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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圣经论义 圣经百科，工具字典 四福音和参 黄锡木
11 圣经论义 神经版本 圣经，现代中文译本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研经基本法 贝雅各 Braga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怎样研读圣经 陈终道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希伯来书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实用释经法 赖若翰牧师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保罗书信 Pauline Episther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认识解经原理 陈济民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唯独圣经 唐佑之
12 圣经论义 读经方法 发现上帝 杨腓力
13 圣经论义 圣经导论，概论 新约概览 马有藻/张西平
13 圣经论义 圣经导论，概论 旧约概览 马有藻/张西平
13 圣经论义 圣经导论，概论 请你吃圣经 毕德生
14 圣经论义 圣经史地 应许之地小百科 罗佰。特林格 Teringo

15 圣经论义 圣经神学及问题
The Answers Book, Revised and 
Expanded

Don Batten

15 圣经论义 圣经神学及问题 What is creation science Henry Morris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约拿书，那鸿书 William Banks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马太福音讲义 陈终道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万王之王 陈终道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圣经中的喜乐 陈希曾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他必快来了， 启示录讲义 林基鸿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用圣经经文开拓人生 毕尔着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爱与责 唐佑之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信行论 唐崇平
16 圣经论义 圣经注释 泪眼先知耶利米 杨牧谷
17 圣经论义 耶稣生平及教训 宝训精义 陈终道
17 圣经论义 耶稣生平及教训 耶稣爱你这么多 毕德生
17 圣经论义 耶稣生平及教训 圣经中的得胜者 陈终道
18 圣经论义 圣经人物 她的名字是女人 Gien Karssen
18 圣经论义 圣经人物 旧约妇女 Abraham Kayper
19 圣经论义 圣经专题 预言解释 陈宏博
19 圣经论义 圣经专题 基督的风范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神学第一步 邱立基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人子之谜 廖上信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圣灵与福音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启示与真理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三一神论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自由，民主，人权，法制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神的形象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罪，义， 神的审判 唐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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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基督论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圣灵， 祷告， 复兴 唐崇荣
21 神学类 神学思想，系统神学 唐崇荣牧师西马讲道解答集 唐崇荣
22 神学类 圣父- 神 神的形象 Paul Brand
22 神学类 圣父- 神 认识上帝的国 George Ladd
22 神学类 圣父- 神 认识三一神论 Alister McGrath
23 神学类 圣子 - 基督 认识主耶稣 R.T. France
23 神学类 圣子 - 基督 耶稣真貌 Yancey
24 神学类 圣灵 - 保惠师 圣灵的洗与恩赐 唐崇荣
24 神学类 圣灵 - 保惠师 辨别圣灵与邪灵 吴恩薄
25 神学类 救恩 成圣面面观 J Baxter
25 神学类 救恩 是否永不灭亡 陈终道
25 神学类 救恩 救恩讲台 王峙
27 神学类 末世，预言 蹄声渐近 B, Graham
27 神学类 末世，预言 从圣经预言看东亚形势发展 Danny Huang
27 神学类 末世，预言 给时代扫描 Danny Huang
27 神学类 末世，预言 中东危机与基督 William Schbert

