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q Subject Call number Title II Author

A10 聖經 A10AP 大眾聖經百科全書 Alexander Pat、陳惠榮著, 天道譯

A10 聖經 A10JS 聖經一年通 約翰．司托德著, 陳恩明譯

A10 聖經 A10TCM 袖珍聖經手冊 譚啟文、翁鳳玲著, 尹妙珍譯

A10 聖經 A10LJ 實用釋經法 賴約瀚著

A10 聖經 A10SK 基礎解經法 蘇克著, 楊長慧譯

A10 聖經 A10LKM 舊約輔讀 — 永恒之約（卷上） 梁康民 /曾立華 /洪同勉著

A10 聖經 A10CMA 舊約輔讀 — 永恒之約（卷下） 張慕皚 /陳衍昌 /周永健著

A10 聖經 A10HTH 聖經無誤的再思 韓大輝著

A10 聖經 A10ST 舊約新語 舒茲著, 賴建國、陳興蘭譯

A10 聖經 A10RB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Raymond B.Dillard

A10 聖經 A10GDF 讀經的藝術 戈登費依, 道格樂思史督華著

A10 聖經 A10GDF How to Read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Gordon D.Fee & Douglas Stuart

A10 聖經 A10DSR 兩約之間 羅素著, 褟浩榮譯

A10 聖經 A10DKF 聖經中的十大異象 滕近輝

A10 聖經 A10GWB 猶太社羣 喬治布坎南著, 陳秀媚譯

A30 聖經舊約 A30HB 安息有時：重尋安息真義, 抗衡當代文化 華特．布魯格曼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SK 五經行：妥拉中的生命智慧 李思敬著

A30 聖經舊約 A30PTS 天路客的行囊：恆久專一的順服 畢德生

A30 聖經舊約 A30KCL 穿起西裝不會變高層，返了教會不會變好人  關嘉亮

A30 聖經舊約 A30HWH 胡爾摩斯品聖經懸疑 胡維華

A30 聖經舊約 A30YFL 歡喜讀舊約 楊腓力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J 舊約綜覽 賴桑著, 馬傑偉譯

A30 聖經舊約 A30KPC 創世記(卷一) 鄺炳釗著

A30 聖經舊約 A30KPC 創世記(卷二) 鄺炳釗著

A30 聖經舊約 A30KPC 鄺炳釗著

A30 聖經舊約 A30KPC 創世記(卷四) 鄺炳釗著

A30 聖經舊約 A30DK 創世記 柯德納 (Derek Kidner)/劉良淑譯

A30 聖經舊約 A30CPH 創世記注釋上冊 紀博遜著

A30 聖經舊約 A30KPC 創世記(卷上)研習本1A 鄺炳釗 /譚穎儀 /阮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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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 聖經舊約 A30KPC 創造與拯救的上帝- 創世記(卷上) 鄺炳釗 /譚穎儀 /阮莎燕

A30 聖經舊約 A30NLE 創世記研經導讀 吳理恩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J 約拿書 賴若瀚牧師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TL 耶和華神是信實的：歷代志註釋 羅達理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以賽亞書釋義(卷上)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以賽亞書釋義(卷下)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YMK 淚眼先知耶利米：一個甘於寂寞 忠於所託的故事 楊牧谷著

A30 聖經舊約 A30MAE 傳道書 伊頓 (Michael A . Eaton)/蔡金鈴、幸貞德譯

A30 聖經舊約 A30KL 傳道書研經導讀 高路易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以西結書註釋 (卷上)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以西結書註釋 (卷下)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HTM 利未記 (卷上) 洪同勉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約伯記 (卷上)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約伯記 (卷下)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十二先知書一) 阿摩司書, 彌迦書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十二先知書三) 西番雅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約珥書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YC (十二先知書四)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唐佑之著

A30 聖經舊約 A30KPC 但以理書註釋 鄺炳釗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JW 但以理書 - 但 吳理恩著 (Dr. Leon J. Wood)

A30 聖經舊約 A30MCH 但以理書 - 全方位解讀 麥兆輝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CY 傳道書 - 泡沬中的彩虹 劉承業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CY 約書亞記 - 穩操勝券 劉承業著

A30 聖經舊約 A30CYP 尼希米記 - 眾志成城 陳耀鵬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CT 以賽亞書 - 沙漠中的江河 羅慶才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KL 箴言 - 人間智慧 梁家麟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JH 彌迦書 - 公義的呼聲 林榮洪著

A30 聖經舊約 A30HSC 出埃及記 - 從屬靈領袖摩西談起 何述儉著

A30 聖經舊約 A30LCK 哈該書&撒迦利亞書 - 脫胎換骨 李振康著

A30 聖經舊約 A30WCH 民數記 - 凡人旅程 温清華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CL 以斯帖記 蔡金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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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 聖經舊約 A30LMF 書拉密女：舊約雅歌賞析 林明輝著

