 邦兹  

B2-3 祷告丛谈(二本) 陶恕等 证道 

B2-4 祷告的学校 慕安得烈 校园 

B2-5 清醒的祷告 柏瑞特  

B2-6 Operation Worl Patrick Johnstone  

B2-7 与神相交 艾彼得 真道之声出版社 

B2-8 祷告的真谛 傅士德 基道 

B2-9 祷告的学校 慕安得烈 校园 

B2-10 征服撒但的祷告 布马可 中国主日学协会 

B2-11 彼此代求 葛金恩 大光 

B2-12 圣经中全备的祈祷 骆其雅 中国主日学协会 

B2-13 哭求复兴 华德凯瑟 以琳 

B2-14 怎样祷告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2-15 祷告 哈列斯比 道声 

B2-16 如何成为代祷勇士 慕安得烈 大光 

B2-17 圣经中的应许 林三民 大光 

B2-18 祷告和祷告学 于力工 橄榄 

B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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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生活  Discinlines of life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3-1 基督徒是甚麽人 王峙  

B3-2 信徒处世常识 王明道  

B3-3 基督徒与婚姻 王明道  

B3-4 真门徒 麦为良  

B3-5 作主精兵 王明道  

B3-6 写给事奉神的人   

B3-7 How to Be a Chriation Ridenous 

without Being Religious 

  

B3-8 致嘉兰书 Shedd  

B3-9 圣徒言行摘要 田雅各  

B3-10 致伟立书 Shedd  

B3-11 家是爱之窝 韩吴期敏  

B3-12 晨更指引  见证 

B3-13 The Fight J. White  

B3-14 Eros Defiled J. White  

B3-15 基督的信徒(二本) 田雅各  

B3-16 基督徒须知   巴刻  

B3-17 每日天粮(二本)简体字 田雅各  

B3-18 作基督徒的难题 孙德生  

B3-19 谈婚前性关  邱清泰  

B3-20 自慰，可以吗 邱清泰  

B3-21 A Gather The Hailstones and 

B Let's Make Icecream 

  

B3-22 基督的门徒 江守道  

B3-23 永不疲倦 刘家煜译 更新 

B3-24 新酒芬芳 梅济时  

B3-25 妙手重抚 凯思米勒 更新传道 

B3-26 人生的操练 艾德满 证道 

B3-27 从恐惧到信靠 钟士罗 校园 

B3-28 宽恕与自由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B3-29 进入安息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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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0 怎样教养下一代  证道 

B3-31 义人之根  宣道 

B3-32 何去何从 角声  

B3-33 打美好的仗 韦约翰 学生福音团契 

B3-34 灵性低潮 钟马田 证道 

B3-35 家庭崇拜指南  种仔 

B3-36 一切的峰顶 张晓风  

B3-37 坚轫的爱 詹姆斯．道森 大光 

B3-38 与青年坦诚交谈 詹姆斯．道森 大光 

B3-39 方寸之间 詹姆斯．道森 大光 

B3-40 作女人的艺术 艾芙琳．皮特森 中国主日学 

B3-41(二) 浩劫前夕 葛培理 更新 

B3-42 爱儿成长  福音证主协会 

B3-43 权力、财富  福音证主协会 

B3-44 心意更新 麦哥登 证主 

B3-45 真情真爱  证主 

B3-46 Facing Deathe and the life after Billy Graham Word 

B3-47 我生我盼 叶特生 中信 

B3-48 一场好哭 涤然 中信 

B3-49 向生命挑战的人(二) 飞越编辑 大光 

B3-50 至伟立书 薛查理 证道 

B3-51 中年妇女的危机 康维夫妇 雅歌 

B3-52 中年危机与转机 晏涵文 灵粮堂 

B3-53 欢乐中年 唐佑之 证道 

B3-54 他们做对了 葛莉亚  福 

B3-55 圣经中的著名夫妇 史托斯 活泉 

B3-56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唐崇荣 中福 

B3-57 如何化解婚姻危机 狄恩模里 主日学会 

B3-58 唯爱 涤然 宣道 

B3-59 涤然信箱 涤然 宣道 

B3-60 如何面对死亡 葛培理 浸宣 

B3-61 无与伦比的生命 华伦魏斯比 橄榄 

B3-62 属灵伟大的榜样 白立德 橄榄 

B3-63 简仆生活真谛 傅士德 学生福音团契 

B3-64 约会的艺术 伯赫麦 中国主日协会 

B3-65 单身的挑战 巴特里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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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6    

B3-67 安慰之言 赵天恩，何牧华 中国福音会 

B3-68 宽恕与自由 大卫欧思伯 更新传道会 

B3-69    

B3-70 老 益  潭司提反 更新 

B3-71 橱房哲学 杨牧谷 更新 

B3-72 做人秘 杨牧谷 更新 

B3-73 你欠生命一份神 杨牧谷 更新 

B3-74 生命总有伤痛时 杨腓力 校园 

B3-75 勇于管教 杜布森 爱家 

B3-76 探索宝宝的世界 杜布森 爱家 

B3-77 管教爱儿有妙方 杜布森 爱家 

B3-78 转个弯一样有路走 杜布森 爱家 

B3-79 价值观的探索 唐崇荣 探索者 

B3-80 与逆境共舞 史丹利 更新 

B3-81 走上成圣之路 慕圣 中福 

B3-82 化解愤怒 麦詹娒 天恩 

B3-83 祝福—和谐人生的秘诀 刘玉渓 校园 

B3-84 沟通的艺术 刘玉渓 更新传道会 

B3-85 说出心中的情书 张元  

B3-86 编者手记 李陈长真 更新 

B3-87 新千年中的生活革新 李定武 更新 

B3-88 坚韧的爱 高钰 大光传播 

B3-89 弟兄情 蔡元云 学生福音团契 

B3-90 盟誓之前 苏颖智 苏李嘉慧 福音证道 

B3-91 夫妻沟通技巧 柯美玪 大光传播 

B3-92 夫妻相处之道   

B3-93 难为天下父母心 解凯思乐 更新传道会 

B3-94 五百个为什么 葛培理 海天书楼 

B3-95 家庭树，生命树 林国亮 雅歌 

B3-96 友谊式协谈 鲍蒂温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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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事奉  Christian Service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4-1 佳美脚  海斯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B4-2 以古喻今集(第一集) 刘翼凌  

