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61 活得精「彩」 譚彩鳳

A462 恩雨：我碰上了乳癌 李婉芬

A463 6次肝癌原來是祝福？：苦難讓我走進神蹟的人生 馮玉霞

A464 一○八天 劉華

A465 沒有時間怨恨──布克爾‧華盛頓自傳 布克爾‧華盛頓

A466 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 魏外揚

A467 另一種圓滿 游欣妮

A468 咫尺天堂 伊麗莎白‧雪瑞爾

A469 浮生．拾穗──生之喻 黃小石

A470 不再是我:同性戀兒子與心碎母親的歸家之路 袁幼軒, 蒋朗今

C94 出酒的葡萄園：走訪法國酒鄉之路，品味32種香醇祝福 依品凡

C95 跟著上帝去旅行──在英格蘭海岸發現52個祝福 依品凡

C96 上帝也浪漫──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的心靈旅記 依品凡

C97 全心擁抱你：讓人生好得不像話的靈修小品 力克．胡哲

C98 流金歲月：圓滿人生 盧雲、加夫尼

E255 青春的契機──輔導青少年的聖經指導原則（修訂版） 保羅‧大衛‧區普

E369 咦？不是你去刷馬桶嗎：結婚前早該知道的12件事 蓋瑞．巧門

E408 婚姻解密：以上帝的智慧來面對委身的複雜性 提摩太．凱勒、凱西．凱勒

E412 愛你才跟你吵：夫妻相處和睦的40個秘訣 區祥江 

E413 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 何志滌、羅乃萱

E414 美好婚姻的14個祝福：最給力的聖經原則 戴夫．厄里

E415 就是要幸福──婚姻使用說明書 趙顯三

E416 婚姻，你真的懂？ 上官賢恩，蔡元雲等 

E417 完美婚姻55式 黃鴻麟 

E418 化解婚姻中的13種危機 區祥江 

E419 再說一次，我願意：婚姻徹底破碎的夫妻，如何再次相愛與復合 雪莉．史古格斯、杰夫．史古格斯

E420 我們如何愛──學習、成長和改變 米蘭&凱伊．耶柯維奇

E421 與孩子談信仰──一個八歲女童和神學家外祖父交換問答 羅伯‧詹森 & 索爾葦‧高蒂

E422 旋轉木馬上的婚姻滋味 何志滌、何羅乃萱

E423 為何相愛不相知——夫婦一起成長手冊 區祥江 

E424 母親情結：了解母親的影響走進更美的生活 克勞德、湯森德

E425 不好的日子會讓好日子變得更好──單親媽媽走過喪子風暴 劉珊

E426 再痛，媽媽也捱得過 李灝麟

E427 單身路上的祝福：聖經的單身觀（增訂版） 楊詠嫦 

E428 戀愛出事的理由 伍詠光 

E429 情難捨：為誰而販，為何相分？（二版） 霍玉蓮 

E430 寶貝妳的婚姻──妻子的貼心靈修書 裘安娜．布洛斯等合著

E431 家庭敬拜：蒙恩從家庭敬拜開始 傑森．海洛布魯斯

E432 面對家庭暴力 愛德華．韋爾契

E433 處理婚外情 溫斯頓．史密斯

E434 外遇後的重建 瓊斯

E435 離婚後的恢復 溫斯頓．史密斯

E436 離婚──在你「下決定」之前 派羅

E437 姻親關係──如何與配偶的父母相處 偉恩．麥克

E438 母親的職份──給沮喪母親們的盼望 潘妮

E439 用神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傑伊．亞當斯

E440 原生家庭的困擾 提姆連恩

E441 單親父母情 瓊斯

E442 誰來洗碗？ 溫斯頓史密斯

E443 還我父母本色：教養孩子的52個錦囊 羅乃萱



E444 家長地圖王：成功教養指南 薩拉

E445 孩子，我願意聆聽 李賢國編著

E446 看待孩子的新眼光 李賢國

E447 我和孩子的約會 李賢國

E448 別讓焦慮住我家 李賢國

E449 注意力缺乏症 (港譯專注力不足症) 韋爾契

E450 家有易怒兒 安雷

E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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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53 陶塑子女心 瑪姬和泰得‧崔普�

