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記錄 14/3/2017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A3001 風塵神僕 (從馬可福音看主門徒) 黎永明、曾培銘 明道社

A3002
神與人同在 (從約翰福音看基督如何彰顯神、

臨近人)
曾培銘 明道社

A3003 帖撒羅尼迦前書 (成為聖潔預備迎見主 馮蔭坤 明道社

A3004 帖撒羅尼迦前書(研習本) 馮蔭坤 明道社

A3005 帖撒羅尼迦後書 (持守作工，候主再臨) 孫淑喜 明道社

A3006 帖撒羅尼迦後書(研習本) 孫淑喜 明道社

A3007 凡人旅程 溫清華 明道社

A3031 羅馬書註釋 虞格仁 道聲 置於辦公室

A3061 縱橫天下之使徒 Ralph P. Martin 台福傳播中心

A4001 屬靈閱讀手冊 蔡春曦 證主

A4002 中文屬靈書籍分類簡介 蔡春曦、蔡黃玉珍 證主

A4003 研經工具書評介 蔡春曦 證主

A4004 問問你 (新約經卷問答) 曾思為 添信公司

A4005 逾越節慶典手冊 雷建華 中神

A4006 從別是巴到但(聖地遊蹤) 雷建華 中神

A4007 香港基督教會史 劉粵聲(編) 浸信會

A4008 新約綜覽 滕慕理 宣道

A4009 以色列史綜覽 吳理恩 華神

A4010 大眾聖經百科全書 天道 天道

A4011 當代信仰手冊 楊牧谷(譯) 校園

A4012 證主聖經手冊 得維遜等(編) 證道

A4013 基督教二千年史 陶理博士 海天

A4014 耶穌聖蹟合參註釋 丁良才 證道

A4015 經文彙編 芳泰瑞 文藝

A4016 耶穌的腳印 殷穎 道聲

A4018 主題彙析聖經 黃錫木博士(編) 基道

A4019v.1 證主聖經百科全書 I 證主 證主

A4019v.2 證主聖經百科全書 II 證主 證主

A4019v.3 證主聖經百科全書 III 證主 證主

A4020 證主聖經百科全書 檢索‧附錄資料 證主 證主

A4021 聖地靈輝 (珍藏版) 麥樹明(編) 證主

A4022v.1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上冊) 鄺炳釗 明道社 2012

A4022v.2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下冊) 鄺炳釗 明道社 2012

A4061 聖靈研經果子- 仁愛 施家倫 基道

A4062 聖靈研經果子- 恩慈•良善 利貝雅 基道

A4063 聖靈研經果子- 信實 艾翎 基道

F.C.D.Howley

F.F.Bruce

 H.L.Ellison

A5002 The Comparative Study Bible (parallel) / ZONDERVAN

A5003 聖經 呂振中(譯) 香港聖經公會

A5004c.1 THE ONE YEAR BIBLE / Tyndale House

A5004c.2 THE ONE YEAR BIBLE / Tyndale House

A5005 Holy Bible (NRSV) / ZONDERVAN

A5006 新舊約全書- 和合本(簡體) / ------

A5007 給現代人的福音~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 / 聖經公會

A5008 聖經新約全書(串珠) 中神(編) 證道

A5009c.2 聖經靈修版 ~ 新約全書 / 國際聖經協會

A5010 聖經靈修版 (簡體) / 國際聖經協會

A5011v.1 新編幼兒聖經第一課 / 純真

A 聖經、研經

 A3  釋經(新約)

PickerinF & InFlisA5001 Bible Commentary For Today

 A5  聖經譯本

 A4  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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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A5011v.2 新編幼兒聖經第二課 / 純真

A5012 聖經經卷選讀: 立足點 李金好, 向壘, 邗飴 國際聖經協會

A5013 聖經啟導本 中文聖經啟導本編輯委員會 海天書樓

A5014 聖經新釋本 天道書樓

A6001 撒迦利亞書真銓 張國勛 浸信會

A6002v.1 舊約輔讀(卷上) 鄺炳釗、曾立華(編) 讀經會

A6002v.2 舊約輔讀(卷下) 魏金泉(編) 讀經會

A6003v.1c.1 舊約聖經問題總解 李道生 浸會

A6005 韻律與和聲─利未記獻祭與節期 唐佑之 真理

A6006 天路俠客行: 上行詩歌的研究與操練 許開明 生命福音事工

A6007 箴言講義 許公遂 宣道書局出版

A6008 帖撒羅尼迦書信研經導讀 華約翰 天道

A6061 舊約速讀手冊 蔡黃玉珍，蔡春曦 証主

A6062 以賽亞書 坎伯•摩根 美國活泉出版社

A7001 新約輔讀 讀經會 讀經會

A7002 馬可福音研經導讀 華侯活 天道

A7003 約翰福音研經導讀 何赫素 天道

A7004 使徒行傳研經導讀 馮國泰 天道

A7005 以弗所書研經導讀 馮國泰 天道

A7006 教牧書信研經導讀 白禮嶽 天道

A7007 基督徒自由憲章  -- 加拉太書研經十法 滕慕理 天道

A7008 新約聖經問題總解 李道生 種籽

A7009 新約聖經問題總解 (下冊) 李道生 浸會

A7010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 (公義與慈愛) 黃天相 明道社 2012

A7011 傳道書 (試看人生) 謝慧兒 明道社 2012

A7012 士師記 - 人民任意而行的時代 曾思瀚 明道社 2012

A7013 人間智慧 (從箴言看如何活山信仰) 梁家麟 明道社 2012

A7014v.1 啟示錄 - 萬主之主 孫寶玲 明道社 2012

A7014v.2 啟示錄 - 萬主之主 (研習本) 孫寶玲 明道社 2012

A7015 啟示錄─狂波浪濤唱凱歌 曾思翰勒著；吳瑩宜譯 明道社/2007

A7016 士師風雲：如何克勝個人主義 黎永明 明道社

A7018 新約速讀手冊 蔡春曦，蔡黃玉珍 福音證主/1990

A7061 啟示錄 威爾克 校園

A7062 末世天機 ─ 天崩地裂 楊牧谷 更新資源

A7063 末世天機 ─ 求死不能 楊牧谷 更新資源

A8001 五花八門~創意研經指引 凱倫‧多克倫 校園

A8002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伍智聰、張楊淑儀(編) 香港讀經會

A8003v.1 福音性研經 蘇穎睿、蘇劉君玉 福音團契

A8004 自助研經法 黎曦庭 種籽

A8005 讀經系列手冊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06 讀經系列：摩西五經一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07 讀經系列：摩西五經二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08 讀經系列：歷史書一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09 讀經系列：歷史書二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0 讀經系列：詩歌一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1 讀經系列：詩歌二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2 讀經系列：先知書一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3 讀經系列：先知書二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4 讀經系列：先知書三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5 讀經系列：符類福音 讀經系列編輯組

向全能者抗辯─論<約伯記>無辜受苦的人與公

義的上帝
Fustavo Futierrez 雅歌

 A6  研經輔讀(舊約)

A6004

 A8  讀經及研經法

 A7  研經輔讀(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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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A8016 讀經系列：使徒行傳 保羅書信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7 讀經系列：約翰書信 其他書信 讀經系列編輯組

A8018 復活的操練 畢德生 校園書房 2012

A8061 全民讀經法 韓君時，韓立克著 校園書房

A8062 全人投入的讀經 張修齊 中國神學研究院

A8063 研經OIA 趙穎懿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A9001 救贖經題 鄭德音 (編) 聖工

A9002 管家之樂 李順長 校園

A9003 聖化你的生涯-- 邁向整全的人生 李順長 校園

A9004 行在光明中-- 約翰壹書小組查經材料 校園福音團契同工 校園

A9005 起跑線上-- 初信造就查經材料(學生本)               臧玉芝 校園

A9007 活出所信 陳麗群 等 證主

A9008 別為查經抓狂 施以諾 橄欖

A9010 查經樂 李陳永鈿 中國信徒佈道會/1986

A9011 信仰之旅 應志超 基督使者協會/1986

A9012 一針見血的福音 蘇穎智，蘇李嘉慧 種籽/1988

A9013 讀經的藝術：瞭解聖經指南 戈登．費依，道格樂思．史督華 中華福音神學院/2001

A9014 福音列車：福音查經 婦金篇 馬國棟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A9015 福音列車：福音查經 青年篇 馬國棟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A9061 戒絕壞習慣之旅 蘇穎智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B1001 基督徒的自由(附路德講道詞八篇) 馬丁路德 道聲

