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號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社 出版時間

ZF01 林中路 Holzwege 马丁·海德格 孙周与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

ZF02 走向十字架的真理 - 神圣的相遇 刘小枫 风云时代 1991

ZF03 狂飚后的微声 - 灵恩与事奉 杨牧谷 卓越书楼 1991

ZF04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 黑格尔 贺麟 商务印书馆 1988

ZF05 逍遥与拯救 刘小枫 风云时代 1989

ZF06 我的灯需要油 - 教牧甘苦有人知 蓝登牧师 朱丽文 财团法人爱家文化事业基金会 1999

ZF07 神迹 路益师 钱锟 雅歌出版社 1999

ZF08 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 J B 默茨 朱雁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ZF09 如何处理有关永生的问题 余俊銓 香港三元福音倍进布道 1993

ZF10 人是什么 - 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 潘能伯格 李秋零 田薇 道风山基督教业林 1994

ZF11 亲吻神学 - 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 阿贝拉尔 等 李承言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6

ZF12 詮译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合混性 特雷西 冯川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5

ZF13 基督教与二二八 苏南洲 雅歌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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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14 诗篇月刊：溪旁树 司布真等著 提比哩亚出版社

ZF15 联结与建造 黄孝亮 校园书房出版社

ZF16 每月灵粮系列：罗马书 刘纬茂 台北灵粮堂

ZF17 每月灵粮系列：约翰福音 乔美伦 台北灵粮堂

ZF18 狱中书简 潘霍华 许碧端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88

ZF19 新新生命 1990.10 新新生命杂志社

ZF20 旷野 1998.10 旷野杂志社

ZF21 唐崇荣神学讲座3: 三一神论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1993

ZF22 唐崇荣神学讲座7: 基督论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1994

ZF23 唐崇荣神学讲座9: 圣灵，祷告，复兴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1996

ZF24 唐崇荣神学讲座10: 圣灵的引导 唐崇荣 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1996

ZF25 基督徒怎样建立你的事业 曹新铭 黄敏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9

ZF26 约翰福音注释 上 胡慰荆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87

ZF27 喜从何来？ 康来昌 道声出版社 1989

ZF28 但以理得力的秘诀 华思德 方克仁 美国活泉出版社

ZF29 路标 滕近辉 宜道出版社



ZF30 基督伟大的生命与工作 白得生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

ZF31 亚伯拉罕-万国之父生命之伟大处 生命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2

ZF32 逾越节庆典手册-哈加达 雷建华 牧师 中国神学研究院 1997

ZF33 兄弟相爱撼山河 张文亮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9

ZF34 福音信仰与生活伦理 赛特 博士 中国神学研究院 1993

ZF35 大卫在神面前的属灵历史 江守道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

ZF36 戴德生 史蒂亚 福音证主协会 1994

ZF37 研论加拉太书以弗所书 陆彼得 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1992

ZF38 倾听主声 罗彼得 曾文滨 财团法人基督教 1997

ZF39 上帝放假了吗？ 赖瑞.理查 黄一亭 财团法人基督教 1996

ZF40 真正的弟兄 Frank Holmes 高秉衡
高陈秀美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

ZF41 探索敬拜 苏鲍伯 刘秀惠 财团法人基督教 1998

ZF42 信心的试验 钟马田 杨淑贞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

ZF43 理性的规避 薛华 卓忠信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1

ZF44 约翰书信 麦当奴 朱骥荣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

ZF45 转化生命的友谊 侯士庭 陈恩明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1992



ZF46 俗世中的上帝 莫特曼 曾念粤 雅歌出版社 1999

ZF47 将来必成的事 王永信 牧师 大使命中心

ZF48 系统神学 任以撒 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 1984

ZF49 灵修 神学发展史 侯士庭 赵郑简卿 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1995

ZF50 路益师的心灵世界 戴维扬 彭海莹 雅歌出版社 1989

ZF51 敬拜带领实用手册 汤姆·柯劳特 沈孝芬 财团法人基督教 以琳书房 1998

ZF52 你也能辅助受创者 爱维莱特 洪志生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89

ZF53 认识神 巴刻 林来慰 福音证主协会证道出版社 1988

ZF54 前车可鉴 薛华 宜道出版社 1991

ZF55 对话的开始 张玉欣 道声出版社 1996

ZF56 同志神学 周华山 次文化有限公司 1994

ZF57 生命与建造 李常受 财团法人台湾福音书房 1995

ZF58 属灵领导的艺术 苏文隆 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1995

ZF59 真爱传真情 艾美·哈薇儿 董文媛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6

ZF60 性·爱·友谊 乔丝·荷桂特 章福卿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5

ZF61 禁果 韦约翰 温肇垣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



ZF62 不可理喻的上帝 杜博生 黄玉琴 财团法人基督教中国主日学协会 1998

ZF63 撒旦美丽的一面 麦卓娜 黄莉莉 财团法人基督教橄榄文化事业基
金会 1990

ZF64 争战的赞美 罗伯·盖恩 陈贞吟 财团法人基督教以琳书房 1998

ZF65 敬拜上帝的喜乐 密克斯博士 郑慧姃 人光出版社 1999

ZF66 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 麦葛福 杨长慧 校园书房出版社

ZF67 人性的探索 万尔斯 许志超 陈秉华 宜道出版社 1994

ZF68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刘小枫 卓越书楼 1984

ZF69 被提 灾前，灾中或灾后？ 曾宗国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93

E01 圣经地图手册 曾健士 陈耀棠 高士有限公司 1996

E02 二十六年: 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 曹明道 温州恩际翻译
团契

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
机构 2015

E03 在基督里长进 王国显 美国使者协会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