E454 有教無淚：教飛媽媽伴孩子飛翔48式 羅乃萱

E455 不信贏在起跑線 吳思源

E456 給孩子50種幸福生活 吳思源

E457 網絡孩子：父母教養新思維 上官賢恩編

E458 當男孩長成少男 林沙

E459 發現家庭復原力 羅健文

E460 我聰明嗎？── 多元智慧教養手冊 凱西‧庫克

E461 孩子的情緒導師 諾曼‧萊特

E462 我家孩子不一樣：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治療與成長 羅健文

E463 養育的藝術：如何教養你家的操控大師 凱文．李曼

E464 教養兒子必學的功課 雪莉．芙樂

E465 傾聽家暴少年心 蘇珊科里斯 
E466 媽咪，性沒什麼大不了！！ 夏蓉‧赫胥

E467 這段路，我們一起走：與漸老的父母交換心聲 米西．布坎南

E468 換我照顧你──如何珍愛老爸、老媽 泰瑞‧哈格里夫

F126 巨人的祕密４ 姜蜜等著

F127 巨人的祕密５ 游紫玲等合著

F128 巨人的祕密 6 游紫玲

F129 動物明星秀1 張冬淘

F130 小人物，大力量：5個兒童勵志故事(書+光碟) 文/ 姜蜜、游紫玲

F131 冬瓜奶奶有法寶 余治瑩

F132 老虎麵包師 格坦‧杜赫繆

F133 穿過針眼的駱駝──劍橋七傑的故事 張淑瓊

F134 聖經的孩童 凱琳‧馬肯茲

F135 飛上天空的北極熊
莫嘉．德卡迪耶 著；弗羅希安．皮傑 繪

H249 超越界線：重拾信任的關係 約翰‧湯森德

H252 全然美麗──箴言三十一章的女性 伊利莎伯‧喬治

H265 司布真的哀愁：苦於憂鬱症之人的實際盼望 扎克.艾斯懷

H266 灰：一位牧師活在憂鬱症中的心路歷程 林承昌 

H267 告別抑鬱──給患者及親友的幫助 霍華德‧斯通

H268 人際關係的14個祝福──聖經中與人共處的幸福祕訣 戴夫‧厄里

H269 為成長說故事 黃天逸

H270 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 陳校慈

H271 創意處理衝突 唐納德  C.  帕爾默

H272 我要真關係：在人際中解結與成長 區祥江

H273 愛是一種勇氣 羅乃萱

H274 改寫未來的9種生存力 區祥江、周偉豪、區穎珩

H275 親在人生路上：原生家庭三堂課 黃維仁

H276 輔導小百科（增訂版） 區祥江

H277 靈程同路人：屬靈友誼和導引的祝福 貝內爾

H278 心靈關顧──修正基督徒的培育和輔導觀念 貝內爾



H279 心靈CPR──危機處理手冊 楊鴻濤

H280 減壓，從心開始：紓解壓力的15種喜樂途徑 諾曼‧萊特

H281 喜悅，從心出發 林火旺

H282 勇敢做自己 伍詠光

H283 如果膚淺的關係讓你感到厭倦：你該發展深度而成熟的人際關係(舊約關係密碼) 姜俊旻 

H284 如果膚淺的關係讓你感到厭倦：你該發展深度而成熟的人際關係(新約關係密碼) 姜俊旻 

H285 親愛的，妳可以不被憤怒牽著走：智慧女性的12堂情緒管理課 葛雷哥里．詹茲, 安．麥克默里 

H286 怒火 Don't 燒 楊鴻濤

H287 品嘗生命的檸檬汁：管好你的情緒抽屜 雷洛美

H288 誰叫我美麗──認識神眼中的你 理賈娜‧富蘭克林

H288 會哭才是真男人（修訂版） 區祥江、曾立煌

H289 情緒有益  李兆康、區祥江

H289 情緒傷害的醫治 黃麗彰

H291 圖解精神健康  張力智