B1002 九十五條---改教初期文獻六篇 馬丁路德 道聲

B1003 路德語粹 馬丁路德 道聲

B1004 路德語粹  續集 馬丁路德 道聲

B1005 基督徒大問答 馬丁路德 道聲

B1006 路德的聖洗觀 約瑟夫森 道聲

B1007 我們的信仰 馬丁路德 道聲

B1008 聖誕之書 馬丁路德 道聲

B1009 馬丁路德小問答略解 馬丁路德 路德會

B1010 路德的倫理觀 賀爾 道聲

B1011 大預言---波灣戰後世局的發展與演變 吾主僕 中國主日學協會

B1012 活在聖靈中 巴刻 宣道

B1013 剖析異端邪教 羅錫為 道聲

B1014 我的兔子會上天堂嗎? 潔若梅‧休斯 證主

B1015 我們的主 王明道 宣道

B1016c.1 作基督徒的勇氣 高爾遜 證道

B1017 永恒的開始-基督教對死亡的看法 費約瑟 證道

B1018 耶穌 , 你是誰 ? / 聖經公會

B1019c.1 真理的尋索---基督教是否可信 司徒德 證道

B1020 靈性低潮 鍾馬田 證道

B1021 渴慕神 陶恕 宣道

B1022 苦罪懸謎 梁燕城 天道

B1023 歷史性的大審判 莫理遜 證道

B1025 問問上帝 許開明 卓越

B1026 眾聖徒的屬靈祕訣 麥安娜 橄欖

B1027 耶穌信箱 祈理富 基道

B1028 來活死 韋華 亞洲歸主

B1029 另一種信仰 梁家麟 基道

B1030 義人之根 陶恕 宣道

B1031 PilFrim's ProFress John Bunyan Moody Press

B1032 科學家的信仰 章力生 道聲

B 宗教、信仰

 A9  查經

 B1  宗教、哲學、信仰

A9006
活出真愛 -- 約翰壹、貳 、叁書查經資料(組員

本)
蔡張敬玲 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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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B1033 委身--生命的挑戰 蘇穎睿、蘇劉君玉 證道

B1034 KnowinF  God J.I.PACKER Hodder & StounFhton

B1035 慕迪喻道故事 慕迪 大光

B1036 信仰的反思 梁家麟 聖道

B1038 真理的尋索 司徒德 證主 2012

B1039 生命的變奏 楊牧谷 卓越

B1040 聖經神學 霍志恆著；李保羅譯 天道/1981

B1041 基督教教義概要(新版) 柏路易、陳惠榮 天道書樓

B1042 信仰與知識 唐佑之博士 證道

B1043 天國奧祕的揭曉從主耶穌的比喻認識神 歐果維/馮主莊 美國活泉出版社

B1044 信仰的落實 - 基督教宇宙論初探 楊牧谷 校園

B1045 耶穌，祢是誰？ 史懷識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B1046 魔鬼惑眾生(魔鬼學探究) 楊牧谷 卓越

B1047 給祖國的信 楊牧谷 卓越

B1048 戰勝黑暗 - 靈界爭戰的透視 沃納 著 福音證主

B1049 危機、機會 周主培 基督使者協會

B1050 末世預言綜覽 李保羅 天道

B1051 貓狗神學大不同 蘇鮑伯, 羅傑若 宣道 2012

B1052 進深之旅 施薀道著；易啟年譯 福音證主

B1053 屬靈的氣質 黎曦庭

B1054 尋找生命的座標 杏林子 宣道

B1061 基督徒的神學思考 霍華德•斯通，詹姆斯•社克 基道

B1062 獄中書簡 潘霍華 文藝

B1063 完成使命 ─ 直奔標竿401 課程 rick  warren 雅歌

B1064 完成使命 ─ 直奔標竿401課程(學生版) rick  warren 雅歌

B1065 壁壘分明 ─ 基督徒的信仰立場 張慕皚，蕭壽華，徐濟時 宣道出版社

B1066 my dear 親愛的 小麥子 漢語聖經協會

B1067 基督測不透的豐富 1 程蒙恩著 主恩出版社

B1068 基督測不透的豐富 2 程蒙恩著 主恩出版社

B1069 回教與基督教的研究 陳潤棠 天道書樓

B1070 76屆培靈講道56集 港九培靈研經會出版 真証傳播

B1071 77屆培靈講道57集 港九培靈研經會出版 真証傳播

B1072 港九培靈研經會講道集59集 真証傳播

B1073 港九培靈研經會培靈講道集62集 真証傳播

B1074 港九培靈研經會培靈講道集63集 真証傳播

B1075 認識及經歷聖靈 蘇穎智 全心出版社

B1076 發現事工
作者/RICK WARREN  翻譯/張傑明

審訂/楊高俐理
雅歌

B1077 一針見血的福音 蘇穎智 恩福製作中心

B1078 神不公允？ 史提夫，安妮•威伯 學生福音團契

B1079 電影、音樂、電視與我 大衛•亞當斯 學生福音團契

B1080 性愛•基督徒的觀點 沃爾特•馬爾金 學生福音團契

B1081 少年當自信 南希•戈爾丁 學生福音團契

B1082 結婚 Yes or No？ 湯姆•舒爾茨、琼妮•舒爾茨 學生福音團契

B1083 麻辣教室 蓮達•西特 學生福音團契

B1084 壓力out 消 凱蒂•阿伯克龍比 學生福音團契

B1085 人間交叉點 邁克•吉萊斯皮 學生福音團契

B1086 神蹟多面睇 保羅•活士 學生福音團契

B1087 天堂與地獄 加里•懷爾德 學生福音團契

B1088 男女太不同 蓮達•西特 學生福音團契

B1089 楊腓力的牛角尖 楊腓力著   傅湘雯譯 聖經資源中心橄欖出

版社B1090 A貨信徒 格羅舍爾 天道

B1091 失落的伊甸 何沛禮 宣道出版社

B1092 上帝的幸福學 高偉雄 橄欖

B2001 三十年來情與理 沈宣仁 香港基督徒學會

B2002 鐵證待判 麥道衛 更新傳道會

 B2  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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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B2003 我為何相信 甘雅各 三福

B2004 唯獨基督 唐祟平 真道之聲

B2007 真相系列----死後生命的真相 安克伯   韋爾登 天道

B2008 真相系列----UFO的真相 安克伯   韋爾登 天道

B2009 真相系列----進化論與創造論的真相 安克伯   韋爾登 天道

B2010 真相系列----耶穌研討會的真相 安克伯   韋爾登 天道

B2011 真相系列----耶和華見證人的真相 安克伯   韋爾登 天道

B2012 真相系列----摩門教的真相 安克伯   韋爾登 天道

B2013 真相系列----新紀元運動的真相 安克伯   韋爾登 天道

B2014 防範異端 陳蒙恩 宣道

B31001 神哪 , 為甚麼 ?  --  約伯與生之困惑 何大衛 宣道

B31004 聖經中的婦女 史祈生 時雨

B31005 神的門生 孫德生 證道

B31006 邁爾聖經人物傳(13) 保羅- 基督的僕人 邁爾 美國活泉

B31007 默想聖經人物 華思德 美國活泉/1987

B31008 聖經中的失敗者 陳終道 宣道

B31009 雅各(神的不子以色列) 美國活泉

B31010 以利亞(與其得力之祕訣) 美國活泉

B31011 戰士心語 林安國 中信

B31012 氣質的更新 黎曦庭 宣道

B31013 邁爾聖經人物傳(2) ：雅各 邁爾著；鍾越娜譯 美國泉活

B32001 馬丁路德傳 何禮魁 道聲

B32002 宋尚節傳 劉翼凌 證道

B32004 戴德生與瑪麗亞 John Pollock 校園書房

B32005 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 查時傑 華神

B32006 慕安得烈傳 蔡麗安 以琳

B32007 約翰衛斯理傳 林輔華 編 基督教文藝

B32008 司布真傳 富勒頓 以琳

B32009 殉教譜 魏威爾 天道

B32010 小德蘭略傳 拾珍 福音團契

B32011 法蘭西斯略傳 拾珍 福音團契

B32012 陝西羚蹤：司務道教士自傳 司務道教士 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

道團B32013 卜維廉傳─救世軍創始人生平 卡本德 證道/1963

B32014 戴德生 - 摯愛中華 史蒂亞 證音證主協會

B32015 亦有仁義 (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 黃智奇 宣道

B32016 主僕史祈生 滌然 時雨基金會

B32017 宋尚節言行錄 劉翼凌 證道

B32019 祂是！韓婆婆傳 韓寶璉 校園

B32020 高雄貓王：繆學理傳奇 蔡筱茹 宇宙光

B32021 我們從這裡說起：談天說地 趙潔儀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B32022 屬靈偉人得力祕訣 艾德满著；林麗娜譯 種籽

B32023 這次我們遇上了：談天說地 鄧子俊、趙潔儀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C1 教會

C11001 教會文件指南第一卷 于中旻、劉翼凌 福音文宣

C11002 植堂實用手冊 吳李金麗 證道

C11003 香港教會掌故 李志剛 三聯

C11004 回溯教會路 刑福增 證主

C11005 公義的呼喊 郭乃弘 基道

 B3  物傳記

 B32 教界人物傳記

C11 教會歷史

 B31  聖經人物傳記

C  教會、事奉

真相系列----自尊、心理學與康復運動的真相B2005 安克伯、韋爾登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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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C11006 綠葉常青~最後撤離中國的內地會宣教士 楊宓貴靈 海外基督使團

C11007 中國教會知多少 證道 證道

C11009 誰來關心我? ~ 中國少數民族概覽 熊黃惠玲 編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