A30 聖經舊約 A30TEF 枯樹下的對話 - 約拿書信息 費列咸著 (Terence E. Fretheim)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何西阿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何西阿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約珥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約珥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阿摩司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阿摩司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俄巴底亞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俄巴底亞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約拿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彌迦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彌迦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那鴻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那鴻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哈巴谷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哈巴谷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西番雅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西番雅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哈該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哈該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撒迦利亞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撒迦利亞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瑪拉基書 (教師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CHY 瑪拉基書 (學生本) 鍾輝揚編

A30 聖經舊約 A30FFB 基督教難題彙編 卜魯斯

A30 聖經舊約 A30BDW 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撒母耳記上下 包德雯著

A30 聖經舊約 A30WHC 大衛皇朝：撒母耳記的神學詮釋 黃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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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 聖經新約 A40CCT 萬世救恩──從聖經看救恩真義 陳終道

A40 聖經新約 A40WG 彼得前書 顧韋恩 (Wayne Grudem)/歐思真譯

A40 聖經新約 A40MYT 新約概覽 (二) 腓立比書至啟示錄 馬有藻及張西平合著

A40 聖經新約 A40EMB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研經導讀 白禮嶽E. M. Blaiklock

A40 聖經新約 A40FYK 帖撒羅尼迦前書註釋 馮蔭坤

A40 聖經新約 A40WB 羅馬書注釋 周郁晞譯

A40 聖經新約 A40WB 約翰書信、猶太書注釋 周郁晞譯

A40 聖經新約 A40WB 希伯來書注釋 巴克萊著

A40 聖經新約 A40TLH 彼得前後書、猶大書- 亂世驚情中的持守 曾立華譯

A40 聖經新約 A40SCS 耶穌高解像-四福音撮編本 徐濟時

A40 聖經新約 A40MTN 上冊-四福音及使徒行傳 馬唐納

A40 聖經新約 A40GMB 約翰一、二、三書：着眼當代應用 白基(Gary M. Burge)/張群娣譯

A40 聖經新約 A40YMK 步祂後塵 I - 成長與試探 楊牧谷

A40 聖經新約 A40YMK 步祂後塵 II - 宣講與教導 楊牧谷

A40 聖經新約 A40YMK 步祂後塵 III - 禱告與不渝 楊牧谷

A40 聖經新約 A40MTN 下冊-普通書信, 啟示錄 馬唐納

A40 聖經新約 A40LKW 四福音注解 雷國威著

A40 聖經新約 A40CCM 這十二個人-耶穌門徒小傳 陳知文

A40 聖經新約 A40 耶穌十二門徒 史祈生

A40 聖經新約 A40JS Indwelt Bible Study for Wrung-out Moms James

A40 聖經新約 A40LWS 末世預言綜覽 陸維信著, 李保羅譯

A40 聖經新約 A40PHY 羅馬書 (卷上) 鮑會園著

A40 聖經新約 A40LP 羅馬書 (一至八章) 結構式研經註釋 李保羅著

A40 聖經新約 A40FKT 哥林多前書研經導讀 馮國泰/李湯馬合著, 梁康民譯

A40 聖經新約 以弗所書 The Message of Ephesians 斯托得著, 陳恩明譯

A40 聖經新約 A40MW 路加福音 The Message of Luke 威爾克著, 李靜芝譯

A40 聖經新約 A40LJH 耶穌基督 - 生平與言論(下) 林榮洪著

A40 聖經新約 A40LJH 耶穌基督 - 生平與言論(上) 林榮洪著

A40 聖經新約 A40LJH 末世懸謎 (啟示錄進解) 林榮洪著

A40 聖經新約 A40LCK 游刃有餘 (從彼得前書看信徒如何跨越逆境) 李振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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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 聖經新約 A40LCK 非凡信仰 (從希伯來書看基督徒的卓越生命) 李振康著

A40 聖經新約 A40LJH 正常的教會生活 (提摩太前後書進解) 林榮洪著

A40 聖經新約 A40CYP 寒梅綻放 (從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看信徒如何接主再來) 陳耀鵬著

A40 聖經新約 A40KMC 逆境奏樂歌 (從腓立比書看快樂滿足的祕訣) 郭文池著

A40 聖經新約 A40TLH 不為五斗米折腰 (從腓立比書看誠信正直) 曾立華著

A40 聖經新約 A40LJH 稱義、成聖與聖靈 (羅馬書五至八章進解) 林榮洪著

B10 神學、教義 B10CM 王國降臨 馬歇爾Chris Marshall

B10 神學、教義 B10CWA 神聖的淡然 陳韋安

B10 神學、教義 B10 KTC 信義宗信徒手冊 鄺天賜

B10 神學、教義 B10ML 基督徒的自由 馬丁路德

B10 神學、教義 B10TYC 願你的國降臨：政治神學與倫理 唐佑之

B10 神學、教義 B10WWY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 溫偉耀 (Milton W. Y. Wan)