27 神学类 末世，预言
哈米结多顿大战：石油与中东危
机

John Walvoord

27 神学类 末世，预言 主再来与信徒被提 Elisha Wu
28 神学类 灵界 三层天的启示 高玉琮
28 神学类 灵界 死后生命的研究 LaHaye
29 神学类 护教学 基督信仰与中国 周联华
29 神学类 护教学 说禅论道 庄祖鲲
29 神学类 护教学 科学理智与信仰 韩伟寻
29 神学类 护教学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徐松石
29 神学类 护教学 穿越网络的信仰思辨 基甸
29 神学类 护教学 游子吟 里程
29 神学类 护教学 进化论简评 潘柏滔
29 神学类 护教学 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 潘柏滔
29 神学类 护教学 众目睽睽下的今世教会 Schauffer
29 神学类 护教学 真理的寻索 J.R.W Stott
29 神学类 护教学 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W.Y. Wan
29 神学类 护教学 明白真道 王永信
29 神学类 护教学 科学与信仰 微言
29 神学类 护教学 铁证待判 Josh McDowell
29 神学类 护教学 非基督徒的问题探索 Barny Wood
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服事可以不流泪 Adelaja
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教会的本质 黄来源
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天生我才为主用 Cyrus Lam
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牧师也会哭泣 L Lav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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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如何化解婚姻危机 Dean Merrill
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谁肯 唐崇荣
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工人异象与事奉 吴恩薄
31 实践神学 教会事奉 五十二灵程讲题 贾玉铭
32 实践神学 讲道 清晨之光 吴勇
33 实践神学 教会行政管理 教会建造的艺术 苏文隆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The Laws of Revival James Burns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给献身者 陈终道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差传; 真理与实践 郑果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共取宣教之名 中国信徒布道会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Loving God Charles Colson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Tower to Eternity Paul Freed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Bridge across the century Klbourne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细胞小组教会组长手册 李乐夫，王利民
34 实践神学 增长，差传，宣教 教会质素增长 吴主光
35 实践神学 敬拜 如何带领敬拜 J. Hayford
35 实践神学 敬拜 敬拜的艺术 S. Selvaraj
37 实践神学 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 跨世纪的福音使命 唐崇荣
37 实践神学 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 比较人伦 王峙军
37 实践神学 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 中国重生之路 王策
37 实践神学 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 失魂与还魂 谢文郁
38 实践神学 辅导， 心理 正本清源话情绪 W. Backus
38 实践神学 辅导， 心理 改变带来医治 H. Cloud
38 实践神学 辅导， 心理 方寸之间 Dr. James Dobson
38 实践神学 辅导， 心理 本性风格 McDowell
38 实践神学 辅导， 心理 心理与灵理 Isaac Tam
38 实践神学 辅导， 心理 有话问苍天 P. Yancey
39 实践神学 医治，灵恩 打击魔鬼 Connell
39 实践神学 医治，灵恩 优质思考 A. D Hart
39 实践神学 医治，灵恩 从灵洗到满有圣灵 林道亮
39 实践神学 医治，灵恩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吴主光
39 实践神学 医治，灵恩 灵恩问题面面观 饶孝柏
39 实践神学 医治，灵恩 从新约圣经看灵恩运动 王守仁
41 教会历史 历史 中国教会长征路 Adeney
41 教会历史 历史 教会历史 Qualpan
41 教会历史 历史 中国教会史 元西门
41 教会历史 历史 神州忏悔录 远志明
43 教会历史 异端 天主教的真相 Ankesberg
43 教会历史 异端 摩门教的内幕 Anthony Hockema
43 教会历史 异端 认识摩门教 吴明节
43 教会历史 异端 基督教历代别异神学思想简介 谢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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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会历史 异端 异端与极端 邱清萍
44 教会历史 其他宗教 地藏菩萨与阎罗王真相 龚天民
44 教会历史 其他宗教 六道轮回真相 龚天民
44 教会历史 其他宗教 阿弥陀佛的真相 龚天民
44 教会历史 其他宗教 公元两千的宗教大趋势 杨牧谷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圣经要道（初集）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初信灵修系列（基督生平）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初信灵修系列（基督徒生活上，
下）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义人的路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活出复活的生命 毕德生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圣徒的追求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与神同行 莱尔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认识真理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给初信者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全权之神 布易士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生命力 布克汉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基督徒生活面面观 陈终道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不可理喻的上帝？ 杜博生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清晨亮光 韩谢慧英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基要信仰手册 马有藻/ 鲍会园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新生命-生命成长专题研经纲领 慕安德烈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基督徒须知 巴刻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爱的学习：１。学习爱神 Peace, Richard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爱的学习：２。学习爱己 Peace, Richard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爱的学习：３。学习爱人 Peace, Richard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The Bible Answer Book Torrey, R.A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长进之路 王国显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真理A.B.C 吉枝隆邦
51 生命造就 初信造就， 基要真理 信仰问题解答（一） 远志明
52 生命造就 祷告 祷告的震撼 柯艾芙
52 生命造就 祷告 你可以确实为别人代祷 科普基