B4-3 宣教的心灵准备 黄彼得  

B4-4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边雪波  

B4-5 全面的事奉 司布真  

B4-6 属灵领袖 孙德生  

B4-7 校园小组手册(二本)  校园团契 

B4-8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滕近辉  

B4-9 福音故事八百个  台湾福音书房 

B4-10  道策略 唐崇荣  

B4-11 五十灵筵  第三集 吴思溥编  

B4-12 如何领人归向基督 叩雷 宣道 

B4-13 问得好 霍士远、马施登 美国活泉 

B4-14 个人 道手册  校园团契 

B4-15 囚不住的生命 思育编 大光出版社 

B4-16 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意义  校园团契 

B4-17 你也能传福音  校园书房 

B4-18 你也能带领查经  校园书房 

B4-19 信仰之旅 应志超  

B4-20 成功的教师 梅仇笑红 中信 

B4-21 教学更新 吴玉 证道 

B4-22 实用释经法 张修齐 学生福音 

B4-23 翱翔(二册) 唐佑之 证道 

B4-24 田园之恋 唐佑之 证道 

B4-25 解经学入门 陆苏河 使者 

B4-26 圣徒装备  更新 

B4-27 生命的事奉 滕近辉 宣道 

B4-28 如何领人归主 叼雷 宣道 

B4-29 可喜悦的祭 卢家验 福音证主协会 

B4-30 天生我才为主用 林安国 中信 

B4-31 走出成功的阴影 肯德休斯夫妇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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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2 时代的挑战 滕近辉 宣道 

B4-33 永恒的事奉 陈终道 宣道 

B4-34 再递块砖来 Charles Swinddle  

B4-35 直奔标竿 Rick Waren 使者书房 

B4-36 如何 个属灵领袖 艾姆斯 更新 

B4-37 属灵领袖 孙德生 證主 

B4-38 生命中的耶稣 虚云 基道 

B4-39 建立生命的职事 虚云 基道 

B4-40 黎明路上 虚云 基道 

B4-41 服事需要能力 宾路力易师母 橄榄 

B4-42 崇拜—认古识今 韦柏 宣道 

B4-43 如何建立合一的领导团体 拉瑞奥斯本 中国主日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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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个性塑造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5-1    

B5-2 属灵操练礼  傅士德  

B5-3 True Disciplieship MacDonald  

B5-4 人生的操练(二本) 艾德满著  彭道川译 证道 

B5-5 超越平庸 施蕴道 福音证主协会 

B5-6  定个人目标 陈李颖 证道 

B5-7 迎向人生～生活的挣扎 施蕴道 证主 

B5-8 迎向人生～智慧的抉择 施蕴道 证主 

B5-9 卓越的领袖 韦约翰 校园 

B5-10 心的改造 卢永恒、陈润和 生命文化事业公司 

B5-11(一) 夫妻之爱 艾德惠特医生 大光 

B5-11(二) 夫妻之爱 艾德惠特医生 大光 

B5-12 基督徒看钱 傅士德 基道 

B5-13 基督徒看权势 傅士德 基道 

B5-14 基督徒看性 傅士德 基道 

B5-15 了解你的伴侣 奥思本 种籽 

B5-16 盟誓之前 苏颖智、李嘉慧 种籽 

B5-17 爱你一生 哈玛丽 主日学协会 

B5-18 婚前预备 陈公亮 大光 

B5-19 夫妻沟通技巧 罗曼赖特 大光 

B5-20 夫妻相处之道 罗曼赖特 大光 

B5-21 难为天下父母心 凯斯乐 更新 

B5-22 年轻人的心 凯斯乐 更新 

B5-23 家庭心合一 凯斯乐 更新 

B5-24 帮助青少年成长 凯斯乐 更新 

B5-25 管教的艺术 凯斯乐 更新 

B5-26 面对危机 凯斯乐 更新 

B5-27 基督教会史略 傈家麟 更新 

B5-28 属灵提炼与生命关怀 李耀全 更新 

B5-29 恩怨情仇论欍约 李思敬 更新 

B5-30 被拒绝症侯群 (上) 吉普森夫妇 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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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1 被拒绝症侯群 (下) 吉普森夫妇 橄榄 

B5-32  圣经看如何处理忧虑和和恐惧 麢炳劑 天道 

B5-33 站在神的应许上 路卡杜 証主 

B5-3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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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门徒训练／信徒造就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6-1 信徒造就  上册 倪柝声  

B6-2 信徒造就  下册 倪柝声  

B6-3 造就故事  台湾福音书房 

B6-4 门徒训练精选 韩单生、苏威廉  

B6-5 扎根与结果 周联华  

B6-6 工人的典范 麦希真 福音证主协会 

B6-7 作主门徒 高特森 天道书楼 

B6-8 短篇真理信息 田雅各  

B6-9 真伪福音辨 王明道 晨星 

B6-10 真葡萄树 慕安德烈 大光 

B6-11 在密云黑暗的日子 王明道 晨星 

B6-12 撒旦的诡计 华伦魏斯比 橄榄 

B6-13 你们心持两意到几时呢 王明道 宣道 

B6-14 受苦有益 王明道 宣道 

B6-15 灵食拾零 王明道 福音 

B6-16 角声 王明道 晨星 

B6-17 在基督 长进(一) 王国显 晨星 

B6-17(b) 在基督 长进(一) 王国显 晨星 

B6-18 在基督 长进(二) 王国显 晨星 

B6-18(b) 在基督 长进(二) 王国显 晨星 

B6-19 在火肴与狮穴中 王明道 宣道 

B6-20 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远志明 中信 

B6-21 智慧的人生 唐崇荣 校园 

B6-22 窄门 王明道 浸宣 

B6-23 小径 王明道 浸宣 

B6-24 灵食 王明道 浸宣 

B6-25 馀粮 王明道 浸宣 

B6-26 天召 王明道 浸宣 

B6-27 借镜 王明道 浸宣 

B6-28 卫道 王明道 浸宣 

B6-29 讲道集(中) 宋尚节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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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0 讲道集(下) 宋尚节 大光 