B10 神學、教義 B10AEM 宗教改革運動思潮 麥格夫 (Alister E. McGrath)

B10 神學、教義 B10CSC 沙塵中的榮耀：死海古卷與聖經 莊新泉

B10 神學、教義 B10HTL 超越與轉化：簡明基督教系統神學 許道良

B10 神學、教義
B10AEM

再思因信稱義 麥葛福 (Alister E. Mcgrath)

B10 神學、教義 B10KHB 朝向整全神學思考 郭鴻標

B10 神學、教義 B10JIP 靈命更新系列：活在聖靈中 巴刻 (J. I. Packer)

B10 神學、教義 B10KKM 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 關啟文

B10 神學、教義 B10LKL 唯主是盼：從彼得後書看基督再臨與末世聖徒 梁家麟

B10 神學、教義 B10RO 創造論的明證：檢視地球的起源 羅傑奧克蘭等人

B10 神學、教義 B10YYC 認識神等候神 楊濬哲

B10 神學、教義 B10HHW 猶大福音與新約旁經 禤浩榮

B10 神學、教義 B10TSK 在信仰之思的途中：一群年青神學人的神學告白 鄧紹光 Andres S. K.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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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神學、教義 B10ML 我信啟示 莫理昂 (Morris, Leon)180

B10 神學、教義 B10SWC 認識聖靈 蘇穎智

B10 神學、教義 B10HO 不可言說的言說：我們時代的上帝問題 H．奧特

B10 神學、教義 B10SM 詮釋符類福音 麥克奈特（Scot McKnight）

B10 神學、教義 B10DB 獄中書簡 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B10 神學、教義 B10JS 當代聖靈工作 斯托得 (John Stott)

B10 神學、教義 B10LM 我思故我信 : 十大基督徒思想巨擘 lister McGrath 麥葛福

B10 神學、教義 B10C&F 初熟之果 : 聖經與本色神學  陳濟民， 馮蔭坤　

B10 神學、教義 B10YMK 魔惑眾生：魔鬼學探究 楊牧谷

B10 神學、教義 B10CMY 近代靈恩運動──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張慕皚

B10 神學、教義 B10KB 教會教義學(精選本) 卡爾‧巴特 

B10 神學、教義 B10NS 詩人與詩歌（第二集） 史伯誠 (Newman Sze312

B10 神學、教義 B10JS 我信上帝 約翰．司徒德牧師 (John Stott)

B10 神學、教義 B10N&H 你所念的你明白麼？── 神話語的詮釋 吳羅瑜、許志賢

B10 神學、教義 B10L&C 睇電影，學神學 雷競業、趙崇明、湯紹源 

B10 神學、教義 B10CDA 聖經不是從天掉下來的？ 阿勒特 (Craig D. Allert)336

B10 神學、教義 B10BF 福音的核心——宣信、四重福音與十九世紀福音派神學 博尼‧范德和

B10 神學、教義 B10AM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Alister McGrath

B10 神學、教義 B10FCM 情理相依：基督徒倫理學（增修版） 方鎮明

B10 神學、教義 B10CSK 天理人情－－基督教倫理解碼 鄭順佳

B10 神學、教義 B10AL 護教式系統神學 駱德恩 (Andrew Loke)

B10 神學、教義 B10LWH 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 林榮洪

B10 神學、教義 B10SWY 基礎神學：信仰進深21課（修訂版） 蘇穎睿

B10 神學、教義 B10SJG 二十世紀神學評論 葛倫斯、奧爾森等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

B10 神學、教義 B10EFM 屬靈爭戰指南（上冊） 默艾德 (Edward F. Murphy)

B10 神學、教義 屬靈爭戰指南（下冊） 默艾德 (Edward F. Murphy)

http://www.logos.com.hk/link/?code=I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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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生活價值 C20KWKS 習非成是-導致我們不快樂的謊言 科文癸斯