52 生命造就 祷告 你不可不知的祷告智慧
Stanley J. Grenz 
葛伦斯

52 生命造就 祷告
With Christ in the school of 
Prayer

Murray, Andrew

52 生命造就 祷告 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 Omartian
52 生命造就 祷告 会幕里祷告的秘诀 孙大索
53 生命造就 灵修 加尔文的灵修与祈祷 Calvin
53 生命造就 灵修 基督徒的默想 Clowne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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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命造就 灵修 荒漠甘泉 Cowman
53 生命造就 灵修 信心日引 Luther, Martin
53 生命造就 灵修 天天活出神的话 Peterson
53 生命造就 灵修 用圣经经文开拓人生 Peterson
53 生命造就 灵修 主，我愿像你 Sproul, R. C.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改变带来医治 Cloud, Henry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沉默的亚当 The Silence of Adam Crabb, Larry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用我一生 Griffiths, Michael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Decision making God's Way Meadors, Gary T.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How to know God's Will Nelson, Marien H.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别再伪装 Time to Stop Pretending Palau, Luis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完全成圣 Perfecting Holiness Selvaraj, Sadhu Sundar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神眼中的瞳人 The Apple of His Eye Tham, Jedidiah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要心里火热 Be Fervent in Spirit Wang, Wilson

54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作主精兵 Be a Good Soldier of The Lord

55 生命造就 属灵操练， 恩赐 点阅 Take and Read Peterson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问得好 Boa, K.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Bunyan, John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苦尽甘来 陈终道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Is Jesus the Son of God 张郁岚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圣经是神默示的吗 Is the Bible Inspired by God 张郁岚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到底有没有神 Is There God 张郁岚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启示与人生 李慕华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哲客侠情 梁燕城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静思宇宙玄秘 梁燕城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生命，你说！ 鲁宗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到底有神吗？ 王明道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挑战性的移民 Challenging Exdous 王武聪
61 福音见证 信仰追寻 信仰对话录 远志明等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矿工的儿子 陈定川等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永恒的春天 陈佩璇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我必不撇下你 I Will Never Leave You 陈惠香(张陈微童）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无限恩典 陈惠香(张陈微童）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Life Sentence Life Sentence Charles Colson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献身-由梦想、委身到传道 李定武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更美的一幅画 梁树榮等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更丰盛的生命 林曾秀芬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新造的人 林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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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谁转动生命齿轮 彭怀真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无情世界有情天
Life is Not Fair But God is 
Good

罗勃。舒勒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谁擦干我的眼泪？ 吴元晃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熬炼 尤新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十架窄路 愈崇恩
62 福音见证 生活信仰见证 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 远志明
63 福音见证 布道 人啊！你往何处去？ 葛培理
63 福音见证 布道 有爱才有羊 黄文雄
63 福音见证 布道 心灵的重建 唐崇榮
63 福音见证 布道 佈道神学 唐崇榮
63 福音见证 布道 圣灵，良心或撒旦的声音 唐崇榮
63 福音见证 布道 耶稣是谁 王明道
63 福音见证 布道 什么叫做信耶稣？ 王峙
64 福音见证 布道 陈终道著福音小册系列 陈终道
64 福音见证 布道 唐崇榮牧师主讲小册系列 唐崇榮
64 福音见证 布道 决志之后 吴主光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 张文亮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我听见石头在唱歌 张文亮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司布真传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富勒顿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盧連長老生平
Biography of 103 Centennarian 
Loo Lin

盧祺沃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追尋呼召的探索之旅 Under the Unpredictable Plant 畢德生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戴德生-摯愛中華
J.Hudson Taylor-A main in 
Christ

史蒂亞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戴德生傳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存義夫婦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暗室之後 蔡蘇娟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C.S. Lewis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聽屬靈偉人的聲音 Listening to the Giants 魏斯比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與屬靈偉人同行 Walking with the Giants 魏斯比

71 福音故事，传记 名人传记 念恩情-宣教士生平選集
The Memory of Missionaries in 
China

黃曾曼萍等著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佛門進出 藤井圭子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敗部復活 鐘思嘉等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突破死亡線 Run From Death 周宗魯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榮耀釋放 Glorious Release 黃重國等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讓高牆倒下吧 李家童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看不見的保護者 Evidence Not Seen Rose, Darlene Deibler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沒有跳不過的牆 Walls are for Leaping 巴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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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人人須知 王峙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從美國蒙到泰北情 楊淑鳳、楊一哲、廖和美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與神同行 愈成華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沒藥山-胡振慶傳 愈崇恩話譯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逃離中國 張伯笠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Linspired

