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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種籽福音小冊子（繁體） 
Gospel Booklets –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_____ C401 怎樣走過人生的風暴 Bill 

Hybels 
$1.10 

_____ C402 
天父也起舞 — 接納與

擁抱的喜訊 
C Baxter 

Kruger 
$1.10 

_____ C4101 祭祖與敬祖 劉志良 $1.10 

_____ C4201 默想祈禱真諦 Richard J 

Foster 
$1.10 

     

種籽福音小冊子（繁體） 
Gospel Booklets –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_____ 401 基督教是什麼？                        John 

Alexander 
$1.20 

_____ 402 哪一位是真神呢？ 吳主光 $2.00  

_____ 403 耶穌復活的歷史觀 李京原 $2.00  

_____ 405 人造衛星發現方舟 吳主光 $2.00  

_____ 407 可信可佩服的救主 吳主光 $2.00  

_____ 408 新生命 C.J. Miller $0.30  

_____ 409 靈命成長的模式 黃漢森 $1.20  

_____ 410 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分別 吳主光 $2.00  

_____ 411 你怕想到人生之後嗎？ 吳主光 $2.00  

_____ 412 最理想的靈修 吳主光 $2.00  

_____ 413 怎樣清楚得救 吳主光 $2.00  

_____ 414 怎樣清楚蒙召傳道 吳主光 $1.20  

_____ 415 決志之後 吳主光 $2.00  

_____ 416 怎樣作見證                                  Paul E. 

Little 
$2.00  

_____ 418 祂是誰？我是誰？ 吳主光 $2.00  

_____ 419 介紹你認識耶穌 吳主光 $2.00  

_____ 420 被提的奧秘 盧約翰 $0.60  

_____ 422 修補禱告的網 楊百合 $1.20  

_____ 425 真假方言 吳主光 $2.00  

_____ 426 作完全人  $0.30  

_____ 427 
以色列 — 再生之國的

神蹟 
余俊銓 $2.00  

_____ 428 你滿意自己的生活嗎？ 吳主光 $2.00  

_____ 429 六百六十六的奧秘 盧約翰 $1.20  

_____ 430 財主的煩惱 吳主光 $2.00  

_____ 431 如果沒有神 吳主光 $2.00  

_____ 432 你需要耶穌 吳主光 $2.00  

_____ 433 神秘的巴比倫 — 666 盧約翰 $0.60  

_____ 434 田園上的見證 蘇關建華 $1.20  

_____ 435 
中國傳統佛教與基督教

的比較 
吳主光 $2.00  

_____ 436 主斷開一切鎖鏈 吳主光 $2.00  

_____ 437 和好職事的實踐 余俊銓 $2.00  

_____ 438 真誠的可貴 吳主光 $2.00  

_____ 439 靈食蜜語 — 智慧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40 靈食蜜語 — 禱告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41 靈食蜜語 — 愛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42 靈食蜜語 — 失敗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43 靈食蜜語 — 得勝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44 靈食蜜語 — 克己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45 靈食蜜語 — 七字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50 得釋的生命 —本仁約翰 林守謙 $2.00  

_____ 451 你們必須重生 林獻羔 $2.00 

_____ 452 基督徒 — 話語的重要 林獻羔 $2.00 

_____ 459 最後大審判 吳主光 $2.00  

_____ 460 
進化論批判 —  迷信與

相信 
吳主光 $2.00  

_____ 462 你一生想得什麼？ 彭錦威 $2.00  

_____ 469 不信耶穌可以嗎？ 蔡春曦 $2.00  

_____ 470 世界末日的時鐘 蔡春曦 $2.00  

_____ 471 交鬼與趕鬼 吳主光 $2.00  

_____ 475 為何要每日讀聖經？ 黃耀銓 $2.00  

_____ 478 罪與得救 方炳長 $2.00  

_____ 479 火湖 林獻羔 $1.20  

_____ 480 有神題綱 林獻羔 $2.00  

_____ 481 魔鬼王國 林獻羔 $2.00  

_____ 482 聖經與科學 林獻羔 $2.00  

_____ 483 更確的預言 林獻羔 $2.30  

_____ 484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林獻羔 $2.30  

_____ 485 聖徒處世箴言                        林獻羔 $2.00  

_____ 486 
福音題綱 — 聖經是真

的嗎？  
林獻羔 $2.00  

_____ 487 看！以色列 林獻羔 $2.30  

_____ 488 正確認識聖靈 林獻羔 $2.00  

_____ 489 認識真神 林獻羔 $2.00  

_____ 490 信耶穌得永生 林獻羔 $2.00  

_____ 491 十二使徒題綱 林獻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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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492 天家 林獻羔 $2.00  

_____ 495 為何要信耶穌？ 黃耀銓 $2.30  

_____ 496 中國三大宗教 - 儒釋道 林獻羔 $2.00  

_____ 497 怒氣與脾氣 林獻羔 $2.00  

_____ 498 靈食蜜語 — 成長篇 王耀光 $2.00 

_____ 4100 
先有雞？還是 先有蛋？

﹝彩色﹞  
黃志森 $0.70  

_____ 4106 為何要不住的禱告？ 黃耀銓 $2.00 

_____ 4107 好人？壞人？ 吳主光 $4.10  

_____ 4108 看耶穌釘十字架 吳主光 $5.50  

_____ 4109 靈界大揭秘 吳主光 $4.60  

_____ 4110 神的簡史 馬有藻 $2.00  

_____ 4111 寫給理性人士的福音 吳主光 $7.30 

_____ *4112 馬利亞身分的研究 吳主光 $5.50 

     

福音小冊子  （簡體） 
Gospel Booklets – Simplified Chinese Script 

_____ 402S 那一位是真神？(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07S 可信可佩服的救主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10S 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分別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13S 怎樣清楚得救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15S 決志之後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18S 祂是誰？我是誰？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31S 如果沒有神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32S 你需要耶穌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35S 中國傳統佛教與基督教的

比較 (簡體) 

吳主光 $2.00  

_____ 495S 為何要信耶穌？(簡體) 黃耀銓 $2.30  

_____ 
4100S 先有雞？還是 先有蛋？ 

(簡體) 

黃志森 $0.70  

     

     

英文小冊子  
Gospel Booklets – English 

_____ 8401 In Search of The True God. C. K. Ng $0.70  

_____ 8402 How To Be Sure That I Am 

Saved? 

C. K. Ng $0.70  

_____ 8403 Meet My Jesus. C. K. Ng $0.70  

_____ 8404 The Trustworthy Saviour.  C. K. Ng $0.70  

_____ 8405 What Is Man? What Am I? C. K. Ng $0.70  

 

福音小冊子 （中英對照） 
Gospel Booklets – Chinese-English 

_____ 8406 
決志之後 

(中英漫畫版) 
種籽編譯組 $2.80 

_____ 8407 
哪一位是真神呢？ 

(中英漫畫版) 

吳主光 著 

何綺雲 譯 
$2.80  

_____ 8408 
怎樣清楚得救？  

(中英漫畫版) 
種籽編譯組 $2.80 

_____ 8409 
真神到人間 

﹝彩墨福音圖冊﹞ 

龍幹法政牧

師編繪 
$6.90 

 

 

本目錄所載價目均以加幣為單位，郵費及包裝費另計。  

  

本目錄之訂價如有變更，恕不通知，概依訂購時所定之新價為準。 
   

訂購之書籍物品，如經本社配發無誤者，除書籍有缺頁，或訂裝錯

誤者外，恕不退換，郵寄中途如有意外損失，由顧客自負，如已掛

號者，本社只負調查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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