H292 誰偷走了我的快樂：應對負面情緒自助手冊 湯國鈞、李靜慧、李智群

H293 別跟過去過不去 諾曼‧萊特

H294 受創的上班族──心靈復健手冊 柯克‧范士沃斯

H295 當我繼續走下去──喪偶或離婚後重新擁抱生命 � 蘇珊‧索銘貝爾提、羅伯特‧德弗里斯

H296 與病患者同行──給關顧者的屬靈指引 朱迪思‧艾倫‧謝利

H297 危而不亂──與病人及親屬面對倫理困境 肯尼斯‧莫特拉姆

H298 與癡呆症共舞──給患者與照顧者的分享及指引 克莉絲汀‧伯頓

H299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 馬爾伏．潘納

H300 與慢性病痛和好 諾曼‧萊特

H301 照顧慢性病人有祕訣 安雷

H302 亞斯伯格症 (港譯亞氏保加症) 安雷

H303 如何愛難相處的人 約廉史密斯

H304 走出幼年受虐的陰影 大衛鮑力生

H305 自我形象──如何克服自卑感 派羅

H306 傷痛──學習接受生命中的損失 艾瑞奇

H307 害怕──掙脫恐懼的枷鎖 派羅

H308 苦毒──汙染之源 派羅

H309 不知足：為何我這麼不快樂 派羅

H310 帶著愛上路──讓傷痛得以痊癒的默想小品 莎倫‧達迪斯、仙蒂‧羅傑斯

H311 當我所愛的人離去了──如何在至愛離世後重新生活 蘇珊‧索納貝爾提、羅伯特‧德弗里斯

H312 沒有道別的再見：面對喪親與哀傷 鄭潔明

H313 超越一生的愛──失去另一半的療傷與生活重建 諾曼‧萊特

H314 失去，如何療癒 諾曼‧萊特

H315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手冊   J. William Worden

H316 人生下半場：你要好好待自己 區祥江�
H317 東方父母西方情──海外亞裔子女的心聲與輔導

葉素珍、車太旭、趙惠真、劉少聰、德永保羅

H318 人生最需要的20件禮物──給年輕學子和大人的品格勵志書 伍爾本

H319 不必完美，仍能完全 金‧蓋恩斯‧埃克特

H320 姊妹牧養手冊：強效心靈修復精華 朱世平 編

H321 威信型遊戲輔導──玩出信心、盼望和愛 葉貞屏

H322 生命更新的醫治──與耶穌共渡生命中的憂怒哀樂 葛琳卡

H323 曠野之旅：生命中的情緒更新 葛琳卡

H324 網絡沉溺：在深淵中尋出路

李展熙、王蓉、受助者家長

等

H325 黃色枷鎖：依靠恩典的大能，為聖潔而奮鬥 希斯．蘭伯特

H326 我與眼睛立約 蘇鮑伯 



H327 盧雲靈思集 - 關顧，傷癒時刻 盧雲

K207 教我如何不信祂(修訂版) 史普羅

K208 平安之路 鍾馬田

K209 人的景況─神的大能 鍾馬田

K210 上帝與物理 黃小石

K211 生命的追尋 黃小石

L118 信徒禱告生活 慕安德烈

L130 勝過撒但（修訂版） 陶恕 
L315 靈命操練禮讚 傅士德

L345 禱告真諦：尋找心靈真正歸宿 傅士德

L376 跳！跳！跳！動物嘉年華！ 陳芝瑛

L377 親子敬拜樂園 霍張佩斯

L378 兒童事工大覺醒：讓家長成為孩子的屬靈師傅 陳黃家儀

L379 情如初見：夫婦自用小組材料 屈偉豪、屈黎懿堅

L380 真誠的關係──發掘失落了的互為肢體之道 韋恩．雅各布森、克萊．雅各布森

L381 相處豈難：聖經教我群體生活的10個價值 陳健威

L382 凡人的祈禱 梁家麟

L383 喜獲新生──真正重生的經歷 約翰‧派博

L384 聖靈的奧秘 史普羅