72 福音故事，传记 真实故事，福音文选
Jeremy Lin: The Reason for 
the Linsanity 

81 生活教导 生活与伦理 身在江湖由得你 薛門
81 生活教导 生活与伦理 四種愛 魯易斯
81 生活教导 生活与伦理 俗世聖徒 畢德生
81 生活教导 生活与伦理 基督徒的生活哲學 于力工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可以更親密點嗎？ 蔡元雪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丈夫未信主怎麼辦？ 琳達戴維斯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牽手一世情 Holding Hands for a Life Time 劉志雄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談"戀愛“
Givers, Takers & Other Kinds 
of Lover

約瑟.麥克杜維爾/保羅.
路易斯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兩性之間 Running the Red Lights 麥嵐德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夫妻關係手冊
彭懷真 / 郭筱雯 / 
謝佩珊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以愛相待 Treat Each Other with Love 俄戴爾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更美的婚姻 藍金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兩性之間 譚中嶽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夫妻溝通技巧 羅曼.賴特

82 生活教导 交友恋爱婚姻 新婚之愛 The First Years of Forever 艾德。惠特/珀金絲

83 生活教导 亲子与家庭 如何教養4～6歲的孩子 品川孝子
83 生活教导 亲子与家庭 創意媽之百寶箱 張湘宜
83 生活教导 亲子与家庭 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的父母 邱余竹君
83 生活教导 亲子与家庭 Heaven Help the Home!
83 生活教导 亲子与家庭 亲子关系手册 黃迺毓
83 生活教导 亲子与家庭 精彩的基督化家庭 蘇文隆

84 生活教导 儿童教育
It's Better to Build Boys 
Than Mend Men

84 生活教导 儿童教育 為人父母，為人師表 唐崇榮
86 生活教导 人生操练，休闲与哲学 過猶不及 克勞徒
86 生活教导 人生操练，休闲与哲学 中年婦女的危機 Women in Middle Crisis 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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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生活教导 人生操练，休闲与哲学 Y歪信徒：基督徒的77陋習
The 77 Habits of Highly 
Ineffective Christians

費伯里

86 生活教导 人生操练，休闲与哲学 四種愛 The Four Loves 魯易斯
86 生活教导 人生操练，休闲与哲学 成功人生 李佳明

86 生活教导 人生操练，休闲与哲学 財主與窮人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賽德隆

86 生活教导 人生操练，休闲与哲学 智慧的人生 唐崇榮

88 生活教导 人际关系 扭轉乾坤論人際關係
Untwisting Twisted 
Relationships

威廉。貝克士博士 / 
康蒂絲。貝克士

88 生活教导 人际关系 如何處理衝突
Mastering Conflict & 
Controversy

道伯生

88 生活教导 人际关系 饒恕益處多又多 保羅.邁爾
88 生活教导 人际关系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包約翰
88 生活教导 人际关系 祝福-和諧人生的秘訣 The Blessings 史摩利/特倫德
91 训练材料 小组查经材料 啟示錄的七教會 陳終道

91 训练材料 小组查经材料 才德婦人-婦人查經材料
Becoming a Woman of 
Excellence

希爾德

91 训练材料 小组查经材料 小組查經要領手冊 林政傑
92 训练材料 工作训练资料 你也能帶領小組 史蒂夫.巴克
92 训练材料 工作训练资料 小組長訓練手冊 張拯民

92 训练材料 工作训练资料
樹立新小組對福音未開放人士之
佈道法

李樂夫

92 训练材料 工作训练资料
你也能帶領查經-
小組查經帶領指南(copy #1)

倪雅各 等

92 训练材料 工作训练资料
你也能帶領查經-
小組查經帶領指南(copy 2)

倪雅各 等

93 训练材料 研经材料 永遠的生命 巴靈頓
94 训练材料 儿童主日学材料 性格平衡木 林孟平
96 训练材料 群体动力材料 破冰遊戲200激 梁廷益
104 训练材料 群体动力材料 頌主新歌
112 文藝 詩歌、散文 知與情 邱清萍
112 文藝 詩歌、散文 尋找一個圓 娃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