絡中心C11010 古國蒼茫~中西政治文化的批判與前瞻 梁燕城 華漢

C11011 像一粒芥菜種 - 教會史略 穆格新 道聲

C11012 教會的身量 蓋時珍 證道

C11013 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 梁家麟 天道

C11061 直奔標竿 rick warren 基督使者協會

C11062 健康的教會 史蒂芬•麥克基亞 華神

C11063 健康的教會 實踐篇 史蒂芬•麥克基亞 華神

C12001 教會人物 馬雅各 道聲

C12002 執事須知 韋基理 亞州歸主

C12061 作個好執事 ─ 善用你的治理職分 鮑勃‧比爾、泰德‧英斯壯 基石

C12062 忠勤事主 唐佑之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C13001 給你,輔導 --- 團契輔導指南 彭懷冰 校園

C13002 我的價值-信仰研討小組手冊 工業福音團契 工業福音團契

C13003 團契研經樂 林漢星 基道

C13004 團契的模式與週會 林漢星 基道

C13005 團契的異象與事奉 林漢星 基道

C13006 小組動力 吳蘭玉 證道

C13007c.1 團契生活 潘霍華 文藝

C13010 如何建立愛的團契 路易士、伊凡 榮耀

C13012 靈聽心語—團契/小組活動資料集 蔡元雲、葉萬壽 等 突破

C13014 屬靈領袖 孫德生 證道

C13015 團契狂想曲 譚俊德 福音證主協會

C13016 樂在其中 - 團契與人際關係動力之探討 鄧敏 福音證主協會

C13017 團契樂繽紛 - 創意週會百寶囊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C13018 遊戲攻略 FES Press 編輯組 香港基督教學生福音

團契C13019 實物教材 (I) / 福音團契

C13020 實物教材2 福音團契

C13021 團契遊樂坊 吳李麗金 證主

C13022 40個自己的Style遊戲輕鬆玩 瓊妮唫喬 世潮

C13023 遊戲見真我 鄧月媚(編) 學生福音團契

C13024 遊戲見真我 鄧月媚(編) 學生福音團契

C13025

C13026 神、經、遊戲：上帝、經驗與遊戲 鍾樹森著

C13061 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指南 ─ 理論篇上 梁廷益 沙田浸信會

C13062 細胞小組教會區導師手冊 梁廷益、陳恩賜 沙田浸信會

C13063 領袖培訓的爆炸力 康約珥著   郭淑議譯 高接觸有限公司出版

C13064 事奉奇兵 團契職員手册 趙穎㦤編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C14001 教會兒童教育事工 易啟年 天道

C14002v.2 親親耶穌~兒童少年篇(第二期) / 學傳、以勒基金

C14002 辨好主日學的15個好主意 林素娟 基督中國主日

C14003 主日學老師必修的15堂課 林素娟 基督中國主日

C14004 老師，請暸解我！ 胡美華 中國主日協會

C14005 佳音兒童歌集 蔡永求 道聲

C14006 太初 香港聖經公會

C14007 我看見天父 小麥子 香港讀經會

C14008 約瑟夢之旅 史堅撒 宣道

C14009 挪亞的故事 天道 天道

 C14 主日學

 C12  聖職人員

 C13 團契、小組

聖公會青年事工委員會 (編)裝備—團契領袖手冊C13011 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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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C14010 猶太智慧漫畫 林德崇(編) 更新資源

C14011 開路先鋒 莊偉強 證主

C14012 開路先鋒 莊偉強 證主

C14013 開路先鋒 莊偉強 證主

C14014 自由萬歲 莊偉強 證道

C14015 荒漠之旅 莊偉強 證主

C14016 漫畫戴德生傳 非拉鐵非(編) 天道

C14017 寶貝心 (1)天父 張蓬潔 道聲 一套三冊

C14018 寶貝心 (2)禱告 張蓬潔 道聲

C14019 寶貝心 (3)愛 張蓬潔 道聲

C14020 新天路歷程 本仁約翰 宣道

C14021 漫畫福(耶穌的比喻) 木通口雅一 證主

C14022

C14023 漫畫福音 ( 耶穌生平) 木通口雅一 證主

C14024 漫畫福音 (摩西 / 約書亞) 木通口雅一 證主

C14025 漫畫福音 ( 大衛.所羅門) 木通口雅一 證主

C14026 漫畫福音(使徒的故事) 木通口雅一 證主

C14027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上)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14028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上)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14029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下)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14030 漫畫清雞湯I 更新資源 更新資源

C14032 女中豪傑以斯帖 馬俐‧艾力斯(編) 中國主日學協會

C14033 約拿和大魚 國際聖經協會

C14034 摩西和法老

C14035 叄孫和他的力量

C14036 約瑟和彩衣

C14037 馬利亞和空墳墓

C14038 大衛和巨人

C14039 馬利亞和嬰孩耶穌

C14040 魔鬼這樣叫 三色國際, 更新資源

C14041 浪子回家 香港聖經公會

C14042 艾梅的祈禱 艾莉嘉著

C14043 親親天父、聽聽聖經 林嘉宜著

C14044 學習新事物的故事 艷慈

C14045 The frist christmas Gaby Goldsack

C14046 Peek and find christmas story allia zobel-Nolan

C14047 The christmas star allia zobel-Nolan

C14048 peek and find bible stories steve cox steve cox

C14049 奇怪的主每日天訊 鍾郭倩娜

C14050 奇怪的主每日天訊 鍾郭倩娜

C14051 奇怪的主每日天訊 鍾郭倩娜

C14052 兒童崇拜故事集1 羅唐娜

C14053 紅靴子 Carol Greene

C14054 漫畫聖經導覽: 舊約之旅 白金山文 道聲 2013

C14055 漫畫聖經導覽: 新約之旅 白金山文 道聲 2013

C14056 漫畫聖經導覽: 舊約之旅 白金山文 道聲 2013

C14057 向山舉目-詩篇選集

C2001 崇拜~神學、實踐、更新 張永信 天道

C2002 信義宗禮拜與聖事儀式 / 道聲

C2003 喪葬禮文及詩歌 / 華人基督教聯會

C2004 創意家庭崇拜手冊 - 活力跳力跳豆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

C2061 敬拜迷宮 保羅•巴士敦著 基道

C2062 非凡的敬拜 ─ 重尋敬拜與佈道的關係與意義 唐慕華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C2063 掌握2000 大事工系列 ─ 如何帶領敬拜 中國主日學協會

C2064 崇拜：認古識今 韋柏 宣道出版社

 C2  儀式(聖禮典、主日、禮拜、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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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C3001 服侍你的牧者 馬格李 學生福音團契

C3002 如何發展你的探病恩賜 楊牧谷 更新資源

C3003 耆樂無窮--長者靈性關顧的初探與實踐 / 基督教靈實協會

C3004 老得精彩－長者事工手冊 譚司提反 浸信會

C3005 飛躍晚年—長者福音四「步」曲 - 基督教靈實協會

C3006 飛躍晚年指導本 - 基督教靈實協會

C3008 聖靈第三波 彼得‧魏格納 以琳

C3009 靈恩運動全面研究 吳主光 角聲

C3010 聖靈權能大驚異 傑克.戴雅 以琳

C3011v.1 聖靈說話大驚異(上) 傑克.戴雅 以琳

C3011v.2 聖靈說話大驚異(下) 傑克.戴雅 以琳

C3012 早安, 聖靈 辛班尼 以琳

C3013 Food MorninF, Holy Spirit Benny Hinn Nelson

C3014 The AnointinF Benny Hinn Nelson

C3015 神醫的福音 宣信 宣道

C3016 聖靈的大能 陶恕 宣道

C3017 委身的代價 韋約翰 文藝

C3018 屬靈的氣質 黎曦庭 天道

C3019 v.2 異象 黃一平 迎欣出版社

C3020 平信徒訓練叢書 第四集 - 家管女 吳建增 信義宗東南亞

C3021 上山之鑰 / /

C3022 召命神學事奉 - <<中神院訊>> 專集 梁國權 中國神學研究院

C3023 從十二門徒看自己 馬有藻牧師 種籽 2013
C3024 工人的輔導 麥希真 福音證主協會

C3025 工人的領人歸主 麥希真 福音證主協會

C3026 生命的事奉 滕近輝 宣道

C3061 你的屬靈恩賜能助你的教會增長 彼得韋拿 迎欣出版社

C3062 給事奉充充電 蔡頌輝 道聲出版社

C4001 打美好的杖 韋約翰 學生福音團契

C4002 佈道大計 高爾文 亞州歸主

C4003 為耶穌行進 葛拉漢‧肯瑞克 以琳

C4004 為神贏得我們的城市 約翰.道生 以琳

C4005 以神的眼光看城市 艾德‧馬克倫 以琳

C4006c.1 不願一人沉淪 艾德史福索 以琳

C4007 如何處理有關永生的問題 余俊銓 三元福音培進佈道

C4008 實用個人佈道手冊 余俊銓 三元福音培進佈道

C4009 迎向21世紀的華人差傳事工 熊黃惠玲(編) 香港差傳事工

C4010 主耶穌吩咐的差傳事工 屈均遠 華人海外差傳團契

C4011 聖靈降臨與差傳 薄華 差傳事工聯會

C4012 把別人介紹給主 ------ 證主

C4013 佈道生活化！ 艾偉傳 亞洲歸主協會

C4014 沒藥山 ------ ------

C4015 講道記綠：義人必因信而活 赫爾、吳專克 基督徒福音

C4016 講道記綠：靈交與得勝 江守道、藍培德 基督徒福音

C4017 大有果效的事奉 - 邵遵瀾牧師講道集 邵遵瀾牧師 證道

C4018 我們的世世代代；華人青年宣教策略 梁永泰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

C5001 聖詩史話 浸會(編) 浸會

C5002 聖詩典考 王神蔭 文藝

C5003 教會音樂事工 易啟年 證道

C5004 教會詩班靈修手冊 紀哲生 、葉志明 天恩

C5005 教會詩班問題與解答 紀哲生(編) 天恩

C5006 聖詩合參 林列 文藝

C5007 當代聖樂與崇拜 赫士德 校園

 C4 佈道、傳道

 C5 聖詩

 C3  恩賜與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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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C5008 脫俗尋真~聖樂與崇拜評論集 黎本正 建道神學院