B6-31 得胜者的呼召 田雅各 天道书楼 

B6-32 神的应许 田雅各 天道书楼 

B6-33 真理与生命 田雅各 天道书楼 

B6-34 教会与工人 田雅各 天道书楼 

B6-35 婚日 基督使者协会  

B6-36 人生四部曲 基督使者协会  

B6-37 给他们时间长大 基督使者协会  

B6-38 峰 路转 基督使者协会  

B6-39 孤蓬万里征 基督使者协会  

B6-40 教会增长路向 基督使者协会  

B6-41 一个牧师的忏悔 基督使者协会  

B6-42 绿卡与回归   

B6-43 神与我同泣 明雅各 浸 

B6-44 有福的盼望 慕迪 以琳 

B6-45 门徒训练第一册～在基督  导航出版社 角声出版社 

B6-46 门徒训练第二册～圣灵充满 导航出版社 角声出版社 

B6-47 门徒训练第三册～与神同行 导航出版社 角声出版社 

B6-48 门徒训练第四册～信徒品德 导航出版社 角声出版社 

B6-49 门徒训练第五册～信心盘石 导航出版社 角声出版社 

B6-50 门徒训练第六册～成长之旅 导航出版社 角声出版社 

B6-51 门徒训练第七册～信仰基督 导航出版社 角声出版社 

B6-52 在基督 长进(简体字)  基督使者协会 

B6-53 司布真每日灵修 司布真 大光 

B6-54 慕安得烈精华～交通的诀要  归主 

B6-55 慕安得烈精华～敬拜的诀要  归主 

B6-56 慕安得烈精华～代祷的诀要  归主 

B6-57 慕安得烈精华～信心生活的诀要  归主 

B6-58 慕安得烈精华～来自上面能力的要诀  归主 

B6-59 慕安得烈精华: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诀要  归主 

B6-60 慕安得烈精华～施恩宝座的诀要  归主 

B6-61 慕安得烈精华～十字架的诀要  归主 

B6-62 慕安得烈精华～圣灵启示的诀要  归主 

B6-63 慕安得烈精华～在基督 的诀要  归主 

B6-64 慕安得烈精华～同心合意祷告的诀要  归主 

B6-65 慕安得烈精华～弟兄相爱的诀要  归主 



 24 

B6-66 黎明路上 卢云 基道 

B6-67 罗马城的小丑戏 卢云 基道 

B6-68 始於宁谧处 卢云 基道 

B6-69 亲爱主牵我手 卢云 基道 

B6-70 亚当神的爱子 卢云 基道 

B6-71 奉耶稣的名 卢云 基道 

B6-72 生命中的耶稣 卢云 基道 

B6-73 建立生命的职事 卢云 基道 

B6-74 诗篇要义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6-75 真道问答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6-76 灵历箴信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6-77 在神手中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6-78    

B6-79 怀念的心愿 丑云波 校园 

B6-80 击開捆锁 黄林玉卿 新加坡学园 

B6-81 透明人的创伤 陈天予 更新 

B6-82 碟中泉涌 陈天予 证道 

B6-83 神奥秘事的管家 (上) 史百克 美国基督徒出版社 

B6-84 神奥秘事的管家 (下) 史百克 美国基督徒出版社 

B6-85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  福音事工 

    

    

 



 25 

 

B7.  神的引导  God's guldance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7-1 神领  Barclay 

B7-2  美 麦尔夫妇 校园 

B7-3 末世神的工作 史百克 美国基督徒出版社 

B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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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培灵  Spiritual Nurture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8-1 住在基督  A.Murray  

B8-2 绝对顺服 A.Murray  

B8-3 作完全人 A.Murray  

B8-4 敬拜的秘诀 A.Murray  

B8-5 代祷的秘诀 A.Murray  

B8-6 信心生活的秘诀 A.Murray  

B8-7 不要爱世界 倪柝声  

B8-8 与神同在 劳伦斯  

B8-9 那日子那时辰 史伯诚  

B8-10 I Dared to Call Him Father Skeikh  

B8-11 Power in Praise Carothers  

B8-12 华友文集(三本) 李兴贤  

B8-13 安慰之言 田雅各  

B8-14 能力的浇灌   

B8-15 十分钟短讲集 陈终道  

B8-16 王明道先生讲道集(二本) 王明道  

B8-17 奋兴集 宋尚节  

B8-18 跟随 的脚 行 雪尔顿  

B8-19 有人在听我祷告吗 非比．柯拉诺  

B8-20 住在幔内  基督教锡安堂 

B8-21 十字架的道路 贵钩利．曼德尔  

B8-22 内在生活   

B8-23 十二篮  第一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24 十二篮  第二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25 十二篮  第三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26 十二篮  第四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27 十二篮  第五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28 十二篮  第六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29 十二篮  第七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30 十二篮  第八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31 十二篮  第九集  台湾福音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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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32 十二篮  第十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33 十二篮  第十一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34 十二篮  第十二集  台湾福音书房 

B8-35 灵程点处的经历 滕近辉  

B8-36 培灵集 宋尚节 晨星 

B8-37 学习作王 华伦．魏斯比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B8-38 你的思想与你 雷梅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B8-39 荣耀国度的异象  美国见证出版社 

B8-40 活水 张家坤 证道 

B8-41 永远的生命 伯特．巴灵顿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B8-42 妇女灵修日引 珍．贝奇尔  

B8-43 谨防魔盘的诡计(二本) 王明道 晨星 

B8-44 写给受苦的信徒(二本) 王明道 晨星 

B8-45 王明道著作 王明道  

B8-46 美辞泉 (上) 焦源濂 校园 

B8-47 美辞泉 (下) 焦源濂 校园 

B8-48 炉灰中的懊悔 焦源濂 校园 

B8-49 智慧的开端 焦源濂 校园 

B8-50 爱的跟随 焦源濂 校园 

B8-51 信心探原 魏德凯 校园 

B8-52 活水  圣经公会 

B8-53 生之追寻 张明哲 校园 

B8-54 危机机会 周主培 使者 

B8-55 心意更新 麦哥登 证主 

B8-56 爱与标竿 寇世远 大光 

B8-57 圣经事物 寇世远 大光 

B8-58 圣经"词"的诠释 寇世远 大光 

B8-59 圣经"字"的诠释 寇世远 大光 

B8-60 12 Semons on the Holy Qpririt C.H.Spurgeon  

B8-61 12 Qermons on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C.H.Spurgeon  

B8-62 12 Sermons on the Comfort and 

Cheer 

C.H.Spurgeon  

B8-63 12 Sermons on the Love of Christ C.H.Spurgeon  

B8-64 12 Sermons on Comitment C.H.Spurgeon  

B8-65 12 Sermons on Praise C.H.Spurg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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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66 我们的主 王明道 宣道 