C20 生活價值 C20LKL 植根生活的信仰 梁家麟

C20 生活價值 C20LKL 黎民Café (3) : 黎民的信仰疑惑 梁家麟

C20 生活價值 C20LKL 黎民Café（2）：傾聽生命的呼召 梁家麟

C20 生活價值 C20LKL 黎民Café（5）：你是誰 梁家麟

C20 生活價值 C20SYT 信仰尋找明白──古老信仰問題，後現代解答 蘇遠泰

C20 生活價值 C20GMD 心意更新 (第十版) Gordon MacDonald

C20 生活價值 C20GMD 心意更新 (第十一版) Gordon MacDonald

C20 生活價值 C20LYC 全心信箱 李耀全

C20 生活價值 C20LCH 與智慧飛翔 李錦洪

C20 生活價值 C20TTC 信仰—邊看邊學 佐藤彰

C20 生活價值 C20YHC 迎向苦難的呼召 陳關韻韶、楊錫鏘

C20 生活價值 C20LHH 開往靈程深處：靈命成長的要訣 梁海華

C20 生活價值 C20YMK 成長路上: 軟弱的操練 楊牧谷

C20 生活價值 C20YMK 你欠生命一份神蹟 楊牧谷
C20 生活價值 C20YMK 再生情緣 楊牧谷
C20 生活價值 C20MJD 無望世界真盼望：科技社會中的信仰生活 唐慕華 (Marva J. Dawn)

C20 生活價值 C20AWT 飲於能力之源 陶恕、邦茲、古約翰 (A. W. Tozer, E. M. Bounds, J. Goforth)

C20 生活價值 C20EHP The Quest for Life at Its Best Eugene H. Peterson

C20 生活價值 C20PY 靈命飛躍之旅：52個靈命成長要訣 包樂

C20 生活價值 C20LSC 錢宜義見—基督徒理財智慧 李少秋

C20 生活價值 C20KCW 重尋真性──性解放洪流中基督徒的堅持與回應 關啟文, 洪子雲

C20 生活價值 C20LKL 信主之後（附研讀指引） 梁家麟 (Leung Ka-lun)

C20 生活價值 C20CHH 完全委身: 從聖經看委身的重要 張熙和

C20 生活價值 C20TLK 生命有答案 戴力高、顧百利著

C20 生活價值 C20BW 如果你可以問上帝一個問題 鮑威廉、顧百利著

C20 生活價值 C20THE 從聖經看由失到得 謝慧兒



Seq Subject Call number Title II Author

C20 生活價值 C20RW 直奔標竿：成為目標導向的教會 華理克 (Rick Warren)

C20 生活價值 C20TCH 生命的事奉 滕近輝

C20 生活價值 C20JB 聖潔讓你想得不一樣 畢哲思 (Jerry Bridges)

C20 生活價值 C20JB

C20 生活價值 C20YWW 星爺電影12啓示－從周星馳電影看人生 楊文立

C20 生活價值 C20YLW 靈命成長12啟示 楊文立

C20 生活價值 C20CME 生命成長之旅 程蒙恩著

C20 生活價值 C20WNF 道在今日：10位牧者精選給你的10篇講章 王礽福 主編

C20 生活價值 C20YML 十誡真道12啟示 楊文立

C20 生活價值 C20JB 敬虔的操練 畢哲思 (Jerry Bridges)

C20 生活價值 C20CMT 只誇基督十架 鍾馬田

C20 生活價值 C20TCH 路標 滕近輝

C20 生活價值 C20HST 基督徒品格之塑造 侯士庭

C30 靈修禱告 C30CBI 新約全書(和合本). 靈修版(精裝版) 漢語聖經協會

C30 靈修禱告 C30NTH 心靈驛站 第二輯 魏悌香

C30 靈修禱告 C30NTH 心靈驛站 第一輯 魏悌香

C30 靈修禱告 C30FB 常常禱告 法蘭斯 巴克著, 劉康齡/蔡岳書譯

C30 靈修禱告 C30CP 堅信不疑 潘可寧著, 林陳貴美譯

C30 靈修禱告 C30TS 心意日新 陶恕

C30 靈修禱告 C30ML 日日親近主 馬殅路德著, 王敬軒譯

C30 靈修禱告 C30HN 心靈愛語：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 盧雲著, 温偉耀增訂, 馬榮德譯

C30 靈修禱告 C30DB 與潘霍華一同默想主的降生 (41天靈修之旅) 潘霍華著

C30 靈修禱告 C30KHB 眾聖頌禱 (2版) 郭鴻標著

C30 靈修禱告 C30OC 竭誠為主 章伯斯著

C30 靈修禱告 C30MJD 俗世中的安息日操練 (初版二刷) 唐慕華 (Marva J. Dawn), 陳永財譯

C30 靈修禱告 C30LHC 生命成長17課—學習聖靈果子和八福 羅慶才著

C30 靈修禱告 C30TKH 靈程答客問 the Quest for spirituality 蔡貴恆 /葉萬壽 /黎汝佳合著

C30 靈修禱告 C30TM 靜修靈旅—在靜默和歌聲中默想聖經 泰澤Taize著, 陳翠婷譯

C30 靈修禱告 C30YMK 奉主的名—禱告的操練 楊牧谷



Seq Subject Call number Title II Author

C30 靈修禱告 C30CCT 患難中的天使 (四十日靈修)