C5061 神是我們的神 ─ 聖樂與牧養發現之旅 譚靜芝主編 建道神學院

C6001 名歌選(下集) Songs EverFreen for Seriors 趙梅伯 胡章綸  趙筱岑

C6002 伯特利詩歌 伯特利教會 伯特利

C6003 宣道詩 劉福群(編) 宣道

C6004 佳音兒童歌集 道聲 道聲

C6005 靈糧詩歌 -- 新訂本 趙世光(編) 靈糧

C6006v.1 天人聖歌 -- 第一集 蘇佐揚(編) 天人社

C6006v.2 天人聖歌 -- 第二集 蘇佐揚(編) 天人社

C6007 基督是主 1 ---- 現代詩歌集 卓忠隆(編) 基督門徒務團

C6008 聖樂世界 -- 古今中外聖詩簡介 鄭敏熙(編) 長青

C6009 恩頌聖歌 蔡張敬玲(編) 證主

C6010 生命聖詩 生命聖詩出版委員會 宣道

C6011 詩篇新調 邵光 基道

C6012 神州樂韻 (中國大陸信徒見證詩歌集) 證主 證主

C6013 福音詩歌(1) 福音團契 福音團契

C6014 我的歌 莊文生 天恩

C6015 金句歌聲 陳留佳(編) 晨光

C6016 「互愛」詩歌精選 基督徒音樂協會 基督徒音樂協會

C6017 頌韻 宗教教育中心 宗教教育中心

C6018c.1 晨星短歌 任恩蘭(編) 宣道

C6018c.2 晨星短歌 任恩蘭(編) 宣道

C6019 佈道詩選 葛培理佈道會 葛培理佈道會

C6020 Thuma Mina / International

Ecumenical HandbookC6021v.1 青年聖詩 I 劉福羣(編) 宣道 藍色

C6021v.1c.2 青年聖詩 I 劉福羣(編) 宣道 藍色

C6021v.2 青年聖詩 II 劉福羣(編) 宣道 紅色

C6021v.3 青年聖詩 III 何統雄(編) 宣道 綠色

C6022v.3 讚之歌(3) 亞洲歸主 亞洲歸主

C6022v.5 讚之歌(5) 亞洲歸主 亞洲歸主

C6023 前來敬拜 Come & Worship 以琳聖樂組(編) 以琳

C6024 傳耶穌 (1,2,3,4,5 合集) 以琳聖樂組(編) 以琳

C6025 匠韻心聲 匠心製作公司 匠心製作公司

C6026 頌主新歌 紀哲生  麥堅理 浸會

C6027 華人聖頌 羅炳良 編 證主

C6028 頌主聖歌 / 證道

C6029 高唱頌歌 陳贊一 加略山房

C6030 齊唱新歌 陳文仙 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

C6031 祈禱敬拜贊美詩歌700首 / /

C6061 齊唱新歌 4•5•6合集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

協會

D1001 聖戰 本仁約翰 宣道

D1002 瞭解所信的道 - 聖經要道問答 吳迺恭 宣道

D1003 進深之旅 施蘊道 證主

D1004 給你 , 新鮮人 張明哲等 校園 2011

D1005 學他的樣式 施達雄 浸信會

D1061 靈命飛躍之旅 ─ 52個靈命成長要訣 包樂 宣道出版社

D1062 純淨的歡愉 湯蓋瑞 天道

鄭浩賢、鄭鎧賢、胡淑懿 新心音樂事工

我心、你心、敬拜心~教會敬拜的和諧與更新

更新敬拜讚美實用手冊 吉中鳴

陳天賜C5010

C5009

 D靈命成長

C5011 主領敬拜者

 C6 詩歌 (歌譜)

 D1 慕道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

協會

更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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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記錄 14/3/2017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D1063 118福音疑難問與答 程蒙恩 宣道

D2001 有話問蒼天 楊腓力 天道

D2002 活出和諧與美好 滕近輝 宣道

D2003 真理的裝備 飽會園博士 天道

D2004 擁抱十架~鐵釘下的應許 路卡杜 證主

D2005 問問上帝 許開明 卓越

D2006 時間管理錦囊 戴頓 亞洲歸主

D2007 點燃復興之火 俞敬群 紐約市國語團契

D2008 對主忠誠? 作個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夏博思 基道

D2009 基督徒生活面面觀 陳終道 宣道

D2010 最大的功課(弟兄版) 白立德 學園

D2011 還我本性 - 衝破性罪的捆鎖 韋約翰 突破

D2012 饒恕的藝術 Jeanette Lockerbie 學園

D2013 童言童語話朋友 偉爾曼 校園

D2014 牧野心路 蕭壽華 宣道

D2015 作主門徒 窩特森 天道

D2016 相對論 楊思 突破 2011

D2017v.1 基督工人系列 (1)工人的典範 麥希真 證主 2011

D2017v.3 基督工人系列 (3)工人的領人事主 麥希真 證主 2011

D2017v.10 基督工人系列 (10)工人的受苦 麥希真 證主 2011

D2018 FrowinF into Love Joyce HuFFett IVP

D2019 The Life of Victory Alan Redpath MARSHALL

PICKERINFD2020 SeekinF God Joni Eareckson Tade WORD

D2021 Fod in the Dock C.S.Lewis FOUNT

D2022 Out of Solitude Henri J.M.Nouwen DARTON

D2023 Don't just sit there. Have Faith! Ronald Dunn ALPHA

D2025c.2 工作為祭 蕭壽華 宣道出版社 2012

D2026 生命對答 甘力克著，黃大業譯 高示有限公司

D2027 接待聖靈常住 祈安主編，劉如書譯 天恩出版社

D2028 生命的重整 巴刻 宣道出版社

D2029 屬靈操練禮讚─靈性增長之道 傅士徳 香港基督教學生福音團契/1982

D2030 氣質的更新 黎曦庭 宣道

D2031 征召得胜者 林道亮 台福傳播中心

D2032 得勝者的召喚 喜樂福音堂 喜樂福音堂

D2033 門徒的真義 潘廸科 亞洲歸主

D2034 靈性低潮 鍾馬田著 福音證主協會出版部

D2035 牧者的心(哥林多書信選講) 胡恩德 喜樂福音堂

D2037 深化你的靈命(跨入成熟的圖階) 李順長 校園

D2038 仁者無敵 李順長 校園

D2039 勇者不懼 李順長 校園

D2040 同化你的全人(創造和諧的美境) 李順長 校園

D2041 子午線上 李順長 校園

D2042 純化你的定義(思想信仰的神學內涵) 李順長 校園

D2043 再造久恩 李順長 校園

D2044 不住增長的信心 維格斯維爾 宣道

D2045 似非而是 肯特、基恩 中信

D2046 午夜的復興 陶  恕 宣道

D2047 作門徒：鐵價不二 麥威廉 迎欣

D2048 權力、財富 證主

D2049 得著基督 蕭壽華 宣道

D2050 活著就是基督 坎伯、摩根  鍾越娜 美國活泉

D2051 基督徒術語入門 劉曉亭 國家圖書館

D2052 住在基督 慕安得烈 校園

D2053 從榮光到榮光 - 得勝生活的祕訣 無名的基督徒 橄欖

D2054 往心深處 - 屬靈操練的更新 葉萬壽 突破

D2055 寶訓精義 陳終道 天道

D2056 心意更新 - 如何調整內心生活 麥哥登 證主

 D2 基督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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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記錄 14/3/2017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D2057 靈旅達人1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2013