B8-67 赤地之德  中福 

B8-68 实底的确据 唐崇平 真道 

B8-69 基督的风范 唐崇荣 校园 

B8-70 学习作王 华伦魏斯比 大光 

B8-71 慕迪神学手册 殷保罗 证主 

B8-72 灵历箴言 田雅各 真理书室 

B8-73 堵住破口 慕塞梭 橄榄 

B8-74 清晨甘露 司 真 浸信会 

B8-75 认罪 慕安得烈 大光 

B8-76 静夜亮光 司布真 活泉 

B8-77 清醒的心 鲁益师 校园 

B8-78 十分钟短谱集 陈终道 宣道 

B8-79 每日与主同行 苏颖智 证主 

B8-80 每日经历神 （二本） 布克比 基石 

B8-81 伟大心灵的祷吿 唐佑之编 证主 

B8-82 天路灵粮 远秘 基督徒阅览室 

B8-83 乐在灵修 陈李颖 证主 

B8-84 行在神旨意中（二本） 巴刻 证主 

B8-85 牧羊人语 黄彼得 校园 

B8-86 焉知非福 陈终道 金燈台 

B8-87 恩典百分百 叶蝉芬．林宛珊 校园 

B8-88 各各他的十字架 王在康 橄榄 

B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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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系统造就  Systematic Edification 

 

c.1  神的作为  Knowing God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1-1 认识神的途径 倪柝声  

c1-2 进入神生命的道路 俞成华  

c1-3 宝血的能力 慕安德烈  

c1-3(b) 宝血的能力 慕安德烈  

c1-4 宇宙探秘 何逸君译  

c1-5 认识神 巴刻 证道 

c1-6 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倪柝声  

c1-7    

c1-8 如何认识神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c1-9 神的 作 保罗．班德 更新 

c1-10 神的形像 保罗．班德 更新 

c1-11 明白神的话 史笛伯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c1-12 圣洁没有瑕疵  台湾 

c1-13 你可以看见神 薛玉光 校园 

c1-14 灵界探秘 梁燕城 宣道 

c1-15 信仰问题 吴永泉 晨星 

c1-16 罪义  神的审盼 唐崇荣 中福 

c1-17 启示与真理 唐崇荣 中福 

c1-18 神与人之间 唐崇荣 校园 

c1-19 三一神论 唐崇荣 中福 

c1-20 神的形像 唐崇荣 中福 

C1-21 全权之神 布易士 更新 

C1-22 救赎之神 布易士 更新 

C1-23  神觉醒 布易士 更新 

C1-24 基本信仰与超凡生命   

C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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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基督  Jesus Christ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2-1 纪元的创始者～耶稣 张富贵  

C2-2 反对基督的证据 杨约翰  

C2-3 Jesus Bible Society   

C2-4 The Day Christ Was Bom J.Bishop  

C2-5 创造与进化 海恩次  

C2-6 改变历史的人～耶稣的一生 蒲乐克  

C2-7 效法基督 金碧士 晨星 

C2-8 耶稣的诞生 安加理 角声 

C2-9 基督生平(上) 焦源濂 校园 

C2-10 基督生平(下) 焦源濂 校园 

C2-11 基督论 唐崇荣 中福 

C2-12 耶稣真貌 杨腓力 提比哩亚 

C2-13    

 



 31 

 

C.3  圣灵  The Holy Spirit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3-1  圣灵的工作 陈终道  

C3-2 待补 唐崇荣  

C3-3 圣灵与福音  中国福音社 

C3-4(一) 圣灵 葛培理 更新 

C3-4(二) 圣灵 葛培理 更新 

C3-5(一) 圣灵充满真义 吴恩溥 中信 

C3-5(二) 圣灵充满真义 吴恩溥 中信 

C3-6 灵火力源 蔡丽安 中信 

C3-7    

C3-8 辨别圣灵与邪灵 吴恩溥 圣文社 

C3-9 全面认识圣灵 吴恩溥 圣文社 

C3-10 圣经看灵恩运动 吴恩溥 圣文社 

C3-11 从新约圣经看灵恩运动 王守仁 中  

C3-12 从第三波透视灵恩运动 王国显 校园 

C3-13 圣灵与福音   

C3-14 近代灵恩运动的探讨 黄彼得 校园 

C3-15 圣灵、祷告、复兴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3-16 圣灵引导、动力生活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3-17 圣灵的洗与恩赐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3-18 圣灵、良心、撒旦声音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3-19 灵命的成熟 孙得生 活泉 

C3-20 罪、义、神的审判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C3-21 灵恩神学与历史探讨 周学信 校园 

C3-22 圣灵古今论 许宏度 校园 

C3-23 神绩奇事与医治 高定基 证主 

C3-24 从圣经看圣灵的工作 田雅各 北美爱修更新会 

C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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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教义  Doctrine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4-1 圣经无误辩 R.Belcher  

C4-2 信徒的盼望(二本) 田雅各  

C4-3 Christisn Theology M.J. Erickson Baker Book House 

C4-4 今日使徒信经  福音证主协会 

C4-5 进深之旅～认识三一真神 施蕴道 福音证主协会 

C4-6 进深之旅～踏上救恩路 施蕴道 福音证主协会 

C4-7 我思故我信 麦葛福 校园 

C4-8 圣道学(系统神学一) 章力生 宣道 

C4-9 上帝论(系统神学二) 章力生 宣道 

C4-10 人类论(系统神学三) 章力生 宣道 

C4-11 基督论(系统神学四) 章力生 宣道 

C4-12 圣灵论(系统神学五) 章力生 宣道 

C4-13 救恩论(系统神学六) 章力生 宣道 

C4-14 教会论(系统神学七)订购时缺货 章力生 宣道 

C4-15 末世论(系统神学八) 章力生 宣道 

C4-16    

C4-17    

C4-18  看现代潮流中的心意更新 李定武 更新 

C4-19 简明神学 巴刻 更新 

C4-20 中国神学导论 夏雨人 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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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教会历史  Church History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5-1 基督教史略(二本) 培克尔 浸信会 

C5-2 中国基督教史纲 王治心 基督教文艺 

C5-3 中国教会长征录(二本) 艾得理 中信 

C5-4 东亚教会大复兴 欧伊文 中信 

C5-5 基督教与近代民主发展 邱清萍 中信 

C5-6 万有主宰 赖恩融 中信 

C5-7 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 林治平 宇宙光 

C5-8 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 林治平 宇宙光 

C5-9 走天路的教会 博饶本 晨星 

C5-10 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 赵天恩 中福 

C5-11 教会历史 古勒本 道声 

C5-12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蔡丽贞 校园 

C5-13 基督教二千年 陶理 海天书楼 

C5-14 神学 吕沛渊 校园 

C5-15 主流与非主流 蔡丽贞 雅歌 

C5-16 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 林荣洪 天道 

C5-17 镜头走过 顾卫民 宇宙光 

C5-18 世界十大教会 约翰等 橄榄 

C5-19 重回庚子年 魏外扬 宇宙光 

C5-20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 梁家麟 见道 

C5-21 神学 元西门 海外校园 

C5-22 主爱中华 徐松石 浸信 

C5-23 台湾基督教史 李政隆 天恩 

C5-24 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 陈宏文 人光 

C5-25 圣灵兴起 刘先康 浸信 

C5-26 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史稿 段琦 宇宙光 

C5-27 从边疆到福尔摩沙  浸信 

C5-28 基督教会史 华尔克 文艺 

C5-29 亦有仁义 黄智奇 宣道 

C5-30 基督教与台湾 林治平 宇宙光 

C5-31 福临中华 梁家麟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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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2 建道神学院百年史 梁家麟 建道 