C30 靈修禱告 C30TS 義人之根 (第三版) 陶恕

C30 靈修禱告 C30TS 渴慕神 (第十七版) 陶恕

C30 靈修禱告 C30WYT "桌前" 默想 (第二版) 胡恩德

C30 靈修禱告 C30BJ 私禱日新 貝利約翰

C30 靈修禱告 C30CME 120個神的應許 程蒙恩

C30 靈修禱告 C30TM 默觀的新苗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梅頓著, 羅燕明譯

C30 靈修禱告 C30KPC 如何經歷神的同在 鄺炳釗

C30 靈修禱告 C30LWH 共享詩篇靈筵 林榮洪著

C30 靈修禱告 C30AC 渴想聖潔

C30 靈修禱告 C30AC 渴想救贖

C30 靈修禱告 C30AC 渴想醫治

C30 靈修禱告 C30AC 渴想再臨

C30 靈修禱告 C30LP 信心的禱告．從《雅比斯的禱告》說起 李保羅

C30 靈修禱告 C30CMK 拉比靈修：最後的一堂課 陳文紀 (Man-ki Chan)

C30 靈修禱告 C30RJF 禱告真諦：尋找心靈真正歸宿 傅士德 (Richard J. Foster)

C30 靈修禱告 C30BPH 基督宗教靈修神學簡史 候特 (Bradley P. Holt)

C30 靈修禱告 C30SO 如何為你的丈夫禱告 Stormie Omartian

C30 靈修禱告 C30CBI 創世記: 聖經靈修版 漢語聖經協會

C30 靈修禱告 C30CBI 詩篇‧靈修版 漢語聖經協會

C30 靈修禱告 C30CBI 保羅書信•靈修版 漢語聖經協會

C30 靈修禱告 C30WWY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温偉耀

C30 靈修禱告 C30HMT 媽媽。媽咪。親子靈修 小麥子著

C30 靈修禱告 C30SO 如何為你的妻子禱告 史多美．奧瑪森著, 陳晨光譯

C40 見證故事 C40chlt 飛媽手記 — 飛飛蜜語 陳謝麗婷 (飛媽)

C40 見證故事 C40LP 宣道與中華─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史略 羅腓力

C40 見證故事 C40psc 盧雲的誠與愛 彭順強

C40 見證故事 C40hth 孤兒之父：計志文牧師傳 黃燈煌



Seq Subject Call number Title II Author

C40 見證故事 C40tyc 紀念與見證：主餐與水禮 唐佑之

C40 見證故事 C40cpk 我錯了－金貝克的悔改 金貝克著, 楊香芸譯

C40 見證故事 C40CKC 天國好MAN (第1輯) 梁家麟 /蕭壽華 /司徒永富

C40 見證故事 C40ycss 不一樣的愛 葉陳淑淑著

C40 見證故事 C40RB 這是我的立場 : 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 羅倫培登著, 陸中石譯

C40 見證故事 C40YGL 疾風烈火 (Fresh Wind, Fresh Fire) 辛傑米 /梅定恩著, 楊高俐理譯

C40 見證故事 C40LJH 不醉紅塵—遨遊書海的靈光乍現 李錦洪著

C40 見證故事 C40ke 神的選民：猶太拉比高恩博士的見證 高恩 (Dr.Rabbi Leopold Cohn)

C40 見證故事 C40WNF 我在這裡見證你 王礽福編

C40 見證故事 C40ckh 再向生命致敬：十四個真實動人的故事 陳廣慧編

C40 見證故事 C40mt 憑著愛 (四版) 德蘭修女著, 王麗萍譯

C40 見證故事 C40HLK 馬丁路德傳 The Life of Martin Luther 何禮魁著, 陳建勛 /戴懷仁譯

C40 見證故事 C40ccy 這次我們遇上了—人物訪問集 趙潔儀 /鄧子俊 /區祥江

C40 見證故事 C40HLT 杏林子 杏林子著

C40 見證故事 C40pkl 密室 (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真實故事) 彭柯麗著, 周天和譯

C40 見證故事 C40CLH 伴我同行 (原名: 失明給我我的挑戰) 程文輝

C40 見證故事 C40CSG 燃點生命結伴行─醫院院牧部探訪義工見證集 院牧事工聯會

C40 見證故事 C40CYW 紀律雲彩伴主行 陳一華

C50 職場 C50MCR 不再一樣的工作間 駱邁克、金科德(Mike C.Rogers,Claude V.King)葉自菁譯

C50 職場 C50YSL 為誰辛苦為誰忙: 基督徒工作觀的探討 楊世禮.