D2058 靈旅達人2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2013

D2059 靈旅達人3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2013

D2060 建立屬靈友誼 陳誠東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2013

D2061 大都會信徒的掙扎 鮑會園著 中國基督教播道

D2062 大都會信徒的操練 鮑會園著 中國基督教播道

D2063

D2064 為什麼基督徒會生病? : 揭開聖經的防痛治病袐訣 麥喬治 生機會 2013

D2065 不減不增 區祥江 亮光文化 2013

D2066 不減不增 區祥江 亮光文化 2013

D2067 A貨信徒 格羅舍爾 天道

D2068 新造的人-當代聖經-約翰福音 國際聖經協會

D2069 操練敬虔 封志理 香港教會書室

D2125 破繭期 ─ 生命蛻變的關鍵十年 詹姆斯•社布森博士 基石

D2126 mo 人心經 王一平 迎欣出版社

D2127 重新得力 21 分鐘 約翰•麥斯威爾 基石

D2128 領導力 21 法則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 著

蕭欣忠•林靜儀  合譯
基石

D2129 團隊領導的妙用
巴喬治(George Barna)著   高集樂  編

審  黃嘉珍&楊淑蓉   譯
飛鷹

D2130 裏外更新 克萊布 天道

D21001 每日靈修經節  大字版 (第一冊) / 禮賢會九龍堂

D21002 清晨靜思主話 加羅．艾德理 種籽

D21003 祂在 ! 陳廷忠 基道

D21004 奉耶穌的名 盧雲 基道

D21005 親愛主 , 牽我手 盧雲 基道

D21006 始於寧謐處 盧雲 基道

D21007 羅馬城的小丑戲 盧雲 基道

D21008 與你同行 盧雲 基道

D21009 別了, 母親 盧雲 基道

D21010 鏡外 --- 生死之間的省思 盧雲 基道

D21011 苦杯 苦路 苦架 許開明 生命福音事工

D21012 經歷神 王志學 基道

D21013 青年金言 浸會(編) 浸會

D21014 平凡生活與靈修 譚沛泉 生命福音事工

D21015 基督教靈修神學簡史 候特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D21016v.1 相遇寧靜中 (上) 蔡元雲 突破

D21016v.2 相遇寧靜中 (下) 蔡元雲 突破

D21017 約翰衛斯理日記選錄 約翰衛斯理 循道衛理

D21018 約翰衛斯理書信選錄 約翰衛斯理 循道衛理

D21019 騎馬傳道者的心路歷程 ---亞斯理日記選錄 亞斯理．法蘭西斯 循道衛理

D21020 壯志凌雲-宣教先鋒葛多馬著作選錄 葛多馬 循道衛理

D21021 悠然人生 貝納德 循道衛理

D21022 結籚在人境 勞倫斯 循道衛理

D21023 復得返自然 聖法蘭西斯 循道衛理

D21024 敬虔的證言 湯馬士凱利 循道衛理

D21025 愛的啟示 朱利安娜 循道衛理

D21026 敬虔生活真諦 法蘭西斯 循道衛理

D21027 真誠的懺悔 ---- 奧古斯丁選集 奧古斯丁 循道衛理

D21028 桌上談主恩 ---- 馬丁路德選集 馬丁路德 循道衛理

D21029 恩典的信仰 ---- 加爾文選集 加爾文約翰 循道衛理

D21030 順服的生命 ---- 潘霍華選集 潘霍華 循道衛理

D21031v.1 靈修系列37：內省天國觀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20102

D21031v.2 靈修系列38：內省永恆觀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2012

D21031v.3 靈修系列39：內省人生觀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2012

D21031v.4 靈修系列40：內省價值觀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2012

Dorothy C. Bass, Don C. Richter,

梁康雯譯

 D21 靈修與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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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D21031v.5 靈修系列41：罪惡的爭戰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2012

D21031v.6 靈修系列42：自我的情慾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21031v.7 靈修系列43：肉體的情慾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21031v.8 靈修系列44：外在的情慾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21031v.9 靈修系列45：盡心的愛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21031v.10 靈修系列46：盡性的愛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21031v.11 靈修系列47：盡意的愛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21031v.12 靈修系列48：盡力的愛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D21032 心靈24味 李浩平 香港亞洲歸主證會

D21033 從靈開始 李建青 學生福音團契

D21034 整全的靈修 陳贊一 加略山房

D21035 約瑟越生命創傷的寬恕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事業

D21036 讀經樂 曾燊 天道

D21037 標竿人生 華理克 基督使者協會

D21038v.1 繁忙人的屬靈操練 (上) 蔡元雲 突破

D21038v.2 繁忙人的屬靈操練 (下) 蔡元雲 突破

D21039 屬靈操練禮讚 傳士德 學生福音團契

D21040 兒童靈修樂 郭燕嫦, 周碧霞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D21041 聖道日糧11：信徒的福音 廖楊淑儀 香港讀經會

D21042 長者金句讀本1 梁伍瑞英 浸信會

D21043 樂在靈修 陳李穎, 歐陽樂 福音證主協會

D21044 市井信徒II：夏季 伍美詩 學生福音團契

D21045 市井信徒II：秋季 伍美詩 學生福音團契

D21046 荒漠的智慧 盧雲導讀 基道

D21047 加利利的囑咐─教導的操練 楊牧谷 卓越書樓

D21048 花香滿徑 包恪廉勒著；余也魯譯 海天/1987

D21049

D21050 靈修拾穗 胡孝清 中華傳道

D21051 四季成長路 春-更新的季節 蘇穎睿 全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D21052 跪著的基督徒 戴致進 橄欖

D21053 心的改造 - 清心、愛慕、敬畏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事業

D21054 祈禱的經驗 馬卡琳 中國主日學協會

D21055 靈命建造工程 李振群, 楊金蘭 協傳培圳中心

D21056 門徒日囚錄：進深靈修與自省 春 二至四月 章伯斯著；故燕青譯

D21057 門徒日囚錄：進深靈修與自省 夏 五至七月 章伯斯著；故燕青譯

D21058 門徒日囚錄：進深靈修與自省 秋 八至十月 章伯斯著；故燕青譯

D21059 門徒日囚錄：進深靈修與自省 冬 十一至一月 章伯斯著；故燕青譯

D21060 不枉此生 戴頓．殷恩重著 亞洲歸主協會香港分

會D21061 天賜糧源 袁玉麟 浸信會

D21062 聖靈的大能 陶恕 宣道

D21063 屬靈的氣質 黎曦庭著；鄺保羅譯 天道

D21064 從8A開始 林炒 突破

D21125 姊妹靈修  1 靈修飛躍靈修系列 環球聖經公會

D21126 天賜靈糧 III 浸信會出版社

D21127 豐富人生   敬拜的真諦 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D22001 雅比斯的禱告~擴張你的生命境界 魏肯生 證主

D22003v.1 主啊! 求祢教我們禱告-讓我得自由(第一輯) / 學傳、以勒基金

D22003v.2 主啊!求祢教我們禱告-讓我得自由(第二輯) / 學傳、以勒基金

D22003v.3
主啊!求祢教我們禱告-讓我得自由 - 接受祈禱

(第一輯)
學傳、以勒基金

D22003v.4
主啊!求祢教我們禱告-讓我得自由 - 接受祈禱

(第二輯)
學傳、以勒基金

D22003v.5
主啊!求祢教我們禱告- 為香港一百萬小時敬拜

讚美宣告祈禱手冊
學傳、以勒基金

 D22 祈禱

/ 學傳、以勒基金D22002c.1
主啊!求祢教我們禱告-我們應當如此行(第一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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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D22004 禱告 哈列斯比 道聲

D22005 動物園中的祈禱室 張曉風 文藝

D22006 童言童語話禱告 偉爾曼 等 校園

D22007 慕安德烈靈禱慧語 慕安德烈 證主

D22008 禱告良朋 --- 聖法蘭西斯 司徒柏格 基道

D22009 禱告真諦 ---- 尋找心靈真正歸宿 傳士德 基道

D22010 小寶寶的禱告 / 海天

D22011 禱告的震撼 柯艾芙 中國學園傳道會

D22012 幔內的禱告 史愛麗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D22013 禱告的教會 彼得魏格納 以琳

D22014 如何為財務困境禁食禱告 艾芙爾．湯恩斯 以琳

D22016 傾聽的耳 ---- 學習聆聽神的聲音 李拉瑞 以琳

D22017 主管的禱告大有功效 歐榮均(譯) 亞洲歸主

D22018 母親的禱告大有功效 歐梁綺萍(譯) 亞洲歸主

D22019 祂要興起一人 翟辛蒂 以琳

D22020 轉化生命的友誼---禱告指南 候士庭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D22021 每日與主禱告：200個翻轉命運的禱告 湯尼．索待, 潘蜜拉．馬德 倮羅文化