C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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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伦理学  Christian Ethic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6-1 叮咛 唐佑之  

C6-2 永恒 唐佑之  

C6-3 神道学 (上) 贾玉铭 橄榄 

C6-4 神道学 (中) 贾玉铭 橄榄 

C6-5 神道学 (下) 贾玉铭 橄榄 

C6-6 神道学 (附篇) 贾玉铭 橄榄 

C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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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护教  Apologetic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7-1 认识摩门教 吴明节  

C7-2 真道手册(二本) 王永信 中信 

C7-3 基督教的宗教观 章力生  

C7-4 基督教的天道观 章力生  

C7-5 进化论批判文选 楼铠  

C7-6 统一教真像 沈介山  

C7-7 我生长於耶和华见证人家 Hewitt  

C7-8 谁说的 F.Ridenour  

C7-9 科学创造论 H.Morris  

C7-10 '赛先生'造成的偏差 韩伟等  

C7-11 殊途同归 力得诺  

C7-12 基督教与世界宗教 J.G. Vos  

C7-13 基督教宣教史略(二本)  东南亚圣道神学院 

C7-14 心理学的重建 G.COLLINS  

C7-15 面对异端(三本) 赖瑞仁  

C7-16 世界五大宗教  圣文社 

C7-17 科学与信仰(简体字) 微言 北京 

C7-18 上头来的能力 查理，芬尼 提比哩亚 

C7-19 突破科技文化感染力 刘帝  天道 

C7-19 为战争而生 麦亚瑟  

C7-20 从人论自由民主人权   

C7-21 永存的困惑 唐崇荣  

C7-22 观世音菩萨的真相 龚天民  

C7-23 阿弥陀佛真像 龚天民  

C7-24 释迦摩尼真像 龚天民  

C7-24(b) 释迦摩尼真像 龚天民  

C7-25 地藏菩萨与阎罗王真相 龚天民  

C7-25(b) 地藏菩萨与阎罗王真相 龚天民  

C7-26 谁说上帝公平 狄克道谐 校园 

C7-27 国度的真理 林道亮 中华福音 

C7-28 基督教与近代民主发展 邱清萍 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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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29 如此基督教 廖勇祥译  

C7-30 静思宇宙玄秘(2) 梁燕城 中信 

C7-31 当代护教手册 贾斯乐 校园 

C7-32 审判达尔文 詹非立 中信 

C7-33 答佛教人士十问 龚天民 归主 

C7-34 返璞归真 鲁益士 海天 

C7-35 科学理智与信仰 韩伟 宇宙光 

C7-36 进化论～科学与圣经 突吗？ 潘伯滔 更新 

C7-37 当代基督教政治 寇尔森 校园 

C7-38  子吟～永恒在呼唤 里程 校园 

C7-39 真金不怕洪炉火 梁裴生 证主 

C7-40 破迷、 邪、赶鬼(一) 陈润棠 基道 

C7-41 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 陈润棠 基道 

C7-42 走出撒旦教 Rebecca Brown 橄榄 

C7-43 践踏撒旦教 Rebecca Brown 橄榄 

C7-44 撒旦美丽的一面 麦卓娜 橄榄 

C7-45 撒旦的诡计 华伦魏斯比 橄榄 

C7-46 偏差的诱惑 戴夫维特 华神 

C7-47 诱惑的超越 戴夫维特 华神 

C7-48 总体辩道学(一) 章力生 天道 

C7-49 总体辩道学(二) 章力生 天道 

C7-50 总体辩道学(三) 章力生 天道 

C7-51 总体辩道学(四) 章力生 天道 

C7-52 战胜黑暗   纳 证主 

C7-53 魔 众生 杨牧谷 卓越 

C7-54 铁证待判 Josh Mcdowell 更新传道会 

C7-55 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纳吗 吴主光 种籽 

C7-56 真理异端真伪辨 赵天恩 中国福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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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教会  The Church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8-1 今日华人教会   

C8-2 现代教会路  滕近辉  

C8-3 教会行政管理学   

C8-4 贝城华人教会月刊  贝城华人教会 

C8-5 中国教会三巨人  赖恩融 

C8-6 近代教会奋兴史 施尔勒  

C8-7 门真开了吗？ 单保罗 橄榄 

C8-8 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C8-9 华人信徒在北美 唐佑之  

C8-10 基督的教会 华尔顿  

C8-11 教会的再思  证道 

C8-12 咫尺天涯  福音证主协会 

C8-13 团队精神 科麦克 福音证主协会 

C8-14 灵火淬炼 赵天恩 中福 

C8-15 异端 卓明焕 橄榄 

C8-16 疾风烈火 辛桀米 雅歌 

C8-17 众目睽睽之下的今世教会 薛福 翻译中心 

C8-18 当代复兴真义 钟马田 校园 

C8-19 直奔标竿 Rick Warren 基督使者协会 

C8-20 华人教会面对的两个问题 张慕凯 宣道 

C8-21 极端？异端？基督教会 马国栋 香港基督短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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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神学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9-1 神学入门 姚锦桑 更新 

C9-2 中华神学五十年  中国神学研究院 

C9-3 无能者的大能 温伟耀 卓越使团 

C9-４ 神学的故事 奥尔森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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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  差传、宣教  Missioning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11-1 宣教士成功的秘诀  放弃权力 魏文英著，黄彼得译 东南亚圣道神学院 

C11-2 宣教学概论 魏文英著，黄彼得译 东南亚圣道神学院 

C11-3 差传问答 郑果 中信 

C11-4 野火潦原 布鲁斯．亨特 橄榄 

C11-5 基督教宣教史略 黄礼荣 东南亚圣道神学院 

C11-6 来，牧养我民  福音证主协会 

C11-7 战士心语 林安国  

C11-8 从使徒行传看宣道与差传 戴绍曾 校园 

C11-9  子吟～永恒在呼召 里程 校园 

C11-10 宣教神学的圣经基础 贾礼荣 中国信徒布道会 

C11-11 内地会出中国记 董艳云 海外基督使团 

C11-12 耶稣家庭印象记 李岱汶 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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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专类  Miscellaneous 

 