C50 職場 C50RD 僕人領導學 羅伯‧格林里夫

C50 職場 C50WCW 關係式領導－感染力及服侍的聖經模式 沃爾特．賴特(Walter C. Wright)

C50 職場 C50YCM 打拼人生＠男人：上帝的計劃職場金錢 葉松茂

C50 職場 C50SW 權力與激情. 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 塞繆爾．威爾斯(Samuel Wells)

C50 職場 C50SG 休息有時 紀士芬, 安道文, 胡世安(Stephen Graves, Thomas Addington,Sean Womack)

C50 職場 C50SG 別為鬥心抓狂 紀士芬, 安道文, 胡世安(Stephen Graves, Thomas Addington,Sean Womack)

C50 職場 C50SG 操守的兩難 紀士芬, 安道文, 胡世安(Stephen Graves, Thomas Addington,Sean Womack)

C50 職場 C50SG 召命如此美好 紀士芬, 安道文, 胡世安(Stephen Graves, Thomas Addington,Sean Womack)



Seq Subject Call number Title II Author

C50 職場 C50RJF 基督徒看「權勢」(Power)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周天和譯

C50 職場 C50GPS 從警察故事看職場事奉 龔柏成

C50 職場 C50SA 事業感情兩得意 阿特伯恩(Stephen Arterburn)高美儀譯

C50 職場 C50SG 師徒備忘錄 紀士芬, 安道文, 胡世安(Stephen Graves, Thomas Addington,Sean Womack)

C60 家庭 C60NYK 當子女說你好煩 2018/1月5刷

C60 家庭 C60NYK 當子女說你好煩 DVD 2018/1月5刷

C60 家庭 C60DL 親密時光 丹尼斯．雷尼、巴巴拉．雷尼著, 余家寶、何瑞清譯

C60 家庭 C60CHKY 兒童事工大覺醒 陳黃家儀著

C60 家庭 C60MA 作孩子的心靈導師 ：蜜雪兒．安東妮 (Michelle Anthony)

C60 家庭 C60SN 永續親密 丹尼斯·芮尼著, 顧美芬譯

C60 家庭 C60FLL 父母手冊 傅萊林夫婦著, 陳逸群譯

C60 家庭 C60LD 丈夫未信主怎麼辦 琳達．戴維斯著, 鄭夙君譯

C60 家庭 C60STF 值得等 史代富著, 林麗卿、陳侶君等譯

C60 家庭 C60ED 擁抱今天 艾美．迪恩著, 曹嬿恆譯

C60 家庭 C60CJY 離婚與再婚 — 基督徒的觀點 陳若愚著

C60 家庭 C60CCM 當衝突遇上和好 鄧瑞強,趙崇明

C60 家庭 C60CC 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 竹君著

C60 家庭 C60CWH 家庭成長歷程 屈偉豪著

C60 家庭 C60CCS 性情男女 鄭建生著

C60 家庭 C60MG 心意相通 — 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 麥哥登、麥嘉玲著, 邵樟平、邵尹妙珍譯

C60 家庭 C60LP 相知相交戀愛中 — 戀愛約會十三次 李保羅、李榮鳳著

C60 家庭 C60CB 男女幸不同 克萊布著, 陳文深譯

C60 家庭 C60FB 與爸媽共舞 — 讓中學生與父母建立互信互敬的關係 庫爾特．比克爾著, 林莉如譯

C60 家庭 C60WM 性愛：基督徒的觀點—讓中學生作負責任的性決定 沃爾特．馬爾金著

C60 家庭 C60MTW Click進少年心 麥道衛著, 董婉儀譯

C60 家庭 C60OCH 健康家庭工程師 區祥江著

C60 家庭 C60LPS 讓他走，該走的路—塑造孩子未來的九種性格特質 萊斯．帕羅特三世、老萊斯利．帕羅特著, 陳翠婷譯

D10 心靈關顧 D10LYC 心靈輔導 李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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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心靈關顧 D10CKM 放下傷痛：助人及自助手冊（修訂版） 吳燕玲、嚴鎮國 (Tabitha Ng, Chun Kwok Yim)

D10 心靈關顧 D10YYL 給我一個Baby 葉菁、葉應霖

D10 心靈關顧 D10SS 情緒之書：156種情緒考古學，探索人類情感的本質、歷史、演化與表現方式蒂芬妮．史密斯

D10 心靈關顧 D10LYC 逆境中的心靈探索與導引 李耀全 (Lee, Simon Y.C.)