L385 悔改真義 湯馬士．華森

L386 成聖靠恩典──喜樂是力量 柴培爾

L387 屬靈的撫育：姊妹門訓指引 蘇珊．杭特

L388 把難處變為優勢：作蹣跚的領袖 艾倫德

L389 把難處變為優勢：作蹣跚的領袖 (習作本) 艾倫德、鮑爾

L390 死亡靈旅：無憾迎永生 羅莫伯

L391 不完美的事奉：默想士師記人物的高山幽谷 何志滌

L392 為基督的心鍛鍊──聖經10個與上帝同行的屬靈操練 陳健威

L393 敬虔操練13課 羅慶才

L394 禱告不是偽術──返璞歸真的祈禱 侯活士

L395 禱告的方法──如何使用經文禱告 馬太‧亨利

L397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40天 大衛‧邁思勤

L398 歸心祈禱的操練2：更深地與上帝同行40天 大衛‧邁思勤

L400 佈道靈旅：52天腓立比書靈修之旅 鄺偉志

L401 以弗所書卷七：揭穿魔鬼的詭計 鍾馬田

L402 凡事信靠：詩篇二十三篇 簡‧約翰遜

L403 慈心憐憫：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 盧雲, 麥尼爾, 莫里遜

L404 靈心明辨──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盧雲、克理斯坦森、萊爾德

L405 盧雲靈思集：生命中的蒙愛時刻 盧雲

L406 盧雲靈思集．歸心，歸回上帝的時刻 盧雲

L408 七毒思：七種傾蝕心靈的世俗觀點  安東尼‧賽爾瓦基歐 

M550 福音講章──舊約 鍾馬田

M551 福音講章──新約 鍾馬田

M552 在曠野中與上帝同行──民數記析讀 黃嘉樑

M553 剛強壯膽回應上帝的應許──約書亞記析讀 黃嘉樑

M554 背約沉淪的循環軌跡──士師記析讀 吳獻章

M555 愛的審判與生命的應許──耶利米書析讀 熊潤榮

M556 與人同在的彌賽亞君王：馬太福音析讀（上） 黃漢輝

M557 與人同在的彌賽亞君王：馬太福音析讀（下） 黃漢輝

M558 同歸於一得基業──以弗所書析讀 郭漢成、劉聰賜

M559 連於基督走窄路：歌羅西書析讀 曾思瀚



M560 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提多書、提摩太前書析讀 曾思瀚

M561 擁抱危機的事奉傳承──提摩太後書析讀 曾思瀚

M562 希伯來書、大公書信與啟示錄要領 張略、黃錫木

M563 最美好的仗：《提犘太前後書》保羅的服侍攻略 蘇家輝

M564 聖言千載──聖經流傳的故事 蔡錦圖

M565 聖經在中國 蔡錦圖

N15 作完全人 慕安德烈

N216 工作：從束縛到自由 韋特寧頓

N217 聖經中的財富觀 韋特寧頓

N218 做得對，還要做得好：高績效團隊的職場10鑰 韋斯‧坎特雷爾, 詹姆斯‧路卡斯 

N219 退休只是逗號：找尋餘生呼召．規畫職場退休 保羅．史蒂文斯 
N220 我一直以為，人生是這樣走的──為生命重新導航 艾德倫、朗文

N221 這個主意真好！：97個生活指南 薩拉 
N222 捉襟見肘怎麼辦？ 詹姆斯裴狄

N223 聖經的三十六計 范義雄

O34 跟隨保羅的腳蹤行：土耳其、希臘、塞浦路斯心靈之旅 蔡錦圖 

O35 神聖的遺忘：失去希望、尋回希望的藝術史 陳韻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