D.1   圣经版本  Bible Edition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1-1 灵修辞典   

D1-2 新约圣经   

D1-3 圣经 (领导事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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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布道材料  Evangelistic Material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2-1  的伤痕 周联华 道声出版社 

D2-2 如何认识神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D2-3 道种:小组 道资料八十题  浸信会出版社 

D2-4 当代福音策略 彼特森 校园 

D2-5 耶稣是谁 王明道 晨星 

D2-6  道神学 唐崇荣 中福 

D2-7  道策略 唐崇荣 校园 

D2-8 救赎论 唐崇荣 中福 

D2-9 灵魂的价值(二本) 唐崇荣 校园 

D2-10 与永恒握手 陈佩璇 校园 

D2-11 哲理 横 梁燕城 宣道 

D2-12 慧境神  梁燕城 宇宙光 

D2-13 人从那里来 何天择 宇宙光 

D2-14 死亡九分钟 乔治李济 中国主日协会 

D2-15 灵魂的价值 唐崇荣 校园 

D2-16 布道神学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 

D2-17 布道神学(简体字) 唐崇荣 探索者 

D2-18 进化论是科学吗 唐崇荣 探索者 

D2-19 理想国中失落的一块砖 唐崇荣 探索者 

D2-20 心灵价值的探索 唐崇荣 探索者 

D2-21 人生的意义 唐崇荣 探索者 

D2-22 宇宙中的绝对者 唐崇荣 探索者 

D2-23 价值观的探索 唐崇荣 探索者 

D2-24 理性、信仰、真理 唐崇荣 探索者 

D2-25 堕落与文化 唐崇荣 探索者 

D2-26    

D2-27 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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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小组讨论／查经材料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3-1 新约综览 滕慕理 宣道 

D3-1(b) 新约综览 滕慕理 宣道 

D3-2 罗马书注释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D3-3 约翰福音  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D3-4 约翰福音  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D3-5 马太福音  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D3-6 马太福音  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D3-7 启示录注释  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D3-8 启示录注释  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 

D3-9 一生之计 方兹华．罗海德 校园书房 

D3-10 腓立比书简 糜家文  

D3-11 罗马书(二本)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2 哥林多前书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2A 哥林多前书 莫理斯 校园书房 

D3-13 哥林多後书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4 加拉太、以弗所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5 腓立比、哥罗西、腓立门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6 帖撒罗尼迦前後书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7 提摩太前後书、提多书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8 希伯来书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19 彼得前後书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20 雅各、约翰、犹太书 陈终道 校园书房 

D3-21 圣经助读本   

D3-22    

D3-23 Bible Directory   

D3-24 证主圣经手册  证道出版社 

D3-25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D3-26 Old Testment Walvoord & Zuck   

D3-27 New Testment Walvoord & Zuck   

D3-28 Atlas of the Bible Lands H.T. Frank  

D3-29 Thru the Bible, Vol. Ⅰ 

(Genesis thru Deuteronomy) 

J. Vemon McGee Thomas & Nelson 



 44 

D3-30 Thru the Bible, Vol.Ⅱ 

(Joshus thru Psalms) 

J. Vemon McGee Thomas & Nelson 

D3-31 Thru the Bible, Vol.Ⅲ 

(Proverbs thru Malachi) 

J. Vemon McGee Thomas & Nelson 

D3-32 Thru the Bible, Vol.Ⅳ 

(Mathews thru Romans) 

J. Vemon McGee Thomas & Nelson 

D3-33 Thru the Bible, Vol.Ⅴ 

(I Corinthians thru Revealation) 

J. Vemon McGee Thomas & Nelson 

D3-34    

D3-35 委身～生命的挑战 苏颖睿．苏刘君玉 福音证主协会 

D3-36 才德妇人 陈维德 证主 

D3-37 圣经百科全书Ⅰ(二册)  福音证主协会 

D3-38 圣经百科全书Ⅱ(二册)  福音证主协会 

D3-39 圣经百科全书Ⅲ(二册)  福音证主协会 

D3-40 圣经百科全书～检索附录资料 

(二册) 

 福音证主协会 

D3-41 中英对照～新约圣经  当代 

D3-42 圣经研究图解 艾温 森 大光 

D3-43 世界古今属灵名言宝库 黄瑞西 荣主出版社 

D3-44    

D3-45 认识耶稣  更新 

D3-46 未来之论 陈济民 中国神学研究院 

D3-47 万王之王 陈经道 宣道 

D3-48 启示录 陈泳 校园 

D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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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传记见证  Biographies and Testimonie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4-1 五十年来(二本) 王明道 晨星 

D4-2 我的见证 宋尚节  

D4-3 宋尚节传 刘翼凌  

D4-5 行过死荫的幽谷 王国显  

D4-6 暗室之后 蔡苏娟  

D4-7 暗室珍藏 蔡苏娟  

D4-7(b) 暗室珍藏 蔡苏娟  

D4-8 戴德生传(二本) 戴存义  

D4-9 剑桥七 (二本) Pollock  

D4-10 本仁约翰传 梅维康  

D4-11 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传) 盖恩夫人  

D4-12 见与闻(麦雅各传) 麦雅各  

D4-13 寻 杨宓贵灵  

D4-14 我成了一 戏 杨宓贵灵  

D4-15 林肯的信仰 Kenndy  

D4-16 轮椅上的画家 Eareckson  

D4-17 我是越共战俘 Rutleedge  

D4-18 一生在 恩手中 陈静  

D4-19 风雨中的教会 赖恩融  

D4-20 为主受苦 赖恩波  

D4-21 殉道士的血 楼铠  

D4-22 一颗珍珠 陆颂祥  

D4-23 自由之歌 姚国祥  

D4-24 Twice Born and Then A. Gih  

D4-25 穆乐日记精华 舒仁度  

D4-26 A Skeptic's Quest Joe Musser  

D4-27 信仰之旅 林语堂  

D4-28 更美的一幅画 梁术荣等  

D4-29 三根指头(一) 刘瑞贤等  

D4-29 三根指头(二) 刘瑞贤等  

D4-30 新造的人 林治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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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1 暗室之后续集(三本) 蔡苏娟  

