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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1   聖經研究聖經研究聖經研究聖經研究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1.400.YAN 考考古推推理(2)四百年為奴四十年飄泊 宣道 楊信成
C101.APP.GRA 蹄聲漸近: 從啟示錄看世界的終局 海天書樓 葛培理
C101.BCL.BCL1 考古亮光中的聖地 天道書樓 李志光
C101.BCL.BCL2 聖地行 天道書樓 李志光
C101.BES.WON 你當剛強壯胆: 約書亞記讀經記 晨星出版社 王國顯
C101.BIB.BIB 聖經 - 新約全書 (和合本) 聖經公會 禮賢會
C101.BIB.BIB1 聖經原文字彙中文彙編 浸宣 王正中
C101.BIB.BIB2 聖經地圖 基督教文藝 H Rowley

C101.BIB.BIB3 聖經 - 串珠 - 註釋本 中國神學 *多位
C101.BIB.BIB4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 福音團契 W Bauer

C101.BIB.BIB5 365 兒童聖經故事 天道書樓 M Batchelor

C101.BIB.BIB6 詩篇註解 宣道 P H Bartel

C101.BIB.BIB7 經文彙編 基督教文藝 芳泰
C101.BIB.BIB8 以色列 - 導覽紀念畫冊 Palphot Ltd. Israel

C101.BIB.CBS 聖經 (簡體字) 聖經公會 CBS

C101.BIB.HOW 現代中文聖經註釋 種籽出版社 賀理
C101.BIB.MSO 聖經問答 循道衛理 蘇美靈
C101.BIB.PTS 聖經好好吃 校園 畢德生
C101.BIB.SHI 聖經綜要 宣道出版 史祈生
C101.BIB.WAL.V1 信徒聖經註釋: 創世記至約伯記 角聲出版 華活特
C101.BIB.WAL.V2 信徒聖經註釋: 詩篇至瑪拉基書 角聲出版 華活特
C101.BIP.ALO 小先知書註釋 - 聖經探索 證道 柯亞倫
C101.BIS.BS1 聖經研究 卷二 - 士師記至以斯帖記 種籽 楊牧谷
C101.BIS.BS2 聖經研究 卷五 - 兩約中間的時代至約翰福音 種籽 吳主光
C101.BIS.BS3 聖經研究 卷六 - 使徒行傳至啟示錄 種籽 吳主光
C101.BLE.HKB.1 伴你高飛 創出記 輔讀版聖經 1 香港聖經公會 香港聖經公會
C101.BLE.HKB.2 伴你高飛 創出記 輔讀版聖經 2 香港聖經公會 香港聖經公會
C101.BOH.SWC 何西阿書研經本 全心 蘇穎智
C101.BRI.HUE.1 淺談聖經預表 宣道 禤浩榮
C101.BRI.HUE.2 淺談聖經預表 宣道 禤浩榮
C101.BTT.DSR 兩约之間 天道書樓 D S Russell

C101.CCS.PSC1 趣味小组查經 中國神學院 張修齊
C101.CCS.PSC2 實用釋經法 學生福音團契 張修齊
C101.CCS.PSC3 全人投入的讀經 中國神學院 張修齊
C101.CCS.PSC4 全人投入的讀經 中國神學院 張修齊
C101.CGS.NG 串珠聖經 證道 吳羅瑜
C101.CIT.CHN 眾志成城: 從尼希米記看委身與事奉 明道社 陳耀鵬
C101.CMP.SCC1 小先知書講義 - 上 天道書樓 陳終道
C101.CMP.SCC2 小先知書講義 - 下 天道書樓 陳終道
C101.CMT.TSA.V1 壞鬼釋經 基道出版社 曾思瀚
C101.CMT.TSA.V2 壞鬼釋經:舊約敘事篇 基道出版社 曾思瀚
C101.CMT.TSA.V3 壞鬼釋經:舊約詩歌篇 基道出版社 曾思瀚
C101.CNV.PRA.1 研讀版聖經新譯本: 路加福音,羅馬書, 雅各書 聖經公會 普拉特
C101.CNV.PRA.2 研讀版聖經新譯本: 路加福音,羅馬書, 雅各書 聖經公會 普拉特
C101.CNV.PRA.3 研讀版聖經新譯本: 路加福音,羅馬書, 雅各書 聖經公會 普拉特
C101.CON 當代福音: 新約全書 當代聖經出版
C101.CTH.SIK 向山舉目 宣道 康錫慶
C101.DAN.HUE 但以理書與啟示文學 天道書樓 禤浩榮
C101.DCG.BOO 耶穌的環保學 校園書房 D Bookless

C101.DSS.CFP 死海古卷與聖經 種籽 C F Pfeiffer

C101.EBC.ALM 聖經注釋 - 以賽亞書 宣道 A Martin

C101.ECC.CHE 建道釋經叢書: 傳道書 建道神學院 張慕皚
C101.EVE.HUE 永恆的十誡 天道書樓 禤浩榮
C101.EXO.SO 身命信息系列: 出埃及記 - 出生入死之路 天道 蘇穎智
C101.EXP.BAX.V3 聖經研究〈第三冊〉詩歌書至耶利米哀歌書 種籽 史諾巴斯德
C101.EXP.BAX.V4 聖經研究〈第四冊〉以西結書至瑪拉基書 種籽 史諾巴斯德
C101.EXP.HUN 新約珠璣集 天道 A M Hunter

C101.FAI.CHA 聖經中的失敗者: 舊約人物選解 宣道 陳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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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1.FIN.SO 最後的勝利: 啟示錄詮釋 聖經信息 蘇穎智
C101.GOS.DMA 天國的福音: 馬太福音詮釋 中信出版 馬有藻
C101.GOS.EUG 四福音中的基督生平 浸信會出版社 希祝虔
C101.GOS.HUE 猶大福音與新約旁經 天道書樓 禤浩榮
C101.GOS.UBS 新約全書: 給現代人的福音 香港聖經公會
C101.GOW.JIP 字裏珍藏 宣道 J I Packer

C101.HEB.HUE 聖經中的希伯來人: 思想與文化 天道書樓 禤浩榮
C101.HEB.MOR 摩根解經叢書: 希伯來書 活泉 C Morgan
C101.HEW.SO 身命信息系列: 希伯來書 - 完全的救主與全備的救恩 天道 蘇穎智
C101.HIS.RAM 信徒實用聖經註解: 出埃及記 種籽出版社 Ramm

C101.HOW.DIN 怎樣讀聖經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丁光訓
C101.HOW.LON 心靈的迴響:  詩篇的信息與研讀方法 天道書樓 Longman

C101.HOW.YOU 萬有之源: 創世記1至11章 種籽出版社 楊百德
C101.HSB.SCC 怎樣研讀聖經 中信 陳終道
C101.HST.LEU 她觸動妳心 明道社 梁美心
C101.INT.HUE.2 圖片兩約之間四百年 天道書樓 禤浩榮
C101.JEW.YIU 聖經中的猶太習俗 人光出版社 姚正道
C101.JOH.BIB 約翰福音新國際版研讀本 更新 鮑會園
C101.JOS.CHG 身命信息系列: 約書亞記大時代的屬靈爭戰 天道 張慕皚
C101.JUD.LEW 士師記及路得記注釋 宣道 路易斯
C101.KNG.JIP 認識神 福音證主 J I Packer

C101.LIF.CHI.V2 研經叢書: 基督生平 (下) 校園書房 焦源濂
C101.LOG.RTB1 馬太福音析讀卷上 基道 黃漢輝
C101.LOG.RTB2 馬太福音析讀卷下 基道 黃漢輝
C101.LOG.RTB3 馬可福音析讀 基道 黃錫木
C101.LOG.RTB4 路加福音析讀 基道 孫寶玲
C101.LOG.RTB5 約翰福音析讀 基道 吳道宗
C101.LSO.DAD 約中之鑰 - 舊約文學結構 漢語聖經 David Dorsey

C101.LUK.MOR 摩根解經叢書: 路加福音 活泉 C Morgan

C101.MAR.MOR 摩根解經叢書: 馬可福音 活泉 C Morgan

C101.MCD.YAN 考考古推推理(1)楔文破譯古城重現 宣道 楊信成
C101.MES.CHO 美索不達米亞與聖經 橄欖基金會 莊新泉
C101.MES.GCM1 摩根解經 - 耶利米書 活泉 G C Morgan

C101.MES.GCM2 摩根解經 - 以賽亞書 活泉 G C Morgan

C101.MES.LAM 共享詩篇靈筵 明道社 林榮洪
C101.NEH.CHG 尼大人: 尼希米記查經資料 中神大眾神學 張修齊/潘蘇齊冰
C101.NET.CTC1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羅馬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10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雅各書-約翰123書-猶大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2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哥林多前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3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哥林多後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4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5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6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7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8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希伯來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T.CTC9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彼得前後書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1.NEW.BIB 新約全書 (新譯本) 中文聖經
C101.NEW.TEN 新約背景 種籽 滕慕理
C101.NTE.ATR 新约希臘解經 - 路加福音 活泉 A T Robeertson

C101.NTS.MCT 新约综覽 宣道 M C Tenney

C101.OLD.OLD1 韋氏舊约導論 道聲出版 A Weiser

C101.OLD.OLD2 舊约導論 道聲出版 楊以德
C101.ONE.WON 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馬太福音讀經記 晨星出版社 王國顯
C101.PAR.SHI 耶穌所講的比喻 時雨基金會 史祈生
C101.PAU.LCE 保羅: 為異象攪亂天下 生命福音事工 靈修係列
C101.PBI.BER 基督教釋經學 活泉 B Ramm

C101.POE.MEY 牧杖之詩: 詩篇二十三篇 美國活泉 邁爾
C101.PSA.KWO 明道研經叢書 - 詩篇 一至二十篇 明道社 鄺炳釗
C101.QUE.CHA 聖經問題解答 天道 陳終道
C101.RCV.YAN 考考古推推理(3)迦南名城邪教陋俗 宣道 楊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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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1.SAY.YAN 十架七言 福音文宣社 楊濬哲
C101.SCC.SCC1 聖經中的失敗者 宣道 陳終道
C101.SCC.SCC2 聖經中的得勝者 宣道 陳終道
C101.SEA.LKU 研經日課 - 卷二 福音證主 古樂人
C101.SEA.TAN 生之探索: 傳道書 證道 唐佑之
C101.SER.WON 神的用人: 林後讀經記 宣道出版 王國顯
C101.SGC.SGC1 研經導讀- 以賽亞書 天道書樓 D Garland

C101.SGC.SGC2 研經導讀- 使徒行傳 天道書樓 C Vaughan

C101.SGC.SGC3 研經導讀- 但以理書 天道書樓 L  J Wood

C101.SGC.SGC4 研經導讀- 耶利米書 天道書樓 F B Huey

C101.SON.CHA.V1 雅歌靈訓 (卷上) 拾珍出版 陳瑞庭
C101.SON.CHA.V2 雅歌靈訓 (卷下) 福音團契書局 陳瑞庭
C101.STE.STE1 從所羅門到被擄(列王記及歷代志) 天道書樓 J C Whitcomb

