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編碼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1-001         

1-002 梵二大公會議文獻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

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6.10 月 6版 

1-00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家庭團體勸諭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主教團教宗若望保

祿二世 
1982 出版 

1-004 梵二文件新譯－教友 傳教 大公 
卜斯可編譯 胡安德

中譯 
慈幼 1989 

1-005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與教友生活 張雪珠 聞道 1990 

1-006 重讀天主教社會訓導 Herve Carrieter,S.J 光啟 1992 

1-007 「生命的福音」通諭 主教團秘書處編譯組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 
1997 

1-008 梵二文件(一)教會、啟示、禮儀 
卜斯可編譯 胡安德

中譯 
慈幼 1988 

1-009 梵二文件(二)現代的教會 
卜斯可編譯 胡安德

中譯 
慈幼 1989 

1-010 梵二文件(三)司鐸、培養、修會 
卜斯可編譯 胡安德

中譯 
慈幼 1989 

1-011 梵二文件(四)教友、傳教、大公 
卜斯可編譯 胡安德

中譯 
慈幼 1989 

1-012 
梵二文件(五)大眾、教育、非基、信

仰 

卜斯可編譯 胡安德

中譯 
慈幼 1989 

1-013         

1-014 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文

告 

主教團社會發展委

員會 
1996 

          

         

2-001 
The New American Bible- St. Joseph 

Edition 

Stephen J. Hartdegen, 

OFM 

Catholic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2-002 聖經 思高聖經協會譯釋 思高聖經協會 1999 

2-003 聖經神學辭典 
聖精神學辭典編譯委

員會 
光啟 1995 四版 

2-004 牧靈聖經 
王凌  曹雪  責任編

輯 
聯合出版公司 1998 

2-005 聖經小辭典 韓承良  編著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1983 

2-006 教會小辭典＜二＞ 鄒保祿 善導週刊社 2002 

2-007 新經全集 蕭靜山  譯 光啟 1956 臺初版 

2-008 新約全書 思高聖經學會 編輯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1988 台灣八版 

2-009 救恩史從耶穌到亞巴郎 示編輯委員會 示編輯委員會 
2009 年 4 月第

四版 



2-010 福音生活 羅光銓釋 

中華民國天主教聖

光服務社輔仁大學

出版社 

1993 

2-011 宗徒訓示 羅光銓釋 輔仁大學出版社 1995 

2-012 宗徒經書上册 思高聖經學會 譯釋 商務印書館 1959 

2-013 宗徒經書下册 思高聖經學會 譯釋 思高聖經學會發行 1985 

2-014 偕主讀經路加福音及宗徒大事錄 樂仁出版社 翻譯組 樂仁出版社  2010 二版 

2-015 舊約導覽 沙邦傑 光啟 1999 

2-016 舊約導讀(上)  房志榮神父 光啓 1995 

2-017 舊約導讀(下) 房志榮神父 光啓 1999 

2-018 舊約史略 高申祿司鐸編 慈幼 1979 

2-019 新約導覽 沙邦傑 光啓 1999 

2-020 福音初探 

高慎、董聆聖(Gideon 

Goosen & Margaret 

Tomlinson) 

光啓 2002 

2-021 聖經十講 王敬弘、劉賽眉 光啓 1999 

2-022 聖經學淺談 
海特 (William G. 

Hidt ) 
光啓 1993 

2-023 聖路加福音聖餐廳祈禱手冊 
賈祿 嫡 樂修神父講

解 
    

2-024 
耶穌 禧年二千版 路加福音（中英

對照）(含 CD 二片) 

JOHN HEYMAN  製

作 
思高聖經學會準用 2000 

2-025 聖經學習一百周 新約部分 
Marc3el LE DORZE 

著    李伯鋒 譯 
巴黎外方傳教會 1996 

2-026 創世紀註釋 楊鍾祥譯 永望文化 2000 

2-027 出谷（埃）紀註釋 楊鍾祥譯 永望文化 2005 

2-028 聖經神修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2-029 福音生活規範 徐英發 譯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1986 

2-030 怎樣閱讀聖經 
克蘭默 (Jacob 

Kremer ) 
光啓 1995 

2-031 最初的基督徒 現代圖文宗徒大事錄 

恩里科．葛比亞提 蒙

席 Mgr. Enrico 

Galbiati 

光啓 2007 

2-032 聖路加福音中的福傳者 馬迪宜樞機 慈幼 1987 

2-033 瑪谷福音中十二宗徒的精神行程 馬迪宜樞機 慈幼 1994 

2-034 讀經隨筆比喻分享 陳劍英 著 聞道 2011 

2-035 踏上青雲路   若望福音 馬迪宜樞機 慈幼 1996 

2-036 對觀福音耶穌童年史 明鏡.楊月琴 合譯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華明書局 
1983 

2-037 32 堂聖經人物的生命課程(上冊)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0 

2-038 2 堂聖經人物的生命課程(下冊)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0 

2-039 讀經日程 DAY UNTO DAY 讀經日程編輯小組 讀經日程雜誌社 2006 



2-040 聖經寫真 光啓編譯館 光啓 1967 

2-041 新約聖經入門 高夏芳 思高聖經學會 2004 

2-042 聖經與我 卡立原著 聞道 2005 

          

          

3-001 主日聖言訊息與實踐  丙年 張隆順 聞道 2010 

3-002 聖經默想 孫茂學 (思必行) 著    榮德 1999 

3-003 主日讀經反省 曾慶導 上智 2009 

3-004 彌撒讀經釋義丙年 曹立珊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

會 
1997 

3-005 主日詠讚       

3-006 瑪拉納塔（甲年） 
天主教永泉教義研究

中心  雷蕙琅 編寫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2001 

3-007 瑪拉納塔（乙年）       
天主教永泉教義研究

中心  雷蕙琅 編寫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2000 

3-008 瑪拉納塔（丙年）    
天主教永泉教義研究

中心  雷蕙琅 編寫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2000 

3-009 甲年 主日彌撒實用講道 李善修編著 方濟出版社 1997 

3-010 乙年 主日彌撒實用講道 李善修編著 方濟出版社 1997 

3-011 丙年 主日彌撒實用講道 李善修編著 方濟出版社 1997 

3-012 主日彌撒福音證道