D10 心靈關顧 D10KPS 為情所困—走出情緒病深淵 郭碧珊

D10 心靈關顧 D10JL 饒恕的藝術 珍妮特．洛克比

D10 心靈關顧 D10TCML 成年路峰迴迭轉--成年過渡探知 曾邱妙玲

D10 心靈關顧 D10DC 傷痛不代傳：從機能失調的家庭中復原 卡德、韓斯年 (Dave Carder, Earl Henslin)

D10 心靈關顧 D10CWL 哀傷輔導手冊：概念與方法 陳維樑, 鍾莠荺

D10 心靈關顧 D10MJD 在軟弱中享安好 唐慕華 (Marva J. Dawn)

D10 心靈關顧 D10OCH 情緒有益 李兆康、區祥江

D10 心靈關顧 D10SYJ 情緒逼人來：處理情緒研經12課 蘇穎睿

D10 心靈關顧 D10KK 情緒四重奏：同行生命中的憂怒哀樂 葛琳卡 (Katherine Kot)

D10 心靈關顧 D10PKH 完全紓壓手冊 鮑傑輝、白國漢著

D10 心靈關顧 D10UK 醫冶的愛讓神塑造你的性格 (第二版) 穆丹•穆凱蒂著

D10 心靈關顧 D10CYH 全人醫治 (增訂版) 陳一華

D10 心靈關顧 D10OCH 強心健靈 區祥江

D10 心靈關顧 D10HPK 蛻變見曙光: 女性賭徒的希望與出路 何秉光, 莫玉蘭

D10 心靈關顧 D10CYH 癌情心語：靈性關顧的藝術 陳一華

D10 心靈關顧 D10CHK 深度創傷：深度醫治 (上) 柯瑞福 (Charles H. Kraft)

D10 心靈關顧 D10CHK 深度創傷：深度醫治 (下) 柯瑞福 (Charles H. Kraft)

D10 心靈關顧 D10JHC 美滿姻緣：婚前婚後的成長輔導 浩義．克萊貝爾 (Howard John Clinebell)

D10 心靈關顧 D10OCH 因子之名─父親培育男孩的挑戰 區祥江

D10 心靈關顧 D10OCH 生命軌跡—助人成長的十大關鍵 區祥江

D10 心靈關顧 D10HPK 怡情的代價II : 十位愛賭博困擾的家書 何秉光編輯.

D10 心靈關顧 D10YMK 從創傷到醫治 楊牧谷

E20 社會政治 E20LCT 無障礙敬拜—照顧智障人士的靈性需要 林正財

E20 社會政治 E20 香港我愛 時代論壇主編

E20 社會政治 E20KCW 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 關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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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 社會政治 E20SYC 異端辨惑 蘇穎智

E20 社會政治 E20CME 防範異端 程蒙恩

E20 社會政治 E20CYH 與我何干：陳一華心耕無牆教會 陳一華

E20 社會政治 E20MKT 中國民間信仰揭秘 馬國棟、劉志良

E20 社會政治 E20CKK 佛教真相 張國騤

E20 社會政治 E20WWY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 溫偉耀

E20 社會政治 E20CTE 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 趙天恩著

E20 社會政治 E20MC 忠孝兩全：當代華人基督徒祭祖實用指引 麥兆、顧瓊華

E20 社會政治 E20 傘下細語

E20 社會政治 E20MKT 中國民間信仰揭秘 (增訂版) 馬國棟、劉志良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CL 敬拜主基督 — 敬拜生活指南 卡羅爾著, 陳恩明譯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TS 敬拜的真義 陶恕著, 吳啟偉譯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LKC 可喜悅的祭 — 事奉者的操守 盧家馼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RR 朝見永生神 — 集體崇拜的再思 羅拔．雷本、吳羅瑜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CCM 更新敬拜讚美實用手冊 吉中鳴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TYC 主日的禮讚 — 自安息日至主日 唐佑之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CJ 聖樂事工（上）音樂與職事──聖經的對位 加爾文．約翰遜著, 伍德榮譯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CMACUHK宣道會崇拜模式指引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崇拜模式指引委員會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LPC 脫俗尋真 — 聖樂與崇拜評論集 黎本正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TCCC 普天崇拜 中華基督教會、美以美會、中華浸禮協會、華北公理會編訂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TCC 覲主求知：聖樂與崇拜研討營文集2013-2016 譚靜芝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LPC 崇拜領導職事探討 黎本正著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WP 崇拜：認古識今 韋柏著, 何李穎芬譯