C101.STE.STE2 從巴比倫到伯利恒 天道書樓 H L ELLISON

C101.TCP.TCP 一個王國的興衰 - 舊约 (兒童版) 海天書樓 Picture Bible

C101.TEN.TEN 聖經中的十大異象 宣道出版 滕近輝
C101.THE.SIU 帖撤羅尼迦書信: 未世風情畫 天道 蕭楚輝
C101.THR.STO 聖經一年通 海天書樓 司托德
C101.TLP.LEC1 管窺天地寬(聖地誌) 美旨製作 朱國志
C101.TLP.LEC2 管窺天地寬(聖地誌) 美旨製作 朱國志
C101.TOA.TOA1 舊约聖經的神蹟 時雨基金 T Shih

C101.TOA.TOA2 新约聖經的神蹟 時雨基金 T Shih

C101.TRE.SAM 聖經家譜一紙通 宣道出版社 江森
C101.YEA.HUE 圖片舊約四千年 天道書樓 禤浩榮
C102   神學 / 歷史神學 / 歷史神學 / 歷史神學 / 歷史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2.BDG.PAO.1 福音要道 播道會 鮑會園
C102.BDG.PAO.2 福音要道 播道會 鮑會園
C102.BIB.CHE 聖經是神默示的麼 臺灣福音書房 張郁嵐
C102.BSS.PEH 預言釋微 天道書樓 P E Hughes

C102.CHI.LAM 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 天道 林榮洪
C102.CHR.WAN 基督教與中國的現代化 基督教卓越使團 溫偉耀
C102.CHR.WU 信徒與神學 信徒神學叢書 吳明節
C102.CHU.KUL 歷史的軌跡 - 二千年教會史 校園書房 祁伯爾
C102.CHU.LEU 中國教會的今日和明天 建道神學院 梁家麟
C102.COM.WAN.1 將來必成的事 大使命中心 王永信
C102.COM.WAN.2 將來必成的事 大使命中心 王永信
C102.CTC.NGN 築樓蓋頂：中世紀教會縱橫談 基道 吳國傑
C102.CTL.WMC1 信徒與神學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2 信徒與神學 - 聖經 - 萬古永存的寶典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3 信徒與神學 - 奇妙的神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4 信徒與神學 - 顯明的奥秘 - 教會 - 上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5 信徒與神學 - 顯明的奥秘 - 教會 - 下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6 信徒與神學 - 人的切身問題 - 得救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7 信徒與神學 - 信徒的身份與地位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8 信徒與神學 - 信徒的關連性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CTL.WMC9 信徒與神學 - 信徒的修養 天道書樓 吳明節
C102.DIS.NG 辨別聖靈與邪靈 校園 吳恩溥
C102.ESS.CHI 聖經要道 主恩出版社 程蒙恩
C102.EVA.YEU.V1 證主聖經神學辭典 (上) 福音證主 楊慶球
C102.EVA.YEU.V2 證主聖經神學辭典 (下) 福音證主 楊慶球
C102.FPC.NGN 奠基立柱：初期教會縱橫談 基道 吳國傑
C102.JES.CHE 耶穌是神的兒子麼 臺灣福音書房 張郁嵐
C102.KSS.JIP 活在聖靈中 宣道 J I Packer

C102.LRO.TEN 在聖靈中長進 宣道 滕近輝
C102.NES.LOH 唐元二代之景教 中國學社 羅香林
C102.PAA.LOP 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橫談 宣道 羅秉祥
C102.PFQ.MAY 問道解惑：信仰刁難問題解答 種籽出版社 馬有藻牧師
C102.SCD.LOB 基督教教義概要 天道書樓 L Berkhof

C102.SEA.YEU 俗世尋真 宣道 楊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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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SHO.LEU 基督教會史略: 改變教會的十人十事 更新資源 梁家麟
C102.SOU.TAN 良心可會比天高 道世基督使團 鄧啟耀
C102.SPR.SO.1 認識及經歷聖靈 全心 蘇穎智
C102.SPR.SO.2 認識及經歷聖靈 全心 蘇穎智
C102.SYS.YEU 會遇系統神學: 真理與信仰體驗 中國神學研究院 楊慶球
C102.TES.CSL 基督教信仰正解 東南亞神學院 C S Lewis

C102.THE.NG 福音神學 神學教育叢書 吳主光
C102.THE.THE1 屬靈神學 中國神學院 林榮洪
C102.THE.THE2 系统神學 浸信會 A H Strong

C102.THE.THE3 福音神學 天道書樓 吳主光
C102.THI.TAD 同心堅信 - 21 世紀福音禮讚 福音證主 艾鐘妮
C102.TON.TON.1 唐崇榮講座: 聖靈與福音 中國福音會 唐崇榮
C102.TON.TON.2 唐崇榮講座: 啟示與真理 中國福音會 唐崇榮
C102.TON.TON.3 唐崇榮講座: 三一神論 中國福音會 唐崇榮
C102.TRE.WAN.V1 王明道文庫 1 : 窄門 浸宣出版社 王明道
C102.TRE.WAN.V2 王明道文庫 2 : 小徑 浸宣出版社 王明道
C102.TRE.WAN.V3 王明道文庫 3 : 靈食 浸宣出版社 王明道
C102.TRE.WAN.V4 王明道文庫 4 : 餘糧 浸宣出版社 王明道
C102.TRE.WAN.V5 王明道文庫 5 : 天召 浸宣出版社 王明道
C102.TRE.WAN.V6 王明道文庫 6 : 借鏡 浸宣出版社 王明道
C102.TRE.WAN.V7 王明道文庫 7 : 衛道 浸宣出版社 王明道
C102.TRI.KWO 建道普及神學叢書:莫特曼三一神學 建道神學院 郭鴻標
C102.WHA.KIN 你信的是甚麼 向山出版 金新宇
C102.WHS.SCC.1 聖靈的工作 天道書樓 陳終道
C102.WHS.SCC.2 聖靈的工作 天道書樓 陳終道
C1021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21.ACE.ACE1 成人基督教教育 長青文化 謝禧明
C1021.ACE.ACE2 教學更新 證道 吳蘭玉
C1021.ACE.ACE3 教會教育事工簡介 天道書樓 譚天祐
C1021.ACE.ACE4 準備教授聖經 浸信會 H P Colson

C1021.ALP.IRE 啟發邀請祈禱手冊 香港啟發課程 以勒基金
C1021.ART.TAN 教會生活的藝術 中國信徒佈道會 唐佑之
C1021.BCW.CCC 普天崇拜 基督教文藝 教會
C1021.BET.EIM.1 如何作個屬靈領袖 更新傳道會 艾姆斯
C1021.BET.EIM.2 如何作個屬靈領袖 中華基督 艾姆斯
C1021.BET.EIM.3 如何作個屬靈領袖 突新傳道會 艾姆斯
C1021.BIB.CHI 聖經領導 - 事奉版 (閱讀指引) 漢語聖經 漢語聖經
C1021.CFT.YAU 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 中信 邱清萍/游宏湘
C1021.CHU.YAN 何必上教會 校園 楊腓力
C1021.COA.CHI 展翅上騰教練入門 教會更新 趙錦德
C1021.CRI.YEU 九十年代教會危機與挑戰 當代 楊牧谷
C1021.CWO.TSG 基督教的崇拜 道聲出版 T S Garrett

C1021.DDT.GWK 有效的門徒訓練 種籽 G W Kuhne

C1021.DEA.DEA1 從聖經看長執 華神 邵遵瀾
C1021.DEA.DEA2 教會行政管理學 華神 蘇文隆
C1021.DEA.DEA3 執事須知 亞洲歸主 W W Weekly

C1021.DEA.DEA4 不再一樣的領導力 道聲出版 H T Blackaby

C1021.EMO.SCA 建立高EQ的教會 麥種 P Scazzero/W Bird

C1021.EXP.EXP1 講道的落實 校園書房 陳大衛
C1021.EXP.EXP2 講道的藝術 校園書房 J R Stott

C1021.EXP.LAU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培靈講道第51集 港九培靈研經 劉承業
C1021.EXP.LEE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培靈講道第53集 港九培靈研經 李思敬
C1021.EXP.SIU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培靈講道第48集 港九培靈研經 蕭壽華
C1021.EXP.SOW.1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培靈講道第52集 港九培靈研經 蘇穎睿
C1021.EXP.SOW.2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培靈講道第52集 港九培靈研經 蘇穎睿
C1021.FWF.JIC 疾風烈火 雅歌 J Cymbala

C1021.HOL.HOL1 生命聖詩 宣道 膝近輝
C1021.HOL.HOL2 敬拜人生 道聲出版 夏忠堅
C1021.HOL.HOL3 齊來崇拜 天道書樓 楊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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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1.HOL.HOL4 頌主新歌 浸信會 G Chi

C1021.HOW.YEU.1 如何發展你的探病恩賜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21.HOW.YEU.2 如何發展你的探病恩賜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21.IAM.HUA 我是女傳道 探索者 黃瑛瑛
C1021.IGP.EYN 朝見永生神 天道書樓 吳羅瑜
C1021.LEA.CHU 學習領導 - 屬靈領袖典範 福音證主 蔡偉賢
C1021.LOC.WMF 教會關懷事工 天道書樓 W M Fletcher

C1021.MOS.MAX 重新得力21分鐘領袖靈糧 基石出版社 麥斯威爾
C1021.NEW.CHO 新編講道法 基督教文藝 周聯華
C1021.PCC.PCC1 牧養與輔導 基督教文藝 H Clinebell

C1021.PCC.PCC2 教牧心理輔導 文藝 曹敏敬
C1021.PRE.PRE1 摩根講道法 更新 G C Morgan

C1021.PRE.PRE2 十分鐘短講集 宣道 陳终道
C1021.PRE.PRE3 新编講道法 基督教文藝 周聯華
C1021.SGS.SCC 培靈講道 - 第40集 港九培靈研經 陳终道
C1021.SPI.SAN 屬靈領袖 證主 孫德生
C1021.SUP.GRE 牧養新契機 香港專業人才 馬可/格林
C1021.SVN.WAN 柴米油鹽醬醋茶 迎欣 王一平
C1021.TEM.SCC 永恒的事奉 宣道 陳终道
C1021.TWE.TEN 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 宣道 滕近輝
C1021.UNT.TNG 教會合一: 從衝突至和好 真理 唐佑之
C1021.WTL.STH 朝見上帝 中國主日學 施達雄
C103   護教護教護教護教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3.BAC.JRS 真理的尋索 證道 J R W Scott

C103.CCA.LSC1 總體辯道學 - 哲學篇 天道 章力生
C103.CCA.LSC2 總體辯道學 - 基要篇 天道 章力生
C103.CCA.LSC3 總體辯道學 - 宗教篇 天道 章力生
C103.CCA.LSC4 總體辯道學 - 文化篇 天道 章力生
C103.CHI.LEU.1 文化中國蓄勢待發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CHI.YIN 中國祭祖問題 建道 刑福增
C103.CLS.ELW 辨別異端邪說 校園書房 吳思浦
C103.CUC.LEU 文化中國: 84 期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梁燕城
C103.DAO.LEU.1 道與魔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DAO.LEU.2 道與魔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DAO.LEU.3 道與魔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DAR.WU 從聖經 科學和理性角度看達爾文進化論 種籽 吳國安
C103.EIS.GEH 接觸穆斯林 新心資源中心 G Houssney

C103.EOC.MAD 極端 ?異端 ? 基督教會 香港短宣 馬國棟
C103.EVO.WHO.1 進化？退化？神化(簡體字) 基督使者協會 衛道
C103.EVO.WHO.3 進化？退化？神化 基督使者協會 衛道
C103.FAS.ANK 占星術的真相 天道書樓 Ankerberg & Weldon

C103.FHM.ANK 同性戀的真相 天道書樓 Ankerberg & Weldon

C103.FJW.ANK 耶和華見證人的真相 天道書樓 Ankerberg & Weldon

C103.FMO.ANK 摩門教的真相 天道書樓 Ankerberg & Weldon

C103.GCF.DNG 福音與信仰 加拿大恩福協會 吳宗文
C103.GHS.WAN 信仰探索系列: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明風 溫偉耀
C103.GUA.CHI 護教系列: 防範異端 宣道出版 程蒙恩
C103.ISL.GCC 伊斯蘭教與今日世界 大使命中心 王永信
C103.ISW.WWS 伊斯蘭教與今日世界 大使命中心 王永信
C103.IWA.PAC 基督徒須知 宣道 巴刻
C103.KNO.PAC 認識神 證主 巴刻
C103.MCR.LEU.1 神秘過紅海 文化更新 梁燕城/唐子明
C103.MCR.LEU.2 神秘過紅海 文化更新 梁燕城/唐子明
C103.MUS.GCC.1 回教簡介 大使命中心 麥克理
C103.MUS.GCC.2 回教簡介 大使命中心 麥克理
C103.MY.WAN.V1 耍唸的經(揭破篇) 迎欣有限公司 王一平
C103.MY.WAN.V2 耍唸的經(活出篇) 迎欣有限公司 王一平
C103.OME.JFW 哈米吉多頓大戰(石油中東危機) 種子 J F Walvoord

C103.ONE.LEU 泰一課程 文更 梁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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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3.OPE.LEU.V1 讓您窺透我的心 (上) 文化更新 梁燕城/丁果
C103.OPE.LEU.V2 讓您窺透我的心 (下) 文化更新 梁燕城/丁果
C103.PHI.BRO 哲學與基督教信仰 福音證主協會 白高倫
C103.PSY.LEU.3 哲學家的武林大會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RES.LEU.2 中國哲學的重構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RES.LEU.4 中國哲學的重構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RFM.MAD 摩門教背後 宣道 馬國棟
C103.ROP.ISL 哲理縱橫 宣道 梁燕城
C103.SCI.LUI 科學與聖經 活石 雷雁博
C103.SDA.AAH 服臨安息日會的內幕 真道之聲 A A Hoekema

C103.SEA.LEU.1 尋找東西哲學境界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SEA.LEU.2 尋找東西哲學境界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SEA.LEU.3 尋找東西哲學境界 宇宙光 梁燕城
C103.SIC.LKT 回教與基督教的研究 天道 陳潤棠
C103.TFA.WCC 護教小貼士 香港短宣 陳偉成張國良
C103.TME.MA 千年如一日簡時間史 種籽 馬有藻
C103.VIN.CCM 真道手冊 中國信徒佈道 中國信徒佈道
C103.VIN.WSW 真道手冊 大使命 黃永信
C103.WIS.LEU 慧境神遊 天道 梁燕城
C104   培靈 / 靈修培靈 / 靈修培靈 / 靈修培靈 / 靈修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4.ABR.LIF 亞伯拉罕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AIC.ALL 患難中的天使 宣道 宣道
C104.AWA.LIF 靈的改造-甦醒、良善、智慧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BES.HAN 門徒訓練精選 種籽 韓高山
C104.BIB.JIR 經上記著說 以勒基金
C104.BTP.CAC 烈風禱告 天道 J Cymbala

C104.CAR.MOR 隨心所欲(查經資料) 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湯瑪斯/摩爾
C104.CEL.FOS.2 屬靈操練禮讚 學生福音團契 傅士道
C104.COM.DOU 心靈互應 Tao Fong Shan 杜玫麗
C104.COM.JAN 群體與順己 服事與隱密 FES Jan Johnson

C104.COS.BON.2 追隨基督 道聲出版社 潘霍華
C104.DAI.CHE.V2 靈修日新 (下卷) 晨星出版社 陳馬可
C104.DAI.FOS 默想聖經人物 Living Spring 華思德
C104.DAN.LIF 但以理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DAV.LIF 大衛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DAY.LON.V1 天天天糧 (春) 加拿大證主 盧藹敦
C104.DAY.LON.V2 天天天糧 (夏) 加拿大證主 盧藹敦
C104.DAY.LON.V3 天天天糧 (秋) 加拿大證主 盧藹敦
C104.DAY.LON.V4 天天天糧 (冬) 加拿大證主 盧藹敦
C104.DBL.CHM 靈修日新 晨星出片雒 陳馬可
C104.DIS.NOU 靈心明辨 基道 H Nouwen

C104.DIS.WOL 識心神辨 Tao Fong Shan 吳爾夫
C104.DIS.YAN 發現上帝 - 心領神會讀聖經 Zondervan 楊腓力
C104.DL1.CAP 聖光日引 1 宣道 宣道
C104.DL2.CAP 聖光日引 2 宣道 宣道
C104.ENJ.LIF 行為的改造、享受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EXG.HTB 不再一樣: 愛在生命改變時 浸信會 H Blackbaby

C104.FAI.LIF 靈的改造-公平、正直、公義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FAS.MAK 禁食禱告隱藏的大能 天恩禱告 麥海士
C104.FAS.TOW 禁食禱告的突破 Elim 湯恩斯
C104.FDA.MEY 聖經人物傳：彼得 証道 邁爾
C104.FEC.HTB 不再一樣的奮興 浸信會 H Blackbaby

C104.FOC.DIB 追隨基督 道聲 D Bonhoeffer

C104.GBY.BEN 天父給我的禮物 證主 D Benner

C104.GRO.SWI.1 進深之旅 證主 施蘊道
C104.GRO.SWI.2 進深之旅 證主 施蘊道
C104.HEA.NOU 心應心 基道 盧雲
C104.HEA.PAL 靈命飛躍之旅 宣道 包樂
C104.HON.LIF.1 心的改造-誠實、忍耐、虛心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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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4.HON.LIF.2 心的改造-誠實、忍耐、虛心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HOT.PAC.1 生命的重整 宣道 巴刻
C104.HOT.PAC.2 生命的重整 宣道 巴刻
C104.INN.NOU.1 心靈愛語 卓越書樓 盧雲
C104.INN.NOU.2 心靈愛語 卓越書樓 盧雲
C104.INN.NOU.3 心靈愛語 卓越書樓 盧雲
C104.INS.CRA 裏外更新 天道 克萊布
C104.JAC.LIF 雅各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JER.LIF 耶利米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JOA.LIF 約書亞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JOB.LIF 約伯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JOH.HAR 十架約翰 - 亦人亦聖 Tao Fong Shan 何瑞臣
C104.JOS.LIF 約瑟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KIN.LIF 思想的改造-天國學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KNO.PAC 天天認識神 校園書房 巴刻
C104.LAD.DEB 清心守侯的女人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戴比琼斯/杰姬肯德爾
C104.LIF.LIF 思想的改造-人生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LIV.SWI.1 迎向人生 證主 施蘊道
C104.LIV.SWI.2 迎向人生 證主 施蘊道
C104.LIV.TEN 偏差與平衡 宣道 滕近輝
C104.LIV.WAT.1 荒漠甘泉 香港教會書室
C104.LIV.WAT.2 荒漠甘泉 香港教會書室
C104.LIW.ART 教我認識你的名 角石出版社 歐凱莉
C104.MAN.KEL 相遇一刻 Tao Fong Shan 喬立
C104.MAP.YUE Map 默觀禱告入門 浸信會出版社 袁蕙文
C104.MED.LIN 塑造我靈命 浸信會出版社 連達傑
C104.MOS.LIF 摩西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MSG.SO 天人靈修 (短講集) 基督教天人社 蘇佐揚
C104.MST.TAM 我的心渴慕你：靜觀靈修與修道精神 靜觀靈修學會 譚沛泉
C104.NEW.SO 新生命新生活 全心出版社 蘇頴智
C104.OFF.LIF 行為的改造-奉獻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ONH.TAN 翱翔 福音證主協會 唐佑之
C104.ORD.TAM 平凡生活與靈修 Tao Fong Shan 譚沛泉
C104.OUR.HAA 365 靈命日糧精選 橄欖基金會 狄漢馬丁
C104.OUR.HUA 每日一個好主意 基督教文藝 黃廣堯
C104.PAL.LIF 保羅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PAR.JIR 親親耶穌-伴你成長手冊(父母篇) 以勒基金
C104.PAR.KIN 君王禁食禱告的大能 天恩禱告 金思雷弗萊契
C104.PAS.SUN 服事可以不流淚 以琳 桑戴阿得拉加
C104.PAT.SO 成長路(查經資料) 學生福音團契 蘇頴智
C104.PRA.LAW 操練與神同在 加拿大福音 勞倫斯
C104.PRA.LEE.1 為教會中的青少年禱告40天 美國福音證主 李道宏
C104.PRA.LEE.2 為教會中的青少年禱告40天 美國福音證主 李道宏
C104.PRA.TEN 祈禱出來的能力 宣道 滕近輝
C104.PRA.WIL 雅比斯的禱告 福音證主協會 魏肯生
C104.PUR.LIF 心的改造-清心、愛慕、敬畏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REC.SO 性格重整之旅 學生福音團契 蘇頴智
C104.REV.LEW 培靈讀經 拾珍出版 賓路易
C104.SAB.CHO.1 歸回安息 基道出版社 蔡貴恆
C104.SAB.CHO.2 歸回安息 基道出版社 蔡貴恆
C104.SAB.HES 安息日的真諦 校園書房 A J Heschel

C104.SEN.FIN 細味上帝 FES Kathleen Finley

C104.SHA.LIF 行為的改造、分享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SHA.WHI 心靈魅影 Tao Fong Shan 占士韋特
C104.SIT.NG 馬大的腳馬利亞的心 更新資源 吳恩源
C104.SOL.JAN 禱告與聆聽 獨處與靜默 FES Jan Johnson

C104.SOL.LIF 所羅門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4.SPI.CHO 讓心靈飛翔 靈根自植 蔡貴恆
C104.SPI.LAH.2 屬靈的氣質 天道 黎曦庭
C104.SPI.NGA.V1 屬靈人 (上冊) 臺灣福音書房 倪柝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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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4.SPI.NGA.V2 屬靈人 (中冊) 臺灣福音書房 倪柝聲
C104.SPI.NGA.V3 屬靈人 (下冊) 臺灣福音書房 倪柝聲
C104.STD.JAN 自省與認罪 研經與默想聖經 FES Jan Johnson

C104.TIL.JKE 美妙人生 三元福音 J Kennedy

C104.TOO.HYB 你也能忙中取靜 校園 海波斯
C104.TOZ.AWT1 陶恕選輯: 午夜的復興 宣道 A W TOZER

C104.TOZ.AWT2 陶恕選輯: 受教的心 宣道 A W TOZER

C104.TOZ.AWT3 陶恕選輯: 義人之根 宣道 A W TOZER

C104.TOZ.AWT4 陶恕選輯: 超然的經歷 宣道 A W TOZER

C104.URG.AUW 心靈的呼喚 Tao Fong Shan 歐惠基
C104.UTM.CHA 竭誠為主 福音證主 章伯斯
C104.WHA.CHR 為親人禱告的秘訣 中國學園 柯艾美
C104.WJO.JOB 天路歷程 道聲 J Banyen

C104.WOC.JOC 安慰之言 中國教會研究院 趙天恩
C104.WOP.EMB 禱告的人 大使命中心 E M Bounds

C104.WOR.JAN 簡樸與禁食 崇拜與歡慶 FES Jan Johnson

C104.WOR.LIF 靈的改造-敬拜、禱告、聖潔 靈修系列編輯組 生命文化
C105   佈道 / 栽培佈道 / 栽培佈道 / 栽培佈道 / 栽培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5.BAS.YEU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5.BLE.LAI 生命重整查經系列: 還衪本相 香港學生團契出版社 賴達明/賴君妮
C105.COK.SJO 福音出擊 天恩 史提夫 索格侖
C105.CPL.TON.1 白話基督教 天道 唐子明
C105.CPL.TON.2 白話基督教 天道 唐子明
C105.EVA.NG.1 佈道陪談栽培 種子出版社 吳主光
C105.EVA.NG.2 佈道陪談栽培 種子出版社 吳主光
C105.FFM.CHA 由初信到成長 宣道 陳終道
C105.GOS.CHI 118 福音疑難問與答 宣道 程蒙恩
C105.HAN.LO.1 茁苗 天道 盧宏博
C105.HOI.TCY 如何處理有關永生的問題 三元福音 余俊銓
C105.ILL.HUE 達文西密碼的虛幻世界 天道書樓 褟浩榮
C105.LIV.BIL 活在基督裏: 初信者研經手冊 葛培理佈道會 黃玉貞
C105.LMC.RAT 如何領人歸向基督 宣道 R A Torrey

C105.MAS.LOL 佈道大計 亞洲歸主協會 高爾文
C105.MPE.REC 佈道大計 亞洲歸主協會 R E Coleman

C105.PPE.JAF 實踐個人佈道 華人浸信會 馮雅各
C105.PRA.SO 一針見血的福音(組員本) 全心出版社 蘇頴智
C105.SAL.SO 認識救恩 全心 蘇穎智
C105.SAY.TSU 有感而發 恩福 徐武豪
C105.SPI.CHO.1 生命更新 平安福音堂 蔡蔭強
C105.SPI.CHO.2 生命更新 平安福音堂 蔡蔭強
C105.STR.CHA 信仰新丁 學生福音團契 陳華恩
C105.SUN.CHL 聖道日糧 10 奇妙的姣主 香港讀經會 周李玉珍
C105.SUN.CHO 聖道日糧 8 神的大能力 香港讀經會 周榮富
C105.SUN.LAM 聖道日糧 2 無所不能的神 香港讀經會 林重生
C105.SUN.LAU 聖道日糧 4 神聽禱告 香港讀經會 樓恩德
C105.SUN.LEE 聖道日糧 5 主必愛我到底 香港讀經會 李鴻標
C105.SUN.LEU 聖道日糧 3 神看顧屬衪的人 香港讀經會 梁銘
C105.SUN.LIC 聖道日糧 7 神賜下智蕙 香港讀經會 李陳永鈿
C105.SUN.MAK 聖道日糧 1 耶穌是救主 香港讀經會 麥陳永萱
C105.TO.LAW 初信手冊 種籽 羅杰才
C105.TWE.MA 從十二門徒看自己 種籽 馬有藻
C105.W500.GRA 五百個為什麼 海天 葛培理
C106   傳記 / 見證傳記 / 見證傳記 / 見證傳記 / 見證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6.50Y.MTW 50年來 晨星 王明道
C106.ACC.TOU.1 我的意外是一個祝福 Int'l Bible Socity 陶李國羚
C106.ACC.TOU.2 我的意外是一個祝福 Int'l Bible Socity 陶李國羚
C106.AIH.LAW 羅慧娟生命的禮讚 突破 羅乃萱



as at 8/09/17

C106.ARC.LAI 雨後彩虹 宣道 賴建鵬
C106.ASS.LIU 宋尚節言行錄 宣道出版社 劉翼凌
C106.BBM.CHA 摩根略傳 美國活泉出版社 詹正義
C106.CCC.LEE 20顆星的真情 加拿大號角 李鄭玉珊
C106.CHA.PUL 追龍 高士 潘靈卓
C106.CHT.PHI 漫畫戴德生傳 天道書樓 非拉鐵非
C106.CON.GRI.2 表里一致 校園 高力富
C106.CRY.HOH.1 夜裡的呼喊 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 何晧光
C106.CRY.HOH.2 夜裡的呼喊 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 何皓光
C106.DAR.LYU 夜盡明天 于力工 于力工
C106.DEA.CHA 從死蔭到幽谷到璀璨新生 香港神曦會 陳幔利/文蘭芳
C106.DOH.YOT 我還有三根手指 主日學協會 Y Tahara

C106.FAJ.POW 信心歷程 恩光 利百加上帕娥
C106.FUN.FUN 馮國豪牧師生命的禮讚
C106.GOO.HIT.1 誰掌管明天 宣道會 何義思
C106.GOO.HIT.2 誰掌管明天 宣道會 何義思
C106.GOO.HIT.3 誰掌管明天 宣道會 何義思
C106.HHH.YLW 祂握我手 宣道 胡蘊琳
C106.HSF.HUI 冰封下的暖流 + 1 DVD 王者文化 許道宏
C106.IJP.HUI 冰封奇俠受難曲 突破 許道宏
C106.LIC.ANL 生命教室 突破 曉林
C106.LJW.CWA 約翰衛斯理傳 基督教文藝 C W Allan

C106.LML.HHH 馬丁路德傳 道聲 H Holmquist

C106.LOV.LAU 愛的激勵 台灣神曦會 劉民和/莫少珍
C106.MAN.HER.2 生命鬥士 天糧書室 加西號角
C106.MIS.WON 山嶺腳蹤 張寶華牧師的故事 協傳培訓中心 黃穎穎
C106.MSS.CHA 我的事奉故事 陳耀鵬 陳耀鵬
C106.MTE.JOS 我的見證 晨星 宋尚節
C106.NTC.YIH 僧尼歸主記 晨光 夏炎
C106.ODW.CHA 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裏 香港神曦會 陳保羅
C106.OFC.YUA 不再是我 校園書房 袁幼軒 蔣朗今
C106.ONE.CHI.1 伴我同行 浸信會 程文輝
C106.ONE.CHI.2 伴我同行 浸信會 程文輝
C106.SHC.CHE.2 殉道之子潘霍華傳 天道書樓 張寶城
C106.SMI.BAB 一張寶貝的笑臉 環球文庫 寶珮如
C106.SMI.LAI 微笑暖心窩 賴建鵬 賴建鵬
C106.SOB.FUN 祝福串串 福音證主協會 馮思豪
C106.SOB.LAI.V1 恩雨雲彩見證集(一) 恩雨之聲 賴建鵬
C106.STY.SHI 六十三年與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靈石 施美玲
C106.SWL.DAI 路益師的心靈世界 雅歌 戴維揚
C106.TCA.AUG 愛的頌歌 海天書樓 奧古斯丁
C106.TMM.WON 蘇撒拿傳 循道衛理 黃玉麟
C106.TPF.JMA 人物與信仰 福音證主協會 馬雅各
C106.TYE.ACH 十年: 內外-記錄-訪談重新想像 蔡廉明
C106.WMT.WHL 王明道與中國教會 中國神學研究院 林榮洪
C106.WTD.CSW 越過幽谷 突破 鄭雪華
C106.WWD.WON 薪火相傳 環球聖經公會 黃朱倫
C107   信徒生活信徒生活信徒生活信徒生活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7.AFT.LEU.1 信主之後 基道 梁家麟
C107.AFT.LEU.2 信主之後 基道 梁家麟
C107.AMA.YAN 恩典多奇異 校園書房出版社 楊腓力
C107.ASK.KAN 耶穌問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康錫慶
C107.BAP.TAN 忠勤事主 證主 唐佑之
C107.BDD.MAR 死怎麼回事？ 橄欖出版社 M Rawlings

C107.BE.YEU 做個有用人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7.BON.NEI 擊開捆鎖 中國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安德生
C107.BST.SZE 氣質，是最好的名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施以諾
C107.BUI.MIL 建立德行 晨星 王明道譯
C107.BUS.LEE 一 位基督徒的企業營運哲學 海天書樓 李培康



as at 8/09/17

C107.BUS.WON 不一樣的生意人 公義樹有限公司 王婉雯
C107.CGB.JIC 風火教會見神恩 飛鷹 Jim Cymbala

C107.CHG.ED 轉化, 改變世界由職場開始 天恩出版社 艾德.史福索
C107.CHR.CHA.2 基督徒生活面面觀 宣道 陳終道
C107.CHR.HUE 浮影聖光: 俗世電影與基督教信仰反思 天道書樓 褟浩榮
C107.CHR.WCY 基督五分鐘 突破 黃鴻麟
C107.CHR.WON 基督五分鐘 突破 黃瑞君
C107.CHS.PTS 翱翔的基督 校園 畢德生
C107.CUS.CHE 兵臨城下：基督徒生命中的挑戰 宣道出版社 張慕皚 蕭壽華 徐濟時
C107.DIA.CHN 情理互動: 對話人生 宣道出版社 陳孟賢/許立中
C107.DIS.EDM.1 人生的操練 證道出版社 艾德滿
C107.DIS.YAN 無語問上帝 校園 楊腓力
C107.DRE.LAM 我們好像作夢的人 宇宙光出版社 林治平
C107.DRH.MKB 天堂地獄的啟示 永恩 M K Baxter

C107.EAS.LEE 其實做人唔艱難 零至壹出版有限公司 李某人
C107.ERA.TEN 時代的挑戰 宣道出版社 滕近輝
C107.ESC.CHI 我們逃脫了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焦源濂
C107.EVE.SPU 靜夜亮光 美國活泉 司布真
C107.FAI.CHN 仗劍江湖: 信仰路上思想和信念 宣道出版社 陳孟賢
C107.FAI.NEE 甚麼是信心 基督徒出版社 倪柝聲
C107.FHW.SHT 跟隨祂的腳?行 校園書房 雪爾頓
C107.FRE.FOS 簡樸生活真諦 學生福音團契 傅士德
C107.FTH.SZE 信仰是最好的金湯匙 主流 施以諾
C107.GGG.JIC 雷霆風火覓神恩 飛鷹 Jim Cymbala

C107.GOD.STR 上帝出難題 校園 史特博
C107.GOI.LAR 職場大使命 天道書樓 皮爾.拉里莫爾
C107.GOM.KEA 誰是老闆？ 宣道 Ken Anderson

C107.GRE.OVR 不再逃避 天道書樓 格丹尼羅梅爾
C107.GRO.CHA 長大成人 校園書房 陳終道
C107.HAL.POU 人生下半場 江西人民出版社 鮑伯班福德
C107.HBF.CAC 永不離棄的愛 飛鷹 C Cymbala

C107.HEA.JIM 合神心意的男人 以琳 吉娒喬治
C107.HEA.TAN 感恩心語 溫哥華活道浸信會 唐佑之
C107.HFH.JHU1 走出心靈的陰霾(擺脫負面情緒的捆綁)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2 耕耘與收穫(工作與金錢管理)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3 建立美好的關係(和諧人際 EQ)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4 建立不一樣的家庭(正視身份角色的轉變)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5 撫平往日的創傷(正面處理人生低谷)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6 面對危機(擺脫黑暗的綑綁)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7  建立生活基石(尋求神的皆意)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8 選擇磐石或沙土(瞭解真理分辨宗教) 恩福 June Hunt

C107.HFH.JHU9 迎向時代的挑戰(信仰解惑釋疑) 恩福 June Hunt

C107.HIG.LES 與難纏人共舞 天道書樓 帕羅特
C107.HIR.CHT 天堂是如此真實 秋楠 C Thomas

C107.HOW.HAG 如何克服憂慮 證道 約翰哈該
C107.HOW.RID 基督徒處世藝術 種籽 黎登奧
C107.HRM.TEN 活出和諧與美好 宣道 滕近輝
C107.HUM.KON  謙卑 慕主先鋒傳播事工出版 江秀琴
C107.JES.YAN 耶穌真貌 宣道 楊腓力
C107.JUN.BEL.1 背逆的青年 環球聖經公會 貝信德
C107.JUN.BEL.2 背逆的青年 環球聖經公會 貝信德
C107.KNW.ART 教我認識祢的名 Precept Ministries of Reach Out 歐凱莉
C107.LIF.PAC 基督徒生活綱要 活石福音書室 巴寧頓
C107.LIF.SPR 基督徒的人生觀 橄欖基金會 史普羅
C107.LIF.TSI 人生徐筆 加拿大恩福協會 徐武豪
C107.LIN.YEU 相繋深深 基道出版社 楊牧谷
C107.LOR.SSW1 牧野心路 宣道 蕭壽華
C107.LOR.SSW2 貼近主心懷 宣道 蕭壽華
C107.LOV.WAN.1 異鄉情 卓越書樓 溫偉耀
C107.LOV.WAN.2 異鄉情 卓越書樓 溫偉耀



as at 8/09/17

C107.MIN.TEN.1 生命的事奉 宣道出版社 滕近輝
C107.MIN.TEN.2 生命的事奉 宣道出版社 滕近輝
C107.MOD.SIM.1 模範神僕 環球聖經公會 史密斯
C107.MOD.SIM.2 模範神僕 環球聖經公會 史密斯
C107.MON.LUI 錢到用時方恨少 一沙通識 呂宇俊
C107.MOU.LEE 神山一段虹 向山出版社 李乃光
C107.MYA.BIG 一千個怎麼辦 海天書樓 Billy Graham

C107.NCO.CHE 壁壘分明：基督徒的信仰立場 宣道出版社 張慕皚 蕭壽華 徐濟時
C107.NEW.YEU 再生情緣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7.OUR.BAX 成勝面面觀 天道 巴斯特
C107.PDL.RIW 標杆人生 基督使者協會 R Warren

C107.PER.CHI 釐定個人目標 證道出版社 陳李穎
C107.PGS.WLC 釐定個人目標 福音證主 陳李穎
C107.POF.LOK 後現代拜物教 學生福音團契 駱穎佳
C107.POS.SCH 可能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蕭律柏
C107.PTP.EMB 祈禱出來的能力 宣道 E M Bounds

C107.PUB.LEE 溝通演說26式 突破出版社 李錦洪
C107.PUR.WAR.1 標竿人生 基督使者協會 Rick Warren

C107.PUR.WAR.2 標竿人生 基督使者協會 Rick Warren

C107.REF.LEU 激流中的反思 宣道 梁燕城
C107.RES.PTS 復活的操練 校園 畢德生
C107.RLE.CHA 生命倫理錦囊 宣道出版社 陳永浩 吳慧華
C107.ROC.SIM.1 在這磐石上 環球聖經公會 哥斯頓
C107.ROC.SIM.2 在這磐石上 環球聖經公會 哥斯頓
C107.RUL.KON 神做事的法側 慕主先鋒傳播事工出版 江秀琴
C107.SEC.FOS 但以理得力的秘訣 美國活泉 華思德
C107.SER.LAM 天生我才為主用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林安國
C107.SER.LEU 無言上帝的僕人 基道 梁家麟
C107.SET.LAR 使人得自由 天道 羅布斯
C107.SHP.TEN 給我羊 宣道出版社 滕近輝
C107.SMI.HON 笑傲職場 天道書樓 香港專業人才
C107.STR.LEU.1 逆境當自強 宣道 梁家麟
C107.STR.LEU.2 逆境當自強 宣道出版社 梁家麟
C107.STR.VAR 市井聖徒 學生福音團契
C107.TEN.YU 十架十年 于力工 于力工
C107.TRA.SAN.V1 更新裡面的人(上) 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 桑得福夫婦
C107.TRA.SAN.V2 更新裡面的人(下) 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 桑得福夫婦
C107.TRI.SO 在地如在天 全心 蘇穎智
C107.TRI.YEU 癌症之後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7.TTT.BCH 學會講學會學 宣道 錢北斗
C107.TWA.SCC 路 天道書樓 陳終道
C107.VOI.HUI 問問上帝 卓越 許開明
C107.WAI.KON 等候神 慕主先鋒傳播事工出版 江秀琴
C107.WAL.LEU 工作與休閒 基道 梁家麟 鄺炳釗
C107.WAL.YAU 行在愛中 中信 邱清萍
C107.WAY.PTS 耶穌的道路 校園 畢德生
C107.WBC.JIP 基督徒須知 宣道 J I Packer

C107.WEC.LRE 走上又新又活的路 校園書房 L Eims

C107.WEL.DAW 在軟弱中享安好 天道書樓 唐慕華
C107.WHE.YAN 生命總有傷痛時 校園 楊腓力
C107.WIN.LEE 為主贏回第二代 證主 李道宏
C107.WJD.BKS 耶穌會怎麼做？ 道聲出版社 B K Shipman

C107.WMF.YWC 我行我所信 宣道 陳一華
C107.YOU.SIU 在愛與接納中握手 宣道 蕭壽華
C107.YOU.YEU 你欠生命一份神蹟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8   婚姻 / 家庭婚姻 / 家庭婚姻 / 家庭婚姻 / 家庭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8.ACC.CAT 伴您偕老 「示」編輯委員會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C108.AYK.CHO 賞識你的孩子 上游出版 周弘
C108.BBH.SMA 青春期孩子的心：我懂 愛家文化基金 史葛利



as at 8/09/17

C108.BUI.SO.2 溫馨家庭之旅 學生福音團契 蘇穎智
C108.CHI.CLO 孩子也能經歷神 證主 貝蒂.克羅德
C108.DCK.HO.1 發掘孩子潛能，促進家庭溝通 協傳培訓中心 何仲柯 蘇緋雲
C108.DCK.HO.2 發掘孩子潛能，促進家庭溝通 協傳培訓中心 何仲柯 蘇緋雲
C108.DCK.HO.3 發掘孩子潛能，促進家庭溝通 協傳培訓中心 何仲柯 蘇緋雲
C108.DER.HWA 窗外依然有藍天 愛家文化基金 黃維仁
C108.DFC.YEH 無毒孩兒：為子女打造無毒空間 宣道 葉陳幔利
C108.EYD.LEU 鼓勵你的女兒 道聲 梁永善
C108.FAM.PRA.1 為家庭守望 以勒基金
C108.FAM.YEU.V2 家庭學狂想(2) 突破 楊牧谷
C108.FAT.CHO 從未遇上的父親 突破 蔡元雲
C108.FCD.GO 家庭危機應變手冊 天地圖書 高劉寶慈
C108.FCL.LEE 生活係列: 生活 海外校園 李秀全 林靜芝
C108.FIV.GAR 愛的五種語言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蓋瑞查普曼
C108.FMC.WOR 盼望為本的婚姻輔導 基督教文藝 沃思頓
C108.HOM.YEU 家庭學狂狂想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8.HTT.CHE 望夫成龍36 計 突破 陳淑娟
C108.JUS.HUG 性愛友誼 校園 喬絲.何桂特 
C108.KCH.SMA 打開孩子心門之錀 道聲  G Smalley

C108.KIT.YEU 廚房哲學 更新資源 楊牧谷
C108.LKH.LEE 傾聽孩子內心的風暴 上游出版 李黑妮
C108.LNR.EGG 女人要愛，男人要尊重 天道 埃格里斯
C108.LOV.LI 相愛相親夫妻間 天道 李保羅/李榮鳳
C108.MAR.CHA 婚姻 突破 詹維明
C108.MAR.PAU 婚姻靈旅 基道 保羅.史蒂文
C108.NPM.SAT 家庭如何塑造人 張老師文化 V Satir

C108.NYK.ESU.1 兒女教養 - 問題解答集 協傳培訓中心 蘇緋雲
C108.NYK.ESU.2 兒女教養 - 問題解答集 協傳培訓中心 蘇緋雲
C108.NYK.ESU.3 兒女教養 - 問題解答集 協傳培訓中心 蘇緋雲
C108.ONE.RAI 讓家有真理相隨 財團法人愛家文化 丹尼斯.雷尼
C108.PAR.MOR 為人父母 黃敏 摩根
C108.PAR.PRA.2 要作好父母-祈禱手冊 以勒基金
C108.PHD.STO 如何為你的妻子禱告 以琳 史多美奧瑪森
C108.PMP.WAR 非常選擇非常Match：擇偶10大原則 愛家文化基金  華倫
C108.PRO.MCQ 守住一生的承諾 傳神愛網資訊 麥肯金
C108.PWF.STO 如何為你的丈夫禱告 以琳 史多美奧瑪森
C108.RWL.CHI.1 愛的融會 - 兩代情 宣道 竹君
C108.RWL.CHI.2 愛的融會 - 兩代情 宣道 竹君
C108.SDD.KOO 人妻七件事 道聲 顧美芬
C108.SEC.ESU 教子成功的秘訣 福音證主 蘇緋雲
C108.SOA.DOB 杜博士家庭診療室(4): 揭開婚紗的迷霧 愛家文化基金 杜布森
C108.SWL.CHI.2 愛的雕琢 - 如何作成功的父母 宣道 竹君
C108.THE.MAC 至愛吾家 基道 麥哥登
C108.TSB.NLC 越早越好 宣道 周李玉珍
C108.WLT.WON 護妻傾情 48 式 突破 黃鴻麟
C109   輔導 / 心理輔導 / 心理輔導 / 心理輔導 / 心理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09.CAR.AUG 愛的溝通-耹聽與表達的藝術 證道 大衛 奧斯堡格
C109.CON.PAN 給你，輔導-團契輔導指南 校園 彭懷水
C109.COU.SO 家長輔導孩子的技巧 全心出版社 蘇劉君玉
C109.DEV.TSA.1 男人本色 基道 曾立煌
C109.DEV.TSA.2 男人本色 基道出版社 曾立煌
C109.EMB.ART.1 好男人性戰實錄 天道書樓 阿特伯恩
C109.EMB.ART.2 好男人性戰實錄 天道書樓 阿特伯恩
C109.EMG.ART 好男人奮鬥實錄 天道書樓 阿特伯恩
C109.EMO.WNG 情緒傷害的醫治 突破 黃麗彰
C109.F2B.NG 2樓B座 福音證主 吳庭樑
C109.GTB.JIN 好戲在後頭 家庭基建 詹維明
C109.HDE.SEA 傷癒 學園傳道會 大衛席蒙得
C109.HWT.HWA 助人歷程與技巧 張老師文化 黃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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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9.IDP.ESH 理想的父母 加青年領袖中心 何詩韻
C109.ISA.CHA 我看到大山小山在跳舞 校園 張文亮
C109.KLW.YWC 警牧看世情 香港警察隊 陳一華
C109.LOV.LUI 適識愛情心理學 一沙通誡有限公司 呂宇俊
C109.LTH.KOT 生命更新的醫治 基道出版社 葛琳卡
C109.MEN.CON 男性中年危機 旅途 吉姆.康威
C109.MUT.CHE.1 唇齒相依 天道 張永信
C109.MUT.CHE.2 唇齒相依 天道 張永信
C109.MYW.CHO 塑造21世紀年輕人 突破 蔡元雲
C109.ON.MAN 溝通與說話-人際關係外篇 突破 文蘭芳
C109.OVR.DWI 怒有出路 學生福音團契 德懷特卡爾森
C109.PDB.ETH 塑造未來好女人 天道 埃思里奇
C109.POS.SCO 精彩下半場 雅歌 史為樂
C109.PPW.LAD 魅力女人百分百 雅歌 凱蘿賴德
C109.PSB.ART 塑造未來好男人 天道 阿特伯恩 史特加
C109.SFT.WON 傷痛不代傳 學生福音團契 黃羅燕明譯
C109.SIC.CHA 探病Do's and Don'ts與冒牌行醫 全心 陳滿堂
C109.SLH.MCD 原來單身也是福 海天書樓 麥思潔
C109.STR.HNT 建立美好的關係 心靈希望 瓊亨特
C109.TMF.EIS 面對試探男人篇 文藝 魏侍民
C109.TWF.ASH 面對試探女人篇 文藝 艾樂芙
C109.VIC.HNT 走出心靈的陰霾 心靈希望 瓊亨特
C109.WAY.FOK.1 情難捨: 從相依之道到相分之道 突破 霍玉蓮
C109.WAY.FOK.2 情難捨: 從相依之道到相分之道 突破 霍玉蓮
C109.WCC.SAN 慾焰難消 橄欖基金會 桑得福夫婦
C109.WHE.CHA 當要離別的時候 全心出版社 陳維樑
C109.WYI.SAL.1 克勝內心的掙扎 宣道出版社 薩拉
C109.WYI.SAL.2 克勝內心的掙扎 宣道出版社 薩拉
C109.YOU.LEU 你可以不飲牛奶 全心出版社 梁淑芳
C110   散文 / 小說散文 / 小說散文 / 小說散文 / 小說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10.ACD.NGA 抗癌養生事典 華文網 顏芹
C110.BML.LEE 盡我一生心 中僑互助會 德慈
C110.CCD.SHI 癌細胞不要來 華文網 西滿正
C110.CRY.YUT 吶喊文粹 學生福音團契 余達心/蔡元雲
C110.DIV.LEE 天醫無縫 校園 李順長
C110.EMW.LIU 東西相遇 Hermann Schmidt 劉揚
C110.FDF.LAW 心想是情 家庭發展基金 羅乃萱
C110.GLO.TSA 榮耀歸於真神 蔡唐美千
C110.GRE.LAM 人間有情 美國中信 林修榮
C110.LIL.YAU 活在愛中 中信書室 邱清萍
C110.LOV.CHU 新愛的教育 突破 阿濃
C110.MED.MED 天作之盒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110.NAT.SHA 萬國之父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岑偉農
C110.PDS.VIG 我還活著潛水鐘之愛 水晶圖書 史蒂芬妮維圖
C110.PLP.LEE 盡在貧中富有 文化更新 李乃光
C110.ROA.CHG 心路 張瑪莉 張瑪莉
C110.SEE.LEU.1 窺探我心 宇宙光 梁燕城
C110.SHA.WIL 小屋 威廉保羅楊 寂寞
C110.SOL.CHN 戲語人生 宣道出版社 陳孟賢
C110.SPP.LEE 浪淘沙 文化更新 李乃光
C110.TCP.CHE 防癌之路 中僑互助會 鄭崇慈/章志實
C110.TPP.JOB 天路歷程 (漫畫版) 大光書房 John Bunyan

C110.YEE.YEE 琦君說童年 三民書局 琦君
C111   查經班 / 團契小組查經班 / 團契小組查經班 / 團契小組查經班 / 團契小組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11.101.WAR.1 加入教會 直奔標竿101課程 雅歌 Rick Warren

C111.101.WAR.2 加入教會 直奔標竿101課程 雅歌 Rick Warren

C111.201.WAR 邁向成熟 雅歌 Rick 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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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301.WAR 發現事工 雅歌 Rick Warren

C111.B52.LHW 基要52課查經 真理之聲 李漢文
C111.BGG.GRU 營商為的是榮耀神 公義樹出版社 格魯登
C111.BIB.KHO 自我與人生 突破 邱提鴒/何李潔玲
C111.BOD. 肢體生活 校園
C111.BSS.FUN 女性獨特美 宗教教育中心 馮綺媚
C111.COU.LEE 生命造就系列: 勇者不懼 校園 李順長
C111.DES.NAV.V1 門徒(1)在基督裏 角聲 導航會
C111.DES.NAV.V3 門徒(3)與神同行 角聲 導航會
C111.DES.NAV.V4 門徒(4)信徒品德 角聲 導航會
C111.DES.NAV.V5 門徒(5)信心磐石 角聲 導航會
C111.DES.NAV.V6 門徒(6)成長之旅 角聲 導航會
C111.DES.NAV.V7 門徒(7)仰望基督 角聲 導航會
C111.DUE.LAM 團契二重奏 證主 林漢星
C111.ELE.CHA 實用釋經法 學生福音團契 張修齊
C111.END.LEE 生命造就系列: 天路陷阱 校園 李順長
C111.ENT.KUN 他們遇見了主 校園
C111.GAS.FES 遊戲攻略 學生福音團契 FES Press

C111.GRA.LEE 生命造就系列: 再造之恩 校園 李順長
C111.HAN. 面對試探 校園
C111.HAP.LEE 生命造就系列: 管家之樂 校園 李順長
C111.HDC.FUN 整裝迎壓力 宗教教育中心 馮綺媚
C111.HFS.KWO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失敗羞愧罪咎 天道書樓 鄺炳釗
C111.HFU.LRU 茁苗初信栽培手冊 天道書樓 L Ruthenpaul

C111.HHO.KWO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傷害和迫害 天道書樓 鄺炳釗
C111.HLH.KWO 從聖經看：如何活得更快樂 天道書樓 鄺炳釗
C111.HOR.LEE 生命造就系列: 子午線上 校園 李順長
C111.HUI.KWO 從聖經看：如何認識和提升自己 天道書樓 鄺炳釗
C111.HWF.KWO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憂慮和恐懼 天道書樓 鄺炳釗
C111.INT.LEE 生命造就系列: 人際關係 校園 李順長
C111.JFW.SO.V2 敬拜樂天倫(下) 學生福音團契 蘇穎睿
C111.JOF.SO 信心之旅：亞伯拉罕生平研讀 學生福音團契 蘇穎睿夫婦
C111.KIN.LEE 生命造就系列: 仁者無敵 校園 李順長
C111.LEA.LEE 生命造就系列: 領袖畫像 校園 李順長
C111.LEC.JUH 21世紀基督徒裝備100課 華福 黃鄧敏
C111.LTP.TEH 從聖經學祈禱親近神 種籽出版社 鄭彼得
C111.MAR.LEE 生命造就系列: 鶼鰈情深 校園 李順長
C111.MEA.COM 做耶穌基督門徒的意義 校園
C111.MGM.FUN 良緣從天賜 宗教教育中心 馮綺媚
C111.MOM.SO 人啊！人：創世記研讀 學生福音團契 蘇穎睿夫婦
C111.NCR.SO 教材系列：新造的人 台福傳播 蘇文隆
C111.NJS.FUN.1 攜手盡天職 宗教教育中心 馮綺媚
C111.NJS.FUN.2 攜手盡天職 宗教教育中心 馮綺媚
C111.OJP.CHE 耶穌125比喻綜覽 中國信徒佈道會 陳錦文
C111.OMS.SO 教材系列：更上一層樓 台福傳播 蘇文隆
C111.OPP.LEE 生命造就系列: 兩全其美 校園 李順長
C111.P101.WON 遊戲無限：101個創意遊戲 學生福音團契 王詠詩 郭燕玲
C111.P60.WON.V1 遊戲無限：60個互動互樂遊戲 學生福音團契 王詠詩 郭燕玲
C111.P60.WON.V2 遊戲無限：60個互動互樂遊戲 學生福音團契 王詠詩 郭燕玲
C111.P78.WON 遊戲無限：78個親子創意遊戲 學生福音團契 王詠詩 郭燕玲
C111.PAT.KUN 與神同行的人 校園 管瑪蓮
C111.PCM.GET 成熟的側影 證道 蓋時珍
C111.PRA. 學習順服 校園
C111.RVS.SO.1 價值觀重整之旅 學生福音團契 蘇穎睿
C111.RVS.SO.2 價值觀重整之旅 學生福音團契 蘇穎睿
C111.RVS.SO.3 價值觀重整之旅 全心 蘇穎睿
C111.SIM.PAO 來服事人(馬可福音) 播道會 鮑許冰清
C111.SOM.STO 登山寶訓 校園 斯托得
C111.SPI.LEE 生命造就系列: 心靈世界 校園 李順長
C111.TEM.SO 教材系列：有效率的服事 台福傳播 蘇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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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TMW.MA 世界之最 中信 馬有藻
C111.TOM.SO 教材系列：邁向成熟 台福傳播 蘇文隆
C111.WIB.SO 教材系列：我為何要信 台福傳播 蘇文隆
C111.WIS.LEE 生命造就系列: 智者不惑 校園 李順長
C112   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112.CIM.FUN 長江杏林： 來華八醫師 海外基督使團 馮浩鎏
C112.CTP.LIM 攀上高峰 中國信徒佈道會 林安國
C112.EWI.SWA 走進伊斯蘭世界 美國書念人書房 K Swartley

C112.LHM.KAP Lighthouse Harbour Ministries Lighthouse T & M Kappers

C112.MIS.YUL 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 橄欖出版社 于力工
C112.MPI.HUN 差傳先鋒 香港差傳事工 熊黃惠玲
C112.MTP.OKL 策者成 - 差傳策略實踐 華福 林安國
C112.OPE.GCC 普世宣教手冊 大使命中心 大使命中心
C112.OPO.CHE 老英之歌：Story of Martin & Angela 校園書房 程亦君
C112.PTM.HKC 踏上宣教之路 - 呼召與裝備 香港差傳 香港差傳
C112.PWC.WWS 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 大使命中心 王永信
C112.REM.WNG 回首百年殉道血 海外基督使團 黃錫培
C112.SJB.KCL 再上小村路: 重臨金三角 宣道 林鏡初
C112.SRM.LIM 邁步差傳：短宣體驗隊靈修小品 香港差傳事工 林順利
C112.SRM.WAN 神國俠侶：西域宣教傳奇 校園書房 王瑞珍
C112.TDD.HAM 祂是！韓婆婆傳 校園書房 韓寶璉
CB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B001 聖經耹聽版(粵語/國語) - sample 漢語聖經協會 漢語聖經協會
CB002 新約全書: 太25-28，可1-16 (CD 3,4) 種籽 種籽
CB003 新約全書: 路1-20 (CD 5,6) 種籽 種籽
CB004 新約全書: 路21-24，約1-17 (CD 7,8) 種籽 種籽
CB005 新約全書: 約18-21，徒1-17 (CD 9,10) 種籽 種籽
CB006 新約全書: 徒18-28，羅1-16 (CD11,12) 種籽 種籽
CB007 新約全書: 林前，林後，加1-5 (CD 13,14) 種籽 種籽
CB008 新約全書: 加 - 門 (CD 15,16) 種籽 種籽
CB009 新約全書: 來 - 彼前後 (CD 17,18) 種籽 種籽
CB010 新約全書: 約123- 啓 (CD 19,20) 種籽 種籽
CB011 舊約脈絡 (3 CD) 恩福 李思敬
CB012 未日驚情 (4CD) 恩福 張永信
CB013 利未記研讀 (4CD) 恩福 梁康民
CB014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以弗所書 (3CD) 遠東廣播 林真兒
CB015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以弗所書 (3CD) 遠東廣播 林真兒
CB016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以弗所書 (3CD) 遠東廣播 林真兒
CB017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啟示錄研讀 (13 CD) 遠東廣播 張永信
CB018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啟示錄研讀 (13CD) 遠東廣播 張永信
CB019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啟示錄研讀 (4CD) 遠東廣播 張永信
CB020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啟示錄研讀 (4CD) 遠東廣播 張永信
CB021 約翰福音研經講座 (6CD) 遠東廣播 孫寶玲
CB022 約翰福音(7CD) 遠東廣播 馮津
CB023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希伯來書 (2CD) 遠東廣播 馮津
CB024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希伯來書 (2CD) 遠東廣播 馮津
CB025 聖經講座 : 啟示錄裡啟示多 (3CD) 環球聖經公會 吳榮滁
CB026 聖經講座 : 路加筆下的耶穌 (mp3) 明道社 Dr. D L Bock

CB027 聖經講座 : 如何查考聖經 (3CD) 環球聖經公會 鮑維鈞
CB028 以斯拉記(5 CD) 遠東廣播 馮津
CB029 聖經粵語聆聽版：創世記至撒母耳下 (1-23CD) 漢語聖經協會
CB030 聖經粵語聆聽版：列王記上至雅歌 (24-46CD) 漢語聖經協會
CB031 聖經粵語聆聽版：以賽亞書至瑪拉基書 (47-64CD) 漢語聖經協會
CB032 聖經粵語聆聽版：馬太福音至啟示錄 (1-24CD) 漢語聖經協會
CB033 尼希米記(5 CD) 遠東廣播 馮津
CB034 雅歌的屬靈經歷 (2 盒共4 CD) 基督教卓越使團 溫偉耀
CB035 自學研經法：歸納式研經 環球聖經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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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036 死海古卷與聖經(2CD) 曹傑明博士 曹傑明博士
CB037 研讀馬太福音(2CD) 嚴國樑牧師 嚴國樑牧師
CB038 詩篇信息(2CD) 嚴國樑牧師 嚴國樑牧師
CB039 聖經的主要概念 國際網絡 Tou & Lanox

CD   紀錄片紀錄片紀錄片紀錄片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D001 讓全世界都知道(一集上)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2 讓全世界都知道(一集下)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3 讓全世界都知道(二集上)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4 讓全世界都知道(二集下)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5 讓全世界都知道(三集上)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6 讓全世界都知道(三集中)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7 讓全世界都知道(三集下)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8 讓全世界都知道(四集上)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09 讓全世界都知道(四集中)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10 讓全世界都知道(四集下)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D011 千古奇謎特輯 - 永生之謎 恩雨之聲 梁燕城
CD012 千古奇謎特輯 - 聖書及聖誕之謎 恩雨之聲 梁燕城
CD013 千古奇謎特輯 - 中國篇 恩雨之聲 梁燕城 譚品立
CD014 千古奇謎特輯 - 神子之謎 恩雨之聲 梁燕城
CD015 千古奇謎特輯 - 十架之謎 恩雨之聲 梁燕城
CD016 千古奇謎特輯 - 復國之謎 恩雨之聲 梁燕城
CD017 耶穌 The story of Jesus (for children) Jesus Film Project Jesus Film Project

CD018 逾越節晚宴 2006 NSPGMBC 蔡春曦
CD019 地球深度行II: 破解達文西密碼之旅 影音使團 吳宗文.梁永善
CD020 奧運英雄在中國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D021 奧運英雄在中國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D022 波斯灣的呼聲 GCCI GCCI

CD023 還等甚麼 香港差傳事工 恩臨
CE   佈道佈道佈道佈道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E001 穌哥笑裏的祈禱 影音使團 林以諾
CE002 穌哥救地球 (2 CD) 影音使團 林以諾
CE003 穌哥 Show (2 CD) 影音使團 林以諾
CE004 音樂佈道會2007：你愛知吾愛知 (2CD) 飛躍網絡國際 林以諾
CE005 神與佛: 基督教與佛教比較 香港短宣中心 滕張佳音
CE006 傳統民間信仰與基督教比較: 棄假歸真 香港短宣中心 滕張佳音
CE007 護教辨靈系列：破迷 香港短宣中心 滕張佳音
CE008 知己知彼系列：與佛教徒談道 香港短宣中心 滕張佳音
CE009 知己知彼系列：追蹤現代瑜伽 香港短宣中心 滕張佳音
CE010 大溫MB聯合佈道大會: 祂來了 (國語) 遠志明
CE011 大溫MB聯合佈道大會: 祂近了 (國語) 遠志明
CE012 大溫MB聯合佈道大會: 祂成了 (國語) 遠志明
CE013 神學系列: 儒道佛思想與基督教信仰 遠東廣播 陳耀南
CE014 神學系列: 儒道佛思想與基督教信仰 遠東廣播 陳耀南
CE015 神學系列: 儒道佛思想與基督教信仰 遠東廣播 陳耀南
CE016 儒道佛思想與基督教的比較 I 及 II 遠東廣播 陳耀南
CE017 信仰科學人生 (15CD) 神州傳播 馮秉誠
CE018 信仰科學人生 (15CD) 神州傳播 馮秉誠
CE019 天道五教 (一貫道) 的真相 (2CD+講義) 香港短宣中心 馬國楝 劉志良
CE020 神學系列: 無神論可信嗎? 遠東廣播 李錦倫 呂漢良
CE021 神學系列: 無神論可信嗎? 遠東廣播 李錦倫 呂漢良
CE022 非常專業: 無神論、創造論 I﹐無神論的謬誤 II 遠東廣播 李錦倫 呂漢良
CE023 聖經密碼 美亞 美亞
CE024 星光背後人生曲 中信 中信
CF   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福音電影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F001 受難曲(2CD) 霍士 霍士
CF002 耶穌受難記 (1DVD) 華納 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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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03 耶穌受難記 (1DVD) 華納 華納
CF004 耶穌傳 香港學園傳道會 香港學園傳道會
CF005 耶穌傳 救世傳播協會 救世傳播協會
CF006 十誡 Paramount Paramount

CF007 加利利耶穌所到之處 Daily Bread Daily Bread

CF008 Courageous 勇氣
CF009 Fireproof 消防員
CF010 Heaven is for Real 天堂真的存在
CF011 War Room 爭戰室
CF012 隱形鬥室 新天地娛樂 影音使團
CF013 十年 蔡廉明
CF014 The Story of Jesus Inspiration Film

CG   個人成長個人成長個人成長個人成長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G001 EQ 師傅係列: 第2輯 - 成功形象 余德淳 余德淳
CG002 EQ 師傅係列: 第3輯 - 掌握重點 余德淳 余德淳
CG003 EQ 師傅係列: 第10輯 - 開發直覺智能 余德淳 余德淳
CG004 EQ 師傅係列: 第11輯 - 開發理性智能 余德淳 余德淳
CG005 不一樣的醫治：1 換心？開心？ 宣道 葉陳淑淑
CG006 不一樣的醫治：2 此心不同彼心 宣道 葉陳淑淑
CG007 不一樣的醫治：3 不一樣的醫治 宣道 葉陳淑淑
CG008 男性成長秘笈: 男人是這樣長大的 (2 CD) 真証傳播 詹維明
CG009 男性成長秘笈: 男人是這樣長大的 (2 CD) 真証傳播 詹維明
CG010 明天還有新功課 (1 CD) 真証傳播 詹維明
CG011 生命之旅 (2 CD) 全心 詹維明
CG012 更上一層樓 (2 CD) 全心 詹維明
CG013 成長係列: 網上擇偶後悔終身 (1 CD)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G014 成長係列: 婚外情擺脫不了情慾的困擾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G015 現代男女婚姻講座: 分、婚中需要你 飛躍網絡 屈偉豪
CG016 生活信仰系列：男性萬漫談 恩雨 葉萬壽
CG017 建立成功的親子關係 基督教週報 陳嘉璐
CG018 神學課程系列：婚姻輔導 (4 CD) 遠東廣播 林真兒
CG019 神學課程系列：婚姻輔導 (4 CD) 遠東廣播 林真兒
CG020 關顧離婚人士講座: 1 面對離婚與治療 遠東廣播 盧春生
CG021 關顧離婚人士講座: 2 關顧者的裝備與帶組須知 遠東廣播 盧春生
CG022 關顧離婚人士講座: 3 如何辦好離婚關顧小組 遠東廣播 盧春生
CG023 家庭系列 I (3): 心靈雋語  - 婚姻關係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G024 家庭系列IV (1)：心靈雋語 - 三分鐘天晴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G025 同性婚姻為何不可：活在如此的角度裡 使者協會 使者協會
CG026 他們真的可以無懼風雨 (2 CD) 循道衛理 蔡元雲
CG027 非常專業：不要說不可能 遠東廣播 徐偉賢
CG028 非常專業：我思、我信 遠東廣播 鄧啟耀
CG029 金蘋果雙聲: 生活箴言 啟迪人生 號角 小金子 黃麗明
CG030 我在工作間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H   培靈培靈培靈培靈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H001 大溫培靈會2005第33屆: 直奔更高的標竿(第1晚) 遠東廣播 麥希真
CH002 大溫培靈會2005第33屆: 直奔更高的標竿(第2晚) 遠東廣播 麥希真
CH003 大溫培靈會2005第33屆: 直奔更高的標竿(第4晚) 遠東廣播 麥希真
CH004 大溫培靈會2007第35屆: 當遇到困難時 遠東廣播 郭文池
CH005 大溫培靈會2009第37屆: 黑暗中的曙光 (3 CD) 遠東廣播 梁家麟
CH006 大溫培靈會2010第38屆: 重燃生命的激情 (3 CD) 遠東廣播 余達心
CH007 大溫培靈會2010第38屆: 重燃生命的激情 (3 CD) 遠東廣播 余達心
CH008 大溫培靈會2011第39屆: 神啊!有誰能像你 (6 CD) 遠東廣播 莊祖鯤
CH009 大溫培靈會2013第41屆: 與神同行 (4 CD) 遠東廣播 鮑維鈞
CH010 大溫培靈會2013第41屆: 與神同行 (4 CD) 遠東廣播 鮑維鈞
CH011 幸福人生 ( 連訓練程序講義) 麥希真 麥希真
CH012 幸福人生 ( 連訓練程序講義) 麥希真 麥希真
CH013 幸福人生 ( 連訓練程序講義) 麥希真 麥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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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14 加華冬令會46屆2006: 神時某時-認識自己挑戰世代(6CD) 遠東廣播 簫壽華
CH015 加華冬令會50屆2010: 從永遠到永遠你是神 (8CD) 遠東廣播 蘇穎智 溫偉耀
CH016 加華冬令會51屆2011: (7CD) 遠東廣播 曾思瀚
CH017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75屆2003: 憑信剛強 真証傳播 簫壽華
CH018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77屆2005: 基督與教會 (9CD) 真証傳播 鮑維鈞
CH019 港九培靈研經會77屆2005: 奮興會 真証傳播 盧家駇
CH020 港九培靈研經會81屆2009: 榮耀之旅 (8 CD) 真証傳播 楊詠嫦
CH021 港九培靈研經會25年講章: 1927-1975 港九培靈研經 港九培靈研經
CH022 釋經講道係列: 再闖屬靈高峰 在信望愛上長進(3CD+講義) 宣道出版社 陳孟賢
CH023 釋經講道係列: 屬靈的談情說愛 (3CD+講義) 天道書樓 陳孟賢
CH024 大埔培靈會19 屆: 透視人生(傳道書 3盒共6CD) 大埔教牧同工會 溫偉耀
CH025 培靈系列: 我當怎樣迎見我的神 (3CD) 遠東廣播 郭文池
CH026 真理生命系列: 敬拜的生命 (4CD) 遠東廣播 鮑維鈞
CH027 戀愛人生百科全書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H028 血染聖袍紅百科全書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H029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三一生活.生命.事奉 (8CD) 遠東廣播 于力工
CH030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三一生活.生命.事奉 (3CD) 遠東廣播 于力工
CH031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三一生活.生命.事奉 (3CD) 遠東廣播 于力工
CH032 港九培靈研經會85屆: 敬畏上帝五味架 真証傳播 區伯平牧師
CH033 港九培靈研經會85屆: 教會歷史第一課 真証傳播 李思敬博士
CH034 港九培靈研經會86屆: 不能震動 真証傳播 陳恩明牧師
CH035 港九培靈研經會87屆: 一主一愛一忠 真証傳播 Rev. C Wright

CM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M001 醫學系列: 冠心病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2 醫學系列: 哮喘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3 醫學系列: 高膽固醇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4 醫學系列: 乙型肝炎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5 醫學系列: 乙型肝炎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6 醫學系列: 甲狀腺疾病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7 醫學系列: 睡眠窒息症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8 醫學系列: 骨質疏鬆症 關玉蓮 關玉蓮
CM009 醫學系列: 糖尿病(I) 關玉蓮 關玉蓮
CM010 醫學系列: 糖尿病(II) 關玉蓮 關玉蓮
CN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N001 愛是不保留 - 詩民歌集 Albert Au Boris Cheng

CN002 愛是不保留 - 詩民歌集 Albert Au Boris Cheng

CN003 再活一次: 黑暗中的一道曙光 原始製作 原始製作
CN004 喜樂滿我心 喜樂聖樂團 喜樂聖樂團
CN005 詩中之詩 王者文化 頌恩旋律
CN006 在恩典中敬拜 王者文化 頌恩旋律
CN007 沿風草 (2 CD) 全心 吳秉堅
CN008 回家路上 Eternity Girls 恩雨之聲 Eternity Girls

CN009 讚美之泉 14  - 不要放棄.滿有能力 讚美之泉 讚美之泉
CN010 讚美之泉 5 - 全新的你 讚美之泉 讚美之泉
CN011 讚美之泉10 週年台北實況 讚美之泉 讚美之泉
CN012 讚美專輯13 - 沙漠中的讚美 讚美之泉 讚美之泉
CN013 讚美專輯12 - 最珍貴的角落 讚美之泉 讚美之泉
CN014 讚美專輯12 - 永遠尊貴 讚美之泉 讚美之泉
CN015 這是愛(國語)兒歌 何崇志 何崇志
CN016 聖經頌 (七言律詠詩聖經) 蔣治平 蔣治平
CN017 天父世界 道聲出版社 祁少麟
CN018 神在心上 福音傳播 紅虹
CN019 我相信 原始製作 小浦子
CN020 宣教的中國 - 精選集 劉客輝 劉客輝
CN021 蒙神使女: 你的愛溫暖我 蒙恩使女 陶匠
CN022 傳神的歌 傳神 傳神
CN023 傳神的歌(2) 傳神 傳神



as at 8/09/17

CN024 大自然音樂系列 - 心在原野 Albert Au Albert Au

CN025 獻給愛心的你 - 彩虹下的約定 銀星製作 Albert Au

CN026 祂既看顧麻雀 號角 號聲小組
CN027 以馬內利堂10週年音樂會 Emmanuel Church Emmanuel Church

CN028 三一禱告 國度音樂 國度音樂
CN029 「浪子回頭」歌曲集之曙光 影音 影音
CN030 恩韻詩歌創作(2): 幸福人生 Grace Melody 吳恩斌
CO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O001 60首唐詩易讀 熊熊兒童音樂 熊熊兒童音樂
CP   主日學/退修會主日學/退修會主日學/退修會主日學/退修會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P001 你所信的你明白麽(講義+5VCD) NSPGMBC 劉傑文
CP002 泡沫中的彩虹- 傳道書(講義+4VCD) NSPGMBC 陳偉成
CP003 新約概論(講義+7VCD) NSPGMBC Spencer/Ron

CP004 12小先知書(講義+6VCD) NSPGMBC 鄭大光
CP005 殊途同歸(講義+5VCD) NSPGMBC 劉傑文/莫鉅章
CP006 2007 春令退修會 (2CD) NSPGMBC 麥漢勳
CP007 2008 退修日營(3CD+講義) NSPGMBC 梁永善
CP008 2009 夏令退修會 NSPGMBC 陳耀鵬
CP009 2009 夏令退修會 NSPGMBC 陳耀鵬
CP010 2011成長日營 : 門徒的精彩人生 (4CD) NSPGMBC 鄧啟耀
CP011 約書亞記(主日學) NSPGMBC 羅明康
CS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S001 基要真道(共五輯 - 25CDs) 馮津 馮津
CS002 基要真道(共五輯 - 25CDs) - 國語 馮津 馮津
CS003 凝視聖羔 2008 - 跑盡天路(1) SVPGMBC 李思敬
CS004 凝視聖羔 2008 - 跑盡天路(2) SVPGMBC 李思敬
CS005 真愛人生(5CD) 賴若瀚 賴若瀚
CS006 2003年主日崇拜：神賜聖靈 NSPGMBC 簫壽華
CS007 傳統的突破 (3CD) 鮑維均 鮑維均
CS008 從新約聖經看教會的本質組織功能 (6CD) 鮑維均 鮑維均
CT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T001 基督2000 1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2 基督2000 2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3 基督2000 3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4 基督2000 4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5 基督2000 5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6 基督2000 6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7 基督2000 7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8 基督2000 8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09 基督2000 9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0 基督2000 10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1 基督2000 11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2 基督2000 12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3 基督2000 13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4 基督2000 14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5 基督2000 15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6 基督2000 16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7 基督2000 17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8 基督2000 18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19 基督2000 20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0 基督2000 21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1 基督2000 22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2 基督2000 23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3 基督2000 24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4 基督2000 25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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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025 基督2000 26集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6 生命因愛動聽 (真人版)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7 生命因愛動聽 (電影版 2CD)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8 福音見証系列第二輯: 燃點永生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29 極度智能 (真人版)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30 演藝人見証: 八福臨門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31 星光伴彩虹之愛的禮盒3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T032 非典型 - 你的平安還在嗎
CT033 非典型見證分享會 謝耀揚 謝耀揚
CT034 非典型生命見証: SARS戰士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T035 非典型生命見証: SARS戰士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T036 從絕境到蒙福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T037 聖誕快樂: 天堂的畫冊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T038 聖誕快樂: 生命真好杏林子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CT039 見証佈道系列: 我為什麽信耶穌(12CD) 遠志明 遠志明
CT040 星光伴彩虹之愛的禮盒 黃毓民 黃毓民
CT041 星光伴彩虹之愛的禮盒 黃毓民 黃毓民
CT042 星光伴彩虹之愛的禮盒2 黃毓民 黃毓民
CT043 星光伴彩虹之愛的禮盒2 黃毓民 黃毓民
CT044 星光伴彩虹之愛的禮盒2 黃毓民 黃毓民
CT045 除你以外，變幻永恆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46 告別黑暗 (戒賭及戒毒)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47 教會幕後人2012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48 冰封下的暖流 (許道宏)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49 思雨同路人: 張清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0 活得更精彩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1 見證集: 李錦洪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2 精華版: 地茂廚神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3 精華版: 地茂廚神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4 精華版: 地茂廚神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5 香港傑青系列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6 天使的禮物: 呂宇俊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7 從零到許多: 呂宇俊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8 歧路北斗星: 劉宏章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59 有福的確據: 林思齊 & 從邊青到傑青:莊如明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60 從心而出 (高柏康心臟專科醫生) 恩雨之聲 恩雨之聲
CT061 至死忠心: 林獻羔牧師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T062 喪夫之痛: 神愛伴我行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T063 戲如人生: 文千歲 梁少芯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T064 禱告.愛. 管教(陳敏兒 廖啟智 2CD)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T065 我和世界不一樣 (Nick Vujicic) 以琳發展 Nick Vujicic

CT066 中信銀禧之夜: 影視藝人巡迴演 加拿大中信 加拿大中信
CT067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 基恩敬拜 基恩敬拜
CT068 生命影響生命 基恩敬拜 基恩敬拜
CT069 藝人之家生命傳真 福音傳播中心 福音傳播中心
CT070 生命見證：從監獄到講臺 突破 李賓來
CT071 生命的蛻變 : 港姐王君馨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T072 從拯救生命到拯救靈魂 : 黃磊醫生 遠東廣播 遠東廣播
CW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W001 虛擬的背段:網上世界的誘惑 基督教卓越使團 基督教卓越使團
CW002 還需要這樣的神蹟嗎? 基督教卓越使團 基督教卓越使團
CW003 亞當是不是原始人? 基督教卓越使團 基督教卓越使團
CW004 活潑的聖經教學法 (2CD) 曾思瀚博士 曾思瀚博士
CW005 你所教導的你明白嗎: 成聖需用工夫(2CD) 福音證主協會 鄭彼得
CW006 你所教導的你明白嗎: 膚淺與深度之間(2CD) 福音證主協會 鄧啟耀
CW007 你所教導的你明白嗎: 如何藉專用教材研習聖經真理(2CD) 福音證主協會 彭迪文
CW008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系統神學聖經論壇 (2CD) 遠東廣播 郭文池
CW009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實用解經學 (3CD) 遠東廣播 張西平
CW010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至聖真道 (4CD) 遠東廣播 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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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011 聖約神學課程系列 : 至聖真道 (4CD) 遠東廣播 馮津
CW012 基督徒如何面對金融海嘯 On Track 梁康年 趙錦德
CW013 挪亞日子如何今日也如何 影音使團 吳宣倫
CW014 絕望與真相 影音使團 沈祖堯
CW015 我信耶穌復活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
CW016 走出流淚谷 DRD Recovery 詹維明
CZ   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CD / VCD / DVD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CZ001 慈愛的手（探討係列） 文化更新 梁燕城
CZ002 葛福臨父子專訪 影音使團 香港佈道大會
CZ003 From Sweden to Xinjiang (Uighur people) RUN ministry

CZ004 What about the Uyghurs?

CZ005 The Uighurs RUN mini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