D22022 私禱日新 白賁約翰 基督教文藝/1977

D22023 基督徒的自由 馬丁路德 道聲

D22024 從生活開始：基督教信仰的體驗 郭乃弘 香港基督徒學會

D22025 不枉此生 戴頓、殷思重 亞洲歸主

D22026 基督徒處世常識 王明道 弘道

D22027 禱告的學校 慕安德烈 校園

D22028 禁食禱告的大能 白立德(Bill Bright), 胡其順譯 中國學園傳道會

D22029 我愛禱告：禱告中前行 保羅編輯小組 保羅文化

D22030 我們應當如此行 朱少儀 巨流圖書公司

D22032 代禱，改變你的城市 喬治．歐提思著；平山譯 以琳

D22061 如何建造強有力的禱告事工 畢中•派特森 道聲出版社

D31001 有效的栽培工作 加理 . 庫恩 種籽

D31002 親親耶穌~伴你成長手冊  父母篇 / 學傳、以勒基金

D31003 小寶寶的聖經 / 海天

D31004 基督教兒童教育 鄧敏 福音證主協會

D31005 塑迼主生命門徒訓練 - 品格篇 韋愛華 / 摩亞 浸信會

D31006 受命！授命！ 王捷 Warr Foundation

D31007 強者 蕭律栢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D31008 Bye Bye無知 林漢星 福音證主協會

D31061 運動與靈性：從體育運動到青少年靈命塑造 何志彬 匯美書社

D31062 運動與人生 耶穌教我打排球（導師本） 何志彬 漢域文化

D31063 運動與人生   耶穌教我打排球（組員本） 何志彬 漢域文化

D32001c.1 初信者祈禱手冊 / 學傳、以勒基金

D32002 由初信到成長 陳終道 宣道

D32003 美妙人生 甘雅各 三福

D32004 與少年信徒談話 倪柝聲 聖徒基金

D32005 初信生活手冊 魯濱遜/温華爾 證主

D32006 茁苗(初信栽培手冊) 盧宏博 天道

D32007 初信兒童祈禱手冊 香港學園傳道會

D32008 新生命要理問答 吳建增 道聲

D32009 給初信者 饒孝楫 校園

D4001 走出黑洞 納斯特,貝克 天道

D4002 一場好哭 滌然 宣道

D4003c.1 征途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D4004 地久天長~愛滋路上的母子情 李慧珍 突破

 D4 見證

 D32  初信成長

 D31 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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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D4005 燃點此生~吳明欽紀念集 吳明欽等 突破

D4006c.1 活出美麗 李德銘,黃曼麗(編)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

D4007 魚餌傳奇 歐尼霍倫斯 中信

D4008 五十年來 王明道 晨星

D4009 劍橋七傑 John Pollock 校園

D4010 癌戰 滌然 宣道

D4012 活出彩虹1 李巧玲,廖玉珍 宣道

D4013 暗室之后 蔡蘇娟 晨星

D4014 蔡蘇娟 (暗室之后續本) 蔡蘇娟 /

D4015 血癌十年-潘士諤牧師見證錄 潘士諤 加拿大宣道會

D4016 施達德傳 -- 運動家和開荒者(新版) 格拉布 證道

D4017 武俠人生-金康小說的宗教情懷 陳佐才 突破

D4019 獻身中華 戴德生 宣道

D4021 死亡別狂傲 蘇恩佩 突破

D4022 傾倒至死 -- 祈禱使徒海德 貝米勒 橄欖

D4023 跨越幽谷 羅海倫 海外基督使團

D4024 權能交會 施凱文 編 以琳

D4025 追龍 潘靈卓, 桂爾克 高示

D4026 兩吋半的恩典印記 陳宇鋒 宣道

D4026c.1 雲中的約會 呂院雅 宣道

D4028 作個福音勇士 鄔添松 編 宣道

D4029 謝謝你來看我-陳進興獄中靈修書簡 更生團契輯 橄欖

D4030v.1 不滅的燈火(上) 吳勇 宇宙光

D4030v.2 不滅的燈火(中) 吳勇 宇宙光

D4030v.3 不滅的燈火(下) 吳勇 宇宙光

D4031 靈命深處 -- 十架使徒賓師母 葛朗蒂 橄欖

D4032 血證士 福克斯.約翰 美國見證

D4033 伴我同行 程文輝 浸信會出版社 2012

D4034 伴我同行續集 程文輝 浸信會出版社 2012

D4035 雲彩見證一：星光舞曲生之躍 余黃國凱 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2012

D4035v.1c.2 雲彩見證一：星光舞曲生之躍 余黃國凱 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2012

D4035v.2 雲彩見證一：家─愛的協奏曲 余黃國凱 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2012

D4035v.3 雲彩見證一：雋穎組曲─因你顥揚 余黃國凱 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2012

D4036 小麥子 陳敏兒、廖啟智 Well Harvest Production Ltd. 2012

D4037 一杯涼水：大專生在弱勢社群中的體驗實錄 一群大專生 學生福音團契

D4038 荒原上：司務教士自傳之二 司務道教士 靈實福音佈道會

D4039 心中有一雙眼睛 麥陳永萱 加拿大宣道會

D4040 失而復得的日記：主僕宋尚節日記摘錄 利末 宣道出版社

D4041 我把薪火傳給你 周玉玲、王礽福 基道

D4042 感恩與知足 陳辰杏 耀文圖書公司

D4043 祂必垂聽 蘿莎琳、高福斯 中國主日學

D4044 荒原上的雲彩 劉義章 基督教靈實協會

D4045 俠骨宏情 王礽福 宣道

D4046 神的選民猶太拉比高恩博士的見證 高恩博士 選民事工差會

D4047 與人子同行 周惠珍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

會D4048 重見天日 盧光臨 美國榮主

D4049 渴想聖潔 梁家麟、曾立華、區伯平 宣道

D4050 生死兩相安 葉青霖 善靈會

D4051 神哪，為甚麼？(約伯與生之困惑) 何大衞 宣道

D4052 紅白旗 吳振智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D4053 Torrey Shih Evelyn O. Shih Shih EE Foundation

D4054 迷 羅錫為 突破

D4055 望、新家 林莉如 迎欣

D4056 靈界大揭秘系列(一) - 鬼附八大特徵 李錦彬 信徒造就

D4057 從創傷到醫治 楊牧谷 聖約團契

D4058 多走一步 / 百樂工作室

D4011 羅海倫
海外基督使團及香港

差傳事工聯會
攀越高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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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D4059 萬有主宰 賴恩融 中國信徒佈道會

D4060 熬煉 尤新 中信

D4061 新約聖經的神蹟 史祈生 時雨基金會

D4062 祂握我手 胡蘊琳 宣道

D4063 野地百合花：來自中國大陸的見証 陳詠祈 中國與福音

D4064 巫師之手尋道記 羅絲瑪利 證道

D4065 再見大聯盟 戴夫、崔復奇 校園

D4066 死亡九分鐘 喬治、李齊 中國主日學

D4067 永不止息的奇蹟 約翰彼德生 中國主日學

D4068 永不止息 滌然 時雨基金會

D4069 愛是不能埋 - 謝婉雯 馬靄媛 迎欣

D4070 輪椅上的畫家 玖妮、愛力生 中國主日學

D4071 再生情綠 楊牧谷 卓越

D4072 誰掌管明天 何義思教士 希伯崙

D4073 病榻上再次邂逅神 陳慧忠 從心會社有限公司

D4074 神醫的福音 宣道著 宣道

D4075 福音見證：當你對人類有了愛 臺灣福音書房

D4076 踏出神秘迷宮 滕張佳音 香港基督短期宣教訓練中

心
D4077 勢不可當: 化信心為行動的神奇力量 力克.胡哲 方智

D4078 絕處逢生 林寶 青源

D4079 石頭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婦女團契聯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婦女團

契聯會

D4080 病榻上的祝福 陳慧忠 從心會社有限公司

D4125 社團大佬的愛與罪 洪漢義 青源

D4126 垃圾堆上的神蹟 羅倫‧貝克、海蒂‧貝克 天恩

D4127 人生不設限 力克‧胡哲 方智

D4128 病榻上的盛宴 陳慧忠 從心會社

D4129 黑社會牧師的經營之道 莫樹堅 青源

D4130 風聞有你 麥寶琳 天道

D4131 星光舞曲 余黃國凱 香港中國使徒佈道會

D4132 天水圍12門徒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天澤堂

D4133
不再是我 ─ 同性戀兒子與心碎母親的歸家之

路
袁幼軒、蔣朗今 校園

D4135 病榻上的祝福 陳慧忠

D4136 天水圍12師奶 陳惜姿 勤力德書報

D4137 簡樸的海岸 鹽寮淨土十年記 區紀復 晨星

D4138 宣教路上見主恩 嚴佩珊等 中信國際差會

D4139 鹽寮淨土 區紀復 晨星

E1001 我心病了~如何關心精神病患者 蘇劉君玉 學生福音團契

E1002 化療室的春天 楊淑琴、龔振成 校園

E1003 醫心者的剖白-明心手記 明心 突破

E1004 先天, 後天 何李潔玲 突破

E1005 老的威脅 徐華 證主

E1006 解憂之困~如何消除憂慮和焦慮 林建榮 突破

E1007 情緒傷害 彭德修 宇宙光

E1008 情緒傷害 (管教藝術篇) 彭德修 宇宙光

E1009 情緒傷害 (讚美藝術篇) 彭德修 宇宙光

E1011 獨行天路=Famous of the Bible 布萊恩．哈柏 大光文字團契

E1012 把愛找回來：如何幫助父母離婚的孩子 Debbke Barr 著；黃友玲譯 台灣世界展覽會

E1013 如何發展你的探醫恩賜 楊牧谷 更新資源

E1014 快樂人生：14個勇抗情緒病的故事 黃葉仲萍、陳達醫生 世界出版社

E1015 孤單、獨處、友誼 譚沛泉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E1016 解用無聊的結 陳淑娟 突破

