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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陸學人選書的建議 (2012 年 3 月)
使者大陸文字事工部
Mainland Chinese Lit. Ministry.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
美國境內免費電話：1-888-999-7959, 或 717-687-0506
電子郵箱：mclit@afcinc.org 傳真：717-687-6178
網址 Website: www.afcinc.org/mclit.htm
本事工推廣的是簡體字資料。目錄相當長，所

頁，$3.50。C1-7S 《游子吟》袖珍本$3.00。 作者

以在此特別推薦其中一些較熱門的書給您作參

里程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及中國科學院研究生

考。有關事工宗旨、原則及各書簡介，不在此重覆，

院，獲美國博士學位，奉獻傳道后也進修神學課

請您查閱本事工的詳細目錄。歡迎上網瀏覽、來信

程。他很受愛戴和尊重，常應邀到北美及海外各地

或來電索取該目錄。

講道。游子吟的英譯本 C1-7E Song of a Wanderer,

我們宣教的首要目標群體是大陸知識分子，此

398 頁，$9.50 ；C1-32 《返璞归真》$4.00；C1-35

外也向其他群體傳福音。您大概也知道，在中國聖

《人生观的故事》$6.75。如購買多本，可享優惠

經的供應量遠遠不能滿足廣大農村的需求，但在大

價。特別推薦 B1-9《陌生人，同路客》一书，$5.50。

多數城市的三自教會可以購買到，價錢比我們的更

本书将创世之初神的计划和救恩清楚地阐述给读

低。因此，您回國旅行或探親時，可以帶一些資料

者。

到無法買到的地區去。
所有標上 * 符號的書，表示它們都是在國內合
法印刷出版和銷售的書。您可來電詢問我們推薦的
資料。

我們另外特別推薦由里程主講的一套 15 集的
見証佈道系列，內容大致與《游子吟》相似：J1-11D
《科學、信仰、人生》DVD 2 片，$30.00。 (您可
索取一片免費樣品)。J1-11M 15 集全錄進一片 MP3

聖經 - A1-11《和合本聖經》$4.25，棗紅色封

(CD-ROM)，$7.00。您如果考慮帶 J1-11(和以下

面.對大多數的人也許這是最好的選擇。許多人喜

J1-21〉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分發，請來電洽詢詳情。

歡中英對照聖經，我們有便宜的 A3-1BU《中英和

C2-22《科學與信仰》128 頁，$1.65，也是由一位

合本及新國際版新約聖經》$2.10，#081012072《中

畢業于北大的中國科學家所著，這本書較短,科學

英和合本及新國際版新舊約聖經》 $25.00。另外，

理論較少,適合一般讀者。C2-22E《科學與信仰》英

我 們 也 有 語 文 比 較 現 代 的 新 譯 版 (CNV) 聖 經 :

文譯本 143 頁, $1.90。D1-5《認識真理》239 頁，

A1-31《莊稼新譯聖經》 $6.50; A3-10B 《中英新

$2.35, 同樣是一本吸引國內讀者 的護教書，適合大

譯 本 聖經 》 $12.75; A3-21B 《 新 約 圣經 》 中 英

眾閱讀,備有英文簡介。

CNV/NIV, $3.00。其它版本的聖經請參考我們的主
要目錄。
護教類 - 目前對知識份子最有效也最受歡迎
和暢銷的一本書是 C1-7R《游子吟》增訂版，360

E2-4《我為什么不願意成為基督徒》244 頁，
$3.50，以及 C1-18《真金不怕洪爐火》143 頁，$2.00,
也是相當吸引知識份子的護教好書。還有由麥道衛
所著的 C1-9《千載懸疑》116 頁, $1.85(暂时缺货) 和
C1-15 *《新鐵証待判》868 頁，$11.50，都是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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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力的名著。
基督教與科學類 - 因為很多大陸知識分子堅
信進化論是 ‘ 事實 ’而因此否定神的存在。我們需
要對他們講述創造的證據。在以上護教類所推荐的
前三本書對他們都比較合適。以下相關的書籍也是
很有幫助的。C2-14《進化？退化？神化？》118
頁$2.00，英文本 C2-14E, Evolution? Degeneration?
Creation? 174 頁 $2.00，將創造論與進化論進行對
比，使人更明白真理。
C2-8B《科學家評論進化論》52 頁$0.95，是一
本很好的中英雙語小冊，講述了很多傑出科學家對
進化論所提出的疑問。C2-1T 你的祖先，免費，它
是一本是八頁小摺疊書，文字簡潔有力的闡述了創
造論。英文版 C2-1E 亦可免費索取。
見證集 - 見證往往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E1-35《光与盐》$4.25，书中记述 10 余位当代中
国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另一本類似的書 E2-6
《心靈之旅》79 頁，$1.10。E2-16《去过天堂 90 分
钟》，$6.00 ，其英文版发行量超过四百五十万本。
记述一位牧师死后进入天堂美门，却又重回人间的
亲身经历。E1-23*《戴德生─ 帶著愛來中國》206
頁，$5.75，是戴德生的自傳。講述了戴德生對中
國所付出的無私的愛，他的見證深深的感動著許多
中外人士。 另一本 E1-30《三過幽谷》，126 頁，
$2.50，是一本非常感人的關於勝過苦難和學習饒
恕的見證。英文原著 E1-30E, Another Valley, Another
Victory, Another Love, 186 頁， $4.00。
以 下 的 書籍是在國內合法印刷出版和銷售