E10 教會節期、禮儀E10SW 公禱一take過 Samuel Wells, Abigail Kocher

E30 教會成長 E30SKL 屬靈生命的素質 — 聖靈果子研讀本（組長本） 施家倫等著, 郭詠儀等譯

E30 教會成長 E30SKL 屬靈生命的素質 — 聖靈果子研讀本（組員本） 施家倫等著, 郭詠儀等譯

E30 教會成長 E30WP 新銳福音派 — 新世代教會模式蛻變 韋柏著, 王念慈譯

E30 教會成長 E30TLH 教會職事的重尋與更新 — 從神學、歷史及實踐角度探討教會職事的更新（增訂版）曾立華著



Seq Subject Call number Title II Author

E30 教會成長 E30TYC 教會管理 唐佑之著

E30 教會成長 E30MS 熱門話題 — Young族信仰答問 梅爾斯著, 任炎林譯

E30 教會成長 E30BT 同心堅信 — 21世紀福音禮讚 巴刻等著, 陳恩明譯

E30 教會成長 E30TCC 懷道的生命 — 青少年事工屬靈指導的藝術 丁建德、馮樂路著, 郭智嘉譯

E30 教會成長 E30WN 你的屬靈恩賜 韋拿著, 盧家馼譯

E30 教會成長 E30TYC 教會在後現代的省思 唐佑之著

E30 教會成長 E30TLH 新世代領袖的塑造 曾立華著

E30 教會成長 E30KYH 健康教會成長要訣 高雲漢著

F10 宣教 F10APP 香港百年教會徑 區伯平

F10 宣教 F10APP 伯平木C周圍See：宣教澳門五百年 區伯平

F10 宣教 F10OCP 伯平木C周圍See：宣教點滴在廣州 區伯平

F10 宣教 F10TT 廿一世紀系列：佈道宣講手冊

F10 宣教 F10PCK 短宣靈蜜 彭啟康，熊黃惠玲 編 (Pang Kai Hong, Vanessa Hung)

F10 宣教 F10HT 獻身中華 戴德生 (HUDSON TAYLOR) 

F10 宣教 F10HHC 心入穆斯林─與穆斯林分享基督 何西堅/紫晴譯

F10 宣教 F10RAT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叨雷 (R. A. Torrey)/ 王峙譯

F10 宣教 F10CME 118福音疑難問與答 程蒙恩

F10 宣教 F10KWC 別問別答–福音難題問答31題. 鄺偉志主編

F10 宣教 F10TS 叛徒：一個猶太家庭信耶穌的掙扎歷程 泰琛斯坦 /方少琪, 陳德貞譯

F10 宣教 F10HAT 莫說不能 (二版) 許愛多著

F10 宣教 F10LHD 傈傈女使徒--楊宓貴靈 狄賀妮 (Lois Hoadley Dick) /徐成德譯

F10 宣教 F10ASB 荒原上：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二 (5版)

F10 宣教 F10CHK 改變生命的溝通傳播：基督徒作見證的溝通傳播理論 查理斯．克拉夫特 (Charles H. Kraft) /石彩燕譯

F10 宣教 F10RRD 使萬民作門徒 隸立德 (Richard R. DeRidder)/曾家衛譯

F10 宣教 F10DB 先是猶太人：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聖經及歷史論據 (上冊) 戴路．博克、米切．基里沙　 (Darrell Bock, Mitch Glaser)/王大民譯

F10 宣教 F10CKYC 戰地情─生命燃在阿富汗 陳關韻詔

F10 宣教 F10JS 高示聖經地圖手冊 曾健士 (Jenkines Simon)/陳耀棠譯

F10 宣教 F10LCK 考古亮光中的聖地 李志光

F10 宣教 F10RAW 巫師之子尋道記 羅絲瑪莉(Rosemary A.Watson)著; 鄭妙蘭譯



Seq Subject Call number Title II Author

F10 宣教 F10WSF 非Q版信仰：護教與傳福音 溫淑芳、戴德正、王賜惠、何翰庭

F10 宣教 F10Cgst 跨越 "信心危機" (第二版)

F10 宣教 F10 失而復得的日記—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 利未摘錄整理 

F10 宣教 F10CYS 跟隨使徒的腳蹤 鄭佑生

F10 宣教 F10CYS 尋找祂鄉的意義 鄭佑生

F10 宣教 F10DHT 兒福事工的100個問與答 杜孝慈

F10 宣教 F10TST 雖至於死—台約爾傳 戴紹曾、張陳一萍 (Isobel Kuhn)

F10 宣教 F10WCH 華哥宣教八寶 翁競華牧師著

F10 宣教 F10YCH 驛動的心 楊其輝著/ 呂慶雄 策劃

G10 教會史 G10TCM 滄桑與窘境：四十多年來的三自愛國運動 鄧肇明

G10 教會史 G10YHS 百年滄桑與普世宣教事工的機遇 袁海生

G10 教會史 G10BKK 歷史的軌跡

G10 教會史 G10LPQ 教會歷史 谷勒本 (Lars P. Qualben)

G10 教會史 G10BRA 基督教發展史 比爾奧斯汀 (Bill R. Austin)

G10 教會史 G10B 基督教史略 培克爾著

G10 教會史 G10NLE 以色列史綜覧 吳理恩博士著

G10 教會史 G10WW 基督教會史 華爾克著

G10 教會史 G10WMH 基督教史 王美秀

G10 教會史 G10JM 牛津基督教史 john Mcmanners編

G10 教會史 G10WD 基督教歷史和未來速覽 D． 溫特 (Winter,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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