E1017 再見自卑 陳淑娟 突破

E1018 征服恐懼─給我兒 棻元雲 突破

 E1  心理輔導

 E 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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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E1019 生死兩相安 阮成國著

E1061 迎永生 ─ 大去前後 唐佑之 真理

E2001 新婚之鑰 區祥江 等著 突破

E2002 二人行 / 校園

E2003c.1 青年基督徒與婚姻 周天和、周李玉珍 宣道

E2004 婚前輔導 韋諾文 天道

E2005 知情識性 徐惠儀 家庭基建

E2006 夫妻之愛 艾德 惠特 大光

E2008 閨房之樂 艾德.惠特/凱伊.惠特 大光

E2011 另一半的選擇 戴威廉 大光

E2012 談戀愛 路易斯等 大光

E2013 談不完的愛 小沿 等 突破

E2014 婚姻旅情 區祥江 突破

E2015 離婚與再婚- 基督徒的觀點 陳惹愚 中國神學研究院

E2016 寫信給獨身的妳 林芸伍 中主

E2017 愛與恕：如何處理婚姻之恕 區祥江 突破

E2018 唯愛 滌然 時雨基金會

E2019 你也可以建立美滿的婚姻 蔡元雲 突破

E2020 生死男女─選擇你的價位取向 羅秉祥 突破/1994

E2021 天路伴侶 布萊恩．哈柏 大光文字團契/1984

E2022 真情真愛 / 證主

E2023 相愛相親夫妻間 李保羅、李榮鳳 天道

E2025 和階生活(二) - 成功的配偶 賴力高 迎欣

E2026 恩愛綿綿 迎欣

E2027 不一樣的戀愛 吳李金麗 證主

E2028 不要對我沈默 伯斯諾比夫婦 橄欖

E2029 婚姻與家庭 彭懷真 巨流圖書公司

E3001 第一次做媽媽 小李晃博士 大孚書局

E3003 千嬉十大教養難題及教導貼士 唐玉芬 香港教育研究中心

E3004 離異家庭青少年的牧養 梁永善 建道神學院

E3005 如何按照聖經教養你的孩子 華德．韓力森 橄欖基金會

E3006 如何帶領家庭崇拜 白愛芙 大光

E3007 愛兒成長－兒童心智發展問題淺析 啟導中心 證主

E3008 家庭協奏曲 吳李金麗 證主

E3009 誰是一家之主? -- 基督化家庭 萬崇仁 中神

E3010 勇於管教 詹姆斯.杜布森 愛家

E3011 如何建立孩子的靈性與品德 布魯斯‧納蘭摩爾 大光

E3012 男子漢, 攀高峯 黃家名 證主

E3013 為什麼兒童會有不良行為? 布魯斯‧納蘭摩爾 大光

E3014 還看下一代 楊牧谷 卓越

E3015 家庭學狂想(2) 楊牧谷 突破

E3016 初為人母 韓瑪莉 中主

E3017 親親孩子 / 明報出版社

E3018 做你兒女的好父母 李順長 校園

E3019 攜手盡天職：做個理想的父母 馮綺媚 宗教教育中心

E3020 致偉立書 薜查理 證道

E3021 親親耶穌 - 伴你成長手冊父母篇(第二期) / 香港學園傳道會

E3022 親親耶穌 - 伴你成長手冊父母篇(第四期) / 香港學園傳道會

E3023 青曲茁壯 祈思禮 基道

E3024 和階生活(三) - 成功的父母 賴力高 迎欣

E3025 神對家庭的旨意 江守道 天糧

E3026 家庭會傷人 約翰、布雷蕭 張老師文化

E3002 準媽媽保健

 E2  戀愛與婚姻

 E3  家庭、親子

各大醫院婦幼衛生專家合著 健康世界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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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E3027 童言童語話上帝 偉爾曼/加爾溫/路卡斯 校園

E3028 盟誓之前 蘇穎智/蘇李嘉慧合 證主

E3029 成長智多FUN 羅乃萱 基道

E3030 小學生學習藍圖 陳德茂 從合互動學園

E3031 生活細節教出大道理 彭麗彩 星島出版

E3032 樂在天倫：建立親子關係 福音證主協會

E3033 搞定你家的手紛爭 陶．德卡密爾著；李紀唐譯 愛家文化基金會

E3034 親子共讀有方：享受閱讀 黃迺毓 宇宙光全人關懷

E3035 孩子一生的閱讀計劃：好爸媽的教科書 沙永玲 天衛文化

E3036 改變孩子的壞習慣 董媛卿 臺視文化

E3037 親子EQ對活術 海原純子著；莊穎芬譯 苖藤

E3038 愛家七訣 麥雅各著；何明珠譯 雅歌

E3039 學琴的孩子最快樂 林小晴 天衛文化

E3040 我該對孩子說什麼；21世紀好爸爸箴言 蔡元雲、區祥江 突破

E3041 管教愛兒有妙方 蔡貝蒂著；柯美玲譯 福音證主協會

E3042 哈佛女孩劉亦婷 劉衛華、張欣武 高富國際文化

E3043

E3044 老大、老二為什麼不一樣？ Kevin Leman著；王湘茹譯 及幼文化

E3045 A級學子；從小栽培的四項性格能力 徐德淳 余德淳訓練機構

E3046 小樹則栽：作你孩子的心靈同伴 布魯斯‧納蘭摩爾 中國日學協會

E3047 不打不罵教孩子 傑利．威考夫、厄尼爾、廖美娜 新迪文化

E3048 不一樣的說話 周淑屏、何玉燕 突破

E3049 在職媽媽 程希琳 海濱圖書公司

E3050 愛的融會：兩代情 竹君 宣道

E3051 五天令青少年大翻新 李曼 天道

E3052 父母怎樣教導兒女學習禱告 梁景芳 播道神學院

E3061 共建屬靈之家 ─ 核心家庭屬靈牧養的探討 羅錦添 匯美

E3062 以家庭為本的青少年事工 馬可‧德夫里斯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E3063 如何跟孩子有效的溝通

安戴爾‧法柏、艾蓮‧瑪茲利許、

麗莎‧奈柏格、羅莎琳‧坦布雷頓

世茂

E3064 40法建立孩子正確價值觀 保羉里維斯 橄欖

E3065 鼓勵孩子100金句 新世代家長教育系列 星島

E3066 我們的孩子為什麼變成小皇帝 麥可•溫特霍夫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E3067 讓耶穌幫你帶小孩 毛樂祈 校園

E4001 從聖經看如何活得更快樂 鄺炳釗博士 天道

E4002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憂慮和恐懼 鄺炳釗博士 天道

E4003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失敗、羞愧、罪咎 鄺炳釗博士 天道

E4004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傷害和迫害 鄺炳釗博士 天道

E4005 我是誰 滕近輝 道聲

E4006 快活人生－與二十世紀蘇格拉底對客 柯彼得 校園

E4008 走過青色年代---談青年人的成長與超越 王俊明 等 宇宙光

E4009 自我形象與兩代之間 葉萬壽 突破

E4010 健康風采大行動　　１飲食營養 許惠卿 等 突破

E4011 健康風采大行動　　２運動與生活 陳景波等 突破

E4012 你也可以計劃人生 蔡元雲 突破

E4013 男性的初夏 區祥江 突破

E4014 各各他道路 ---- 自我的更新 雷赫聲 證主

E4015 ---享有豐盛人生的秘訣 陳李穎 證主

E4016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包約翰 道聲

E4018 年華似金 滌然 宣道

E4019 成長壓力(心理壓力 - 成長的動力) 商聯基 學生福音團契

E4020 老當益壯 - 長者生命成長路 譚司提 天道

E4021 做人秘笈 楊牧谷 卓越

 E4  自我

E4017 無與倫比的妳 貝蒂．耐塞瑞&貝芙．布許史密斯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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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E4022 和階生活(一) - 成功的人生 賴力高 迎欣

E4023 強者 蕭律柏 迎欣

E4024 夢想成真 蕭律柏、蕭安珀 迎欣

E4025 強者先機 貝理 迎欣

E4026 Mo 人心經 王一平 迎欣

E4027 演講縱橫 王一平 迎欣

E4028 生命軌跡；助人自助的十大關鍵 區祥江 突破

E4029 從小訓練的EQ 余德淳 余德淳訓練機構

E4030 如何啟發兒童的8大才華 陳家輝 明報出版社

E4032 高效能記憶及學學技巧 翁信固 全腦教育發展

E4033 全腦學習法 翁信固 全腦教育發展

E4034 解孩子的鬱結情 黃重光 天地圖書

E4035 不再幼稚 施大衛著；朱麗文譯 天道

E4061 葡萄樹的秘密 魏肯生 証主

E4062 葡萄樹的秘密 ─ 心靈札記 魏肯生 証主

E4063 活出熱情DON'T WASTE YOUR LIFE
約翰 • 派博（John Piper)著  張

書筠譯
美國麥種

E5001 Just Food Friends Joyce HuFFett Inter-Varsity

E5003 弟兄情-打破男人間的冰牆 蔡元雲,陳德茂 學生福音團契

E5004 入世聖徒---基督徒處世模式 韋伯 天道

E5005 孤單、獨處、友誼 譚沛泉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E5006 生之慾 葉萬壽 突破