$4.75，中英雙語長約兩小時。國內在 DVD 前曾普
遍使用 VCD (Video CD)，VCD 也可以由 DVD 機
來播放，還可用電腦播放。J1-11D《科學、信仰、
人生》，（請參看護教類）。J1-21D《我為什么信耶
穌 》2 片 DVD，$30.00，是遠志明弟兄製作的 12
集的福音見証系列，每集長約一小時。 J1-21M《我
為什么信耶穌 》12 集製成一片 MP3，$7.00。
J1-21CD 《我為什么信耶穌》12 片 CD，$15.00。
J3-20CD 信仰寶庫 5.0 - 包含和合本、新譯本、呂
振中版、英語標準版等四個以上不同版本和新約
Mp3 的聖經; 《新舊約概論》
（馬有藻）
；
《新舊約綜
覽》（丹尼斯·莫克博士）及其它 11 本解經書；慕
道友、初信者、基督徒生活及婚姻家庭圖書; 門徒
訓練,中國學人培訓及領袖培訓等超過 175 本基督
教經典著作；另有福音影片《盼望》和超過 550 首
讚美詩歌。*這盤 CD 以奉獻方式分發（參考价$10，
奉獻金的 90%將用作聖經數碼協會基督教中文文
字資源發行事工。）其他還有：J1-10CD《靈命栽
培》
，$5.00。J3-8CD《理性信仰》, $2.50。H2-12CD
《讚美的旋律》，$1.50。
此外，请参考以下海外事工特价套装 DVD.
J1-22D10 《万物的起源》----一套 10 片，含两
部福音影片。$17.50。
J1-26D10《智慧设计》----同上，含两部影片。
$17.50。
J1-16D5 《基督事件簿》整套 5 片，$13.75。
J1-24D10 《神奇》----一套 10 片，$17.50。
J1-31D5《达尔文：惊世海行记》5 片装 ，$16.25
J1-36D10 《梦境寻真》一套 10 片，$ 17.50。

的：E1-10 *《因愛著中國》，是關于一位奧運冠軍

信徒造就 - 我們願在此強力推薦 D6-2《在基

和中國宣教士埃里克-利迪爾的生平（$2.80）
。歡迎

督裏長進》284 頁，$2.50，這本書討論基督徒信仰

索取本事工部所有中國出版的書單。

基本須知的課題，適合初信者或一些熱心的慕道友

電子資源 - DVD 及 MP3 給中國知識分子禮
物，您可考慮以下資料：J1-1D《耶穌傳 》DVD，

閱讀。本事工部獲准提供英文版的影印本。D6-5
《給初信者》 $2.00, 125 頁，雖然內容不是非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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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也不錯。D2-8《新生命》，117 頁，$2.20。

對於已經結婚和準備結婚的人士比較合適的

D2-8E《新生命》英文版，53 頁，$1.90 福音性課

是喬希 麥克道爾 寫的 F1-3*《相愛的秘密》272 頁，

程。D2-9《新生活》133 頁，$2.65，栽培性查經和

$3.00，分享如何增進婚姻關系 。

D2-10《門徒之道》157 頁，$2.85 都可以和五大奧
秘 配合使用。這些都是幫助建立根基和有助靈性
成長的好書，每一本有系統地分成 12 課。G1-4N
《荒漠甘泉》394 頁, $2.35，是深受中國基督徒所
喜愛的靈修經典書。G1-4F《荒漠甘泉》382 頁,$3.00,
字較大并配有精致封面。G1-5《每日與主同行》
$5.25 帶領信徒們在一年裏通讀一遍聖經。本事工
部也新增了好些導航會出版的簡體書供主內肢體
採用。
系統性傳福音 - D2-4,《四個屬靈的定律》，15
頁$0.15，說明四個簡明的定律，幫助準備相信耶
穌的人禱告決志。 D2-4B 中英雙語版，28 頁，
$0.25。D2-7《五大奧秘》，20 頁,$0.15，內容類似
《四個屬靈的定律》，且更適合大陸學人的思路。
英文影印本 D2-7E，7 頁，$0.25。
兒童書籍類 - 以下是一些既生動有趣又能幫
助兒童明白福音的書籍。H2-30CD《兒童天地詩
歌》，$2.80，是一張匯集了 44 首廣為傳唱的兒童
歌曲的 CD，附有歌詞。
家庭類 - 最近有不少關于家庭、婚姻及教養兒
童的好書在國內出版，內地對於家庭類書籍的興趣
和需求是非常之大的，家庭類書籍的出版既有助於
滿足這方面的需要，也間接的成為傳福音的工具。
國內有許多獨生子女的家庭，他們特別注意子女的
教養，我們向您推介 F2-20 *《培育男孩》$4.45，
325 頁。不管你的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會受益
匪淺。其它對家庭教育很有用的書還有 F2-15*如
何培養有個性的孩子，312 頁，$3.00。
F2-7*《預備青春期》306 頁，$2.45 ； 是最近
為爸爸們出版的書。

標號*表示在國內合法出版、印刷及發行。
J: masters for printout /for conf/Chinese Suggestion Sheet-120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