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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册数 

励志 爱就是彼此珍惜 海特乐/黄维仁 新华出版社 1 

励志 八方园蔬 余国亮 天恩 1 

解经 保罗的祷告 卡森 麦种 1 

励志 保守与坚信 赵天恩 中国福音会 1 

卫道 比较人论 王峙军 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 6 

励志 标竿人生 华理克 使者 1 

宣道 彩虹集  基督教中华传道会 1 

励志 超级礼物 史都正 新华 1 

宣道 传教与教育 王忠欣 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 1 

解经 创世纪 邝炳剑 天道书楼 5 卷 

解经 创世纪注释 纪博逊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上下 2 册

解经 创造与祝福 艾伦·罗斯/孙

以理，郭秀娟 

校园 1 

励志 慈绳爱索 梁敏夫 道声 1 

见证 戴德生 史蒂亚 证主 1 

见证 戴德生  嘉义基督教医院 1 

见证 戴德生 史蒂亚 证主 1 

解经 但以理读书法 余东焕 道声 1 

宣道 当代基督十架 斯托得 校园 1 

解经 丁道尔（Tyndale, 

William） 

 校园 全套 

见证 翻天复地－使徒－保罗 鲍尔基 海天  

励志 反思集 唐主谦 救世传播协会 8 

解经 腓立比书注释 费依 麦种 1 

见证 福音见证（3）  台湾福音 1 

卫道 纲－恢复神在今日教会

中的地位与荣耀 

李拉瑞、朱迪 橄榄 1 

励志 狗鼻子的安慰 葛爱丽 新华 1 

宣道 过犹不及 克劳德 台福 1 

杂志 海外校园  海外校园出版社  

杂志 号角    

励志 荒漠甘泉 考门夫人 逐家 1 

见证 活水南流－福音与越南 张志江 宣道 2 

宣道 基督教与中国 赵天恩 中国福音会 1 

解经 基督荣耀的身体－教会

论 

凯波尔 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 1 

宣道 教会增长的路向 苏文峰 使者 1 

宣道 解构与重建 陈荣毅、王忠

欣 

加拿大恩福协会  4 

卫道 进化论 潘柏滔 更新 1 

卫道 进化论德圣像－课本教

的错在哪里 

威尔斯 校园 1 



卫道 进化论简评 潘柏滔 证主 1 

杂志 举目    

卫道 科学创造论 亨利·莫瑞士 更新 1 

卫道 科学与信仰 微言 使者 4＋5 

励志 来自山谷的回音 达麻毕玛 使者 1 

卫道 老子 vs 圣经 远志明 宇宙光 1 

卫道 老子原文与译文 远志明 宇宙光 2 

见证 李慕圣－走过百年信心

路 

马非比 中华神州差传会 1 

励志 灵修生活 吴主光 种子 1 

见证 路益师的奇幻世界 约翰·邓肯 雅歌 1 

解经 罗马书讲解 史道生 角石出版有限公司 3 

见证 马丁·路德 马莱特 上海译文 1 

解经 马可福音注释 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 

解经 马可福音注释 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 

见证 马礼逊回忆录 马礼逊夫人 广西师范 1 

解经 马太福音注释 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 

解经 马太福音注释 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 

见证 没药山 胡振庆 中国大陆圣徒见证 1 

见证 梦中山河 范学德 使者 2 

解经 默想五经历史书 摩根 更新 1 

励志 男人，你是谁 麦哥登 中国主日学协会 1 

见证 启示与人生－给国华的

信 

李慕华  1＋8 

励志 人生下半场 班福德 江西 1 

解经 认识三一神论 麦葛福 校园 1 

宣道 认识上帝的国 乔治·赖德 校园 1 

见证 认识真理 张郁岚 逐家 3＋4 

卫道 如果没有圣经 甘雅各 橄榄 1 

音像 如愿以偿    