E5007 友誼萬歲 甄家榮 亞洲歸主協會

E5008c.1 與難纏人共舞 帕羅特 天道

E5009 癌症之後 楊牧谷 更新資源

E5010 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 竹君 宣道

E6001 讀書這玩意兒 楊牧谷 校園

E6002 成績這玩意兒 傑瑞 . 懷特 校園

E6003 時代的教與學 證主 證主

E6004 怎樣讀書 那蘭摩爾 證主

E6005 如何獲取優異的成績 彭孝廉 中大

E6006 辦公室外望 高秀萍, 勞偉濂 突破

E6007 上班族語 陳鈞潤 突破

E6008 不同季節的讀書方法 傅佩榮 九歌

E6009 顧客就是上帝！ 葉松茂 天道

E7001 墮胎- 抉擇的背後 唐貝克 證主

E7002 基督徒看"性" 傅士德 基道

E7003 基督徒看"權勢" 傅士德 基道

E7004 決斷的時刻 羅史提夫婦合著 校園

E7005 失落的使命 - 為混亂的香港傳媒把脈 蔡志森/關啟文 宣道

E7006 還我本性 - 衝破性罪的捆鎖 韋約翰 突破

E7007 警牧看世情 陳一華 香港警察隊基督徒以諾團契

E7008 同志有路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

E7009 同話.家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

E7010 愛與學習 認識陪伴同性戀手冊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

E7011 給:最後女友的信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

E7061 怎麼辦？ 家人正面臨死亡

David Clark,Ph.D     Peter

Emmett, M.D   合著    蘇姸姿譯

宇宙光出版社

A Friend in Need ~ how to help people throuFh

their problems

 E5  人際關係

 E6  讀書與工作

 E7  道德與倫理

E5002 Selwyn HuFhes KinF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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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F1001 紅白旗 吳振智 青協

F1003 人間掠影 鄭翠懷 突破

F1004 未世有情人 徐詠璇 突破

F1005 法網柔情 殷靡詩 突破

F1006 德德門的故事 潘樹長 種籽

F1007 現代寓言 杏林子 九歌

F1008 生命頌 杏林子

F1010v.1 蘇恩佩文集 第一冊 蘇恩佩 突破

F1010v.2 蘇恩佩文集─第二冊 蘇恩佩 突破

F1011 老師獻給國中生的二十封信 鈴木茂 道聲

F1012 伴我前行 楊牧谷 校園

F1013 慧境神遊 梁燕城 宇宙光

F1014 校園雜果冰 梁玉華 福音團契

F1015 獅王，女巫，衣櫉 魯益師 文藝

F1016 裸顏 魯益師 雅歌

F1017 生命因愛動聽 影音使團

F1018 摩根著作精選 --- 活著就是基督 坎伯摩根 美國活泉

F1019 若 賈艾梅 證主

F1020 哲客俠情 梁燕城 宇宙光

F1021 醫生札記 梓翔 突破

F1022v.1 末世小說系列 1. 末日迷蹤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2 末世小說系列 2. 亂世奇兵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3 末世小說系列 3. 終極魔星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4 末世小說系列 4. 奪靈大戰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5 末世小說系列 5. 地獄軍團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6 末世小說系列 6. 奪命時刻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6c.2 末世小說系列 6. 奪命時刻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7 末世小說系列 7.不死之謎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7c.2 末世小說系列 8.不死之謎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8 末世小說系列 8.獸印風暴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9 末世小說系列 9.末世狂魔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10 末世小說系列 10. 災難餘生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11 末世小說系列 11. 最後反擊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11c.2 末世小說系列 12. 最後反擊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2v.12 末世小說系列 12. 榮耀再臨 黎曦庭    曾建時 福音證主

F1023 城市情懸 適然  梧桐子

F1024 星爺電影12啟示 楊文立 宣道出版社

F1025 群體動力 莊文生 天恩出版社

F1026 兒童唐詩 林涵青 風車圖書

F1027 兒童三字經上 林涵青 風車圖書

F1028 三隻小豬 新苗圖書

F1029 小人國遊記 新苗圖書

F1030 老鼠報恩 林美玲 三豐

F1032 魔術家的外甥 C.S. Lews著；王文恕譯 基督教文藝

F1033 獅王，女巫，衣櫉 C.S. Lews著；王文恕譯 基督教文藝

F1034 黎明號的遠航 C.S. Lews著；王文恕譯 基督教文藝

F1035 開司平王子 C.S. Lews著；王文恕譯 基督教文藝

F1036 銀椅子 C.S. Lews著；王文恕譯 基督教文藝

F1037 最後之戰 C.S. Lews著；王文恕譯 基督教文藝

F1038 馬與小孩 C.S. Lews著；王文恕譯 基督教文藝

F1039 七隻小豬 徐琪 新雅文化事業

F1040 兩隻好心的斑馬 歐陽 小樹苗教育

F1041 我的描繪板 幼福文化事業

F1042 秦始皇：一統天下 幼福文化事業

F1043 365成功寓言：老鼠開會 柏雅

F1044 地球的創傷 李寶文 教育

 F1  文藝、小說

 F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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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F1045 保護大自然 李寶文 教育

F1046 Good moring gorillas : Mary people osborne Paul Coughlin Random House

F1047 Twister on Tuesday : Mary people osborne Paul Coughlin Random House

F1048 Three little pigs Bilco Tranding

F1049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Bilco Tranding

F1050 Sleeping beauty Bilco Tranding

F1051 Snow white Bilco Tranding

F1052 Cookie's cussing game about food Bendon Publishing

F1053 Grore's guessing games about animals Longman

F1054 Big bird's first book of letters ABC Berry Root Purnell

F1055 A touch and feel book going to bed Exlusive Editions

F1056 Dinnertime Thomas Gordon Longman

F1057 Purnell's illustrated children's dictionary Betty Root Purnell

F1058 Poppy cat's jigsaw book Lara Jones Campbell books

F1059 跟小小孩說英文 張湘君 東西圖書

F1060 爺爺的龍橙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1 籠子褢的王國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2 玩具國歷險記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3 小老鼠尼古拉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4 不聽話的公雞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5 小寶變乖了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6 蘋果樹搬家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7 我的草莓不見了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8 古怪的飛龍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69 小杉樹換新衣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0 馬戲班兄弟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1 稀奇的大蘿蔔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2 動物員的羅伯伯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3 誰在敲門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4 到我家來吃茶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5 見義勇為的波波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6 貪現的小鼹鼠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7 孤獨的樹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8 小龍和巫錃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79 灰城故事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0 掃雪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1 好心腸的小鬼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2 阿白上雪山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3 下雨天的故事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4 戴口罩的小鱷魚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5 大家來吃蛋糕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6 小氣貓咪咪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7 小勇的新車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8 藍色的小象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89 不偷懶的三兄妹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090 教導良好行為 John D. Hall, 林紫渝編輯

F1125 末世時•未了情  雲聚 The Rapture 李安生 雲聚社

F1126 勇氣是美味的 東田直樹作品集 正文社

F2009 漫畫福音(創世記) 木通口雅一 證主

F2011 漫畫福音 ( 耶穌生平) 木通口雅一 證主

F2023 節日新意思 鄧月媚(編) 學生福音團契

F2025 遊戲無限-101個創意遊戲 王詠詩/郭燕玲 學生福音團契

F2027 107個快樂的親子活動 陳潔雯 浸信會

F2028v.1 集體遊戲縱橫(上) 梁麗珍 新雅

 F2  漫畫

F2026 成長遊戲時間 /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

港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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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上架年份

F2028v.2 集體遊戲縱橫(下) 梁麗珍 新雅

F2030 漫畫福音-耶穌生平 証主

F2061 聖經漫畫系列 ─ 使徒行傳 白耀華主編 漢語聖經協會

F3001 小王子 聖修伯理 九儀

F3002 趣味看圖猜謎 王培X 小樹苗教育

F3003 趣味猜謎樂園 王培X 小樹苗教育

F3004 受騙的老虎 童悅／童飛 大眾書局

F3005 花母雞找熟雞蛋 童悅／童飛 大眾書局

F3006 智鬥毒蛇 童悅／童飛 大眾書局

F1007 指印創意畫法 林永蓁 小荳芽

F1008 教會圖書館手冊 挑子楓 宣道

F3061 全方位增強智力 讀者文摘

F3062 摺紙好易通 智高出版社

F3063 古典音樂簡單到不行 吉松隆 現代出版社

註：B1024、 B31014、D4020、E2002、E4007 根據2016年第2次會議記錄已銷毀

 F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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