D4-32 Fanny Crosby Dengler  

D4-33 伟人的新生 贺夫立  

D4-34 穹苍响应(四本) 冯文庄  

D4-35 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 查时   

D4-36 Burning Wicks Polly Strong  

D4-37 YANGA Viben Kendrick  

D4-38 Flight from De Ath Viben Kendrick  

D4-39 Battle for yanga Viben Kendrick  

D4-40 一个人的塑造 张明哲  

D4-41 戴德生与玛利亚 潘乐克．严彩绣  

D4-42 席胜魔传(二本) 刘翼凌 福音证主 

D4-43  是韩婆婆传 韩宝连．蕃燕  

D4-44    

D4-45 时代的焦点～中东 黄丹尼  

D4-46 我的心路历程 李登辉  

D4-47 与属灵伟人同行 华伦．魏斯比  

D4-48 荣耀的光辉 贾德纳  

D4-49 奇异恩典(福音见证第一集)  基督教沟子口 

D4-50 从疾病到健康  锡安堂 

D4-51 Miracle in the Mirror Mark Buntain  

D4-52 属灵伟人得力的秘诀(二本) 艾德满  

D4-53 Gold Fears No Fire Ralph Tolvier  

D4-54 科学家的信仰 章力生  

D4-55 自然界的奥秘  中国主日学协会 

D4-56 恩曲(三本) 中国大陆信徒见证集  

D4-57 万有主宰 赖恩融 中信 

D4-58 谁掌管明天 何义思  

D4-59 千载悬疑 麦道卫  

D4-60 献身 李定武  

D4-61 寻金者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D4-62 蜕变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D4-63 新生的样式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D4-64 爱的故事  中华基督翻译中心 

D4-65 编者手册 李长真 更新 

D4-66 更新的女性  种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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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67 印度圣徒孙大信(二本) 刘翼凌  

D4-68 献身中华 戴德生  

D4-69 透明人的创伤 葛伦．何华  

D4-70 真金不怕火炼 拉夫多刊法  

D4-71 奔腾之火 文科尔  

D4-72 火从天降 爱德华．米勒  

D4-73 诸天唱合(三本) 邱清萍．冯文庄  

D4-74 苦难的超越 连大理  

D4-75 查经集 宋尚节  

D4-76 复兴集 宋尚节  

D4-77 深夜歌声 林慧蓉  

D4-78 我们逃脱了 焦源濂  

D4-79 从苦难到荣耀 唐崇荣  

D4-80 荆棘中的百合花 丹   

D4-81 金 盈野 证道  

D4-82 脱胎换骨的故事 Dorothy Myers  

D4-83 实底与确据 林治平 宇宙光 

D4-84 双行道 涤然 使者 

D4-85 抉择 卓良珍 宇宙光 

D4-86 人生跑道 尹士豪 宇宙光 

D4-87 进军蛮荒的勇士 黄乃宽 宇宙光 

D4-88 挑战者  S.H. 佛罗得雄 橄榄 

D4-89 启示与人生 李慕华  

D4-90 生命的容颜 李慕华  

D4-91 万崇仁牧师纪念集  中国神学研究院 

D4-92 不灭的灯火(上) 吴勇 宇宙光 

D4-92(b) 不灭的灯火(上) 吴勇 宇宙光 

D4-93 不灭的灯火(中) 吴勇 宇宙光 

D4-93(b) 不灭的灯火(中) 吴勇 宇宙光 

D4-94 不灭的灯火(下) 吴勇 宇宙光 

D4-94(b) 不灭的灯火(下) 吴勇 宇宙光 

D4-95 City in Space Tanner/Johnson  

D4-96 火中的一根柴 黄安逸 海天书楼 

D4-97 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 远志明等著 中信 

D4-98 奔放的生命 林曾秀芬 北美爱修更新会 

D4-99 传承的生命 林曾秀芬 北美爱修更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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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100 更丰盛的生命 林曾秀芬 北美爱修更新会 

D4-101 耶稣释放的大能 荻萝拉丝．文得 北美爱修更新会 

D4-102 韩伟先生纪念集 林志平编  

D4-103 席胜魔传 戴存义 福音证主协会 

D4-104 龙爪馀生 洪嘉露 福音证主协会 

D4-105 熬炼 尤新 中信 

D4-106 人间剪影  福音证主协会 

D4-107 幽谷之歌 希云 中信 

D4-108 金壳盈野地  证道 

D4-109 心声片片 何荔璇 宇宙 

D4-110 活出彩虹 李巧玲 宣道 

D4-111 谁擦乾我的眼泪(二本) 吴元晃  

D4-112 馨香的事奉 林献羔 天道 

D4-113 马偕博士在 湾 陈宏文 中国主日学 

D4-114    

D4-115 司布真传 富勒顿 以琳书房 

D4-116 马丁路德传 何礼魁 道声 

D4-117 玫妮的春天 玫妮 主日学协会 

D4-118 暗室珍藏 蔡苏娟 使者 

D4-119 我们逃脱了 焦源濂 校园 

D4-120 慕安得烈传 蔡丽安 以琳书房 

D4-121 返璞归真 鲁益士 海天书楼 

D4-122 得胜者～宾路易师母的回忆录 葛雷得 活泉 

D4-123 怀特腓小传 江守道 基督徒 

D4-124 叼雷小传 江守道 基督徒 

D4-125 与神同在 俞成华  

D4-126 十架窄路 俞崇恩  

D4-127 没药山 胡振庆传  

D4-128 心灵 包 卢云 校园 

D4-129 但以理得力的秘诀 华思德 活泉 

D4-130 马丁路德传 何礼魁 道声 

D4-131 是否永不灭亡   

D4-132 无以名之的云 周学信 蒲公英 

D4-133    

D4-134 得胜者(宾路力易师母回忆录) 葛蕾得 活泉 

D4-135 余 度 –20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兴先驱 吴秀良 比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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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136 薛华的心灵世界 丹尼斯 雅歌 

D4-137 施恩座前 – 孙凯弟兄 事  大陆见证事工 

D4-138 得胜者--宾路易师母回忆录 钟越娜 美国活泉 

D4-139 中国的以巴弗 吴维僔 中福 

D4-140 游子迟迟归 陈终道 宣道出版社 

D4-141    

D4-142 神国侠侣 王瑞珍 校园 

D4-143 属灵伟人传记文库－约翰牛顿传 Anne Sandberg 美国荣主出版社 

D4-144 属灵伟人传记文库－李文斯敦传 Sam Wellman 美国荣主出版社 

D4-145 属灵伟人传记文库－本仁约翰传 Sam Wellman 美国荣主出版社 

D4-146 属灵伟人传记文库－乔治慕勒传 Bonnie Harrey 美国荣主出版社 

D4-147 属灵伟人传记文库－毛里斯传 W. Terry Whalin 美国荣主出版社 

D4-149 主仆史祈生 洁然 校园书房出版社 

D4-150 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 远志明等著 中信出版社 

D4-151 癌战 洁然 宣道出版社 

D4-152 王明道见证 王约瑟 中华福音服务社 

D4-153 戴得生以玛丽亚 蒲乐克 校园书房出版社 

D4-154 幽谷之歌 希云 中国信徒布道会 

D4-155 夜间的歌 恩立姐妹 大陆见证事工 

D4-156 没药山 胡振庆 大陆见证事工 

D4-157 上山之论 大陆老传道 大陆见证事工 

D4-158 奇异恩典 郑惠瑞 大陆见证事工 

D4-159 奇异恩典（续集）   郑惠瑞 大陆见证事工 

D4-160 十架窄路 余崇恩 大陆见证事工 

D4-161 哦，神的大怜悯   邵惠中 大陆见证事工 

D4-162 深入非洲三万里 张文亮 校园书房出版社 

D4-163 葛培理传 鲍乐基 海天书楼 

D4-164 惟独基督  
海外基督使团 

D4-165 珍珠之歌 周丁非 
天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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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文艺创作  Literature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5-1 天路历程 本仁约翰  

D5-2 静屋心语 本仁约翰  

D5-3 翻译津梁 刘翼凌  

D5-4 圣经与修辞学 刘翼凌  

D5-5 给摘星星的人 刘翼凌  

D5-6 人生道上 潘馨  

D5-7 译经论丛 刘翼凌  

D5-8 宇宙谈奇(二本) 罗绍唐  

D5-9 Not My Will  Amold  

D5-10 此情不渝 何黛铃  

D5-11 与夫妻坦诚交谈 严彩锈译  

D5-12 智慧的妇人 焦金坚译  

D5-13 宣信 焦普信著 陆忠信译  

D5-14 凯歌集 杏林子  

D5-14(b) 凯歌集 杏林子  

D5-15 峰 路转 王峙  

D5-16 哲客侠情 梁燕城 宇宙光 

D5-17 慧境神  梁燕城 宇宙光 

D5-18 历史性的大审判 莫理孙 治道 

D5-19 信是有情 叶特生 基道书楼 

D5-20 小丑 陈赞一 加略山房 

D5-21 乱世奇兵 黎庭义 证主 

D5-22 末世迷？ 黎庭义 证主 

D5-23 四种爱 林为正 雅歌 

D5-24 孙大信史诗 于中昊 宣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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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音乐  Music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6-1 教会圣诗   

D6-2 校园圣诗  第二集   

D6-3 校园颂   

D6-4 校园诗歌  第一集   

D6-5 青年圣歌  第三集   

D6-6 101 More Hymn Stories Kenneth W. Os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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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教育材料  Educational Materials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7-1 圣经 戏一百种 苏文博  

D7-2 聚会时间儿童活动 胡美华译  

D7-3 Object Lessons and Stories 

for Children's Church 

Sulliva Baker Book House 

D7-4 教学百宝箱 泰瑞．郝尔 中国主日学 

D7-5 成长中的孩子 梅仇笑红 证主福音 

D7-6 如何教养霸道的孩子 杜布生 远流 

D7-7 我该对孩子说什麽 蔡元云 突破 

D7-8    

D7-9 烈焰城堡-回教世界初探 谢儷娟  宣道 

D7-10 属灵古典名著评价 陈希曾 活道 

D7-11 ?   

D7-12 夫妻相处之道   

D7-13 Community Services Directory EBR Library EBR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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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学校神学院资料  University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E1-1 Bob Jones University (Bulletin 1983-84)  

E1-2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Catalog(1984-86)  

E1-3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Catalog(1985-87)  

E1-4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Catalog(1984-85)  

E1-5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E1-6 经文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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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录像带 

A1  得救的确据 

 

编号 片名 作者 出版社 

V A1-1 信仰 科學 人生 馮秉誠  

V A1-2 我為什麼信耶穌 遠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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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初信造就 

 

编号 片名 作者 出版社 

V A2-1 从鬼灵精怪说起 郑国治  

V A2-2 算命风水与永生之道 郑国治  

V A2-3 孝敬与拜祖宗之别 郑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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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生活  The Diciplines of Life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3-1 The High Schoo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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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事奉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4-1 从个人事奉到全家事奉 1992  退修会 张有光 

B4-2 从个人事奉到全家事奉 1992  退修会 张有光 

B4-3 从个人事奉到全家事奉 1992  退修会 张有光 

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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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门徒训练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B6-1 基要真理 苏文隆  

B6-2 圣约与国度（-） 张乃千 亚杜兰读经营 

B6-3 圣约与国度（二） 张乃千 亚杜兰读经营 

B6-4 基督精兵 张乃千 亚杜兰读经营 

B6-5 摩西五经 张乃千 亚杜兰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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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差传 宣教 传福音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11-1 Chinese Mission 89  AFC 

C11-2 阿根廷 华传 陈靖宗 

C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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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教会活动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CC1 个人见证及儿童表演  1992  退休会 

CC2 圣诞晚会  93   

CC3  道会 徐华 1992 

CC4 主日崇拜 徐华 1992   道 

CC5 忙碌生活中的灵修生活 温伟耀 1996  退休会 

CC6-1 勇闯前路 温伟耀 1996  退休会 

CC6-2 勇闯前路 温伟耀 1996  退休会 

CC7-1 平安何处觅 叶陈淑淑 1997  福音营 

CC7-2 平安何处觅 叶陈淑淑 1997  福音营 

CC7-3 平安何处觅 叶陈淑淑 1997  福音营 

CC7-4  周主培 1997  退休会 

CC7-5  周主培 1997  退休会 

VC98-1 同心事奉(一) 周孔道牧师 1998  退休会 

VC98-2 同心事奉(二) 周孔道牧师 1998  退休会 

VC98-3 恩爱夫妻(一) 周丁菲比师母 1998  退休会 

VC98-4 恩爱夫妻(二) 周丁菲比师母 1998  退休会 

VC98-5 恩爱夫妻(三) 周丁菲比师母 1998  退休会 

VC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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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传福音资料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D2 Jesus of Nazareth   

D2-1A PART 1   

D2-1B PART 2   

D2-1C PART 3   

D2-2 耶稣传  学园传道会 

D2-3 梦醒时分 传神 钟裔文赠 

D2-4 如愿以偿 传神 钟裔文赠 

D2-5 爱是永不止息 传神 钟裔文赠 

D2-6 生命交响曲 传神 钟裔文赠 

D2-7 我知谁掌管明天 传神 钟裔文赠 

D2-8 从练功到破功 传神 钟裔文赠 

D2-9 旧约全书（上）  Rock Audio Ministry 

D2-10 旧约全书（下）  Rock Audio Ministry 

D2-11 新约全书  Rock Audio Mini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