见证 三过幽谷 施芬德 使者 4＋1＋2 

卫道 三自神学评论 赵天恩 中国福音会 1 

宣道 神在人类历史中的策略 霍士达 活泉 1 

音像 神州    

卫道 审判达尔文 詹腓力 中信 1 

音像 生命交响曲    

杂志 圣经报文摘  圣经报复刊委员会 1 

解经 圣经地名词典 白云晓 中编 1 

解经 圣经故事连环画  中国连环画出版社 1+2 

解经 圣经－救赎史剧纵览

（旧约导读） 

史考基 提比里亚 1 

卫道 圣经科学与人生 何天择 中信 1 

解经 圣经人名词典 白云晓 中编 1 

解经 圣经语汇词典 白云晓 中编 1 

解经 圣经中的风云人物 杨东川 大光 1 

解经 圣灵的轨迹－使徒行传

诠释 

马有藻 华训 1 



见证 圣灵所作的 戈登 橄榄 1 

解经 圣神论 林鸿信 礼记 1 

见证 施恩座前－孙凯弟兄 孙凯 中国大陆圣徒见证 1 

解经 十架七言浅释 王守寰 浸信 3 

音像 十五的月亮    

解经 实用圣经地图集 约翰·斯特蓝

奇 

基道 1 

解经 使徒行传 陈宗清 校园 1 

解经 使徒行传 摩根 美国活泉出版社 1 

杂志 使者    

宣道 世界华人姊妹宣教大学

汇报 

 世华福音事工 1 

见证 是谁输了这场官司 詹腓力 校园 1 

解经 提摩太前书 斯托得 校园 1 

解经 体统神学四十七讲  回音团契 1 

宣道 铁鸟宏情－华人宣教史

上零的突破 

招鹤龄 宣道 1 

卫道 铁证待判 麦道卫 学园 1 

卫道 铁证待判 麦道卫 更新 1 

励志 为婚姻立界线 克劳德 台福 1 

见证 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

徒 

范学德 海外校园 1 本 

音像 我为什么信耶稣 远志明 神州传播协会  

杂志 下笔如有神－第四届使

者文字实务营特刊 

 使者 1 

励志 新荒漠甘泉 考门夫人 海天 1 

解经 新译西敏信条 张圣佳 华神 1 

见证 馨香的没药 蓝恩夫人 中国大陆圣徒见证 1 

见证 信仰之旅 林语堂 新华 1 

解经 雅歌书的信息 博爱思 活泉 1 

解经 雅歌中的耶稣 林三纲 基证 1 

宣道 耶稣的蓝图 唐主谦 校园 1 

宣道 耶稣的挑战 唐主谦 校园 3 本＋1 

解经 耶稣－弥赛亚传 杰·杰米尔 中国文联 4 

见证 叶牧师一家在中国 叶马利亚 团结出版社 7＋1 

见证 一个东方脸的孩子 张绍伯利 校园 1 

见证 一个牧师的忏悔 苏文峰 使者 1 

见证 游子吟 里程 使者 3＋1＋2 

励志 与神同在及属灵格言 劳伦斯 中国大陆圣徒见证 1 

解经 约翰福音注释 上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 

解经 约翰福音注释 下册 巴克莱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 

卫道 约翰密码 余国亮 天恩 2 

宣道 在基督里长进 王国显 逐家 1 

励志 展翅上腾 邝健雄 高接触 1 

励志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王国显 灵石 5 

杂志 真理报    

见证 征尘  中国福音会 1 



励志 征服撒旦的祷告 布马克 中国主日学协会 1 

宣道 中国教会的末世观 赵天恩 中国福音会 1 

卫道 中国重生之路－基督民

主主义与中国文化 

王策 中国基督民主同盟 1 

卫道 自伽利略之后 韩梅尔 校园 1 

音像 最快乐的女人    

音像 十字架──耶稣在中国 VCD 神州传播协会 2 

音像 十字架──耶稣在中国 DCD 神州传播协会 1 

音像 信仰·科学·人生 冯秉诚见证布

道系列 VCD 

神州传播协会 ２ 

 

音像 拿撒勒人耶稣 DVD 神州传播协会 １ 

音像 主，我赞美你 小敏 DVD 神州传播协会 １ 

音像 福音 The Gospel  电视专题片 DVD 神州传播协会 １ 

音像 献身信仰－中国学人在

美国 

 神州传播协会 １ 

音像 荣耀神的人生  神州传播协会 １ 

音像 我为什么愿意成为基督

徒 

范学德见证布

道系列  

神州传播协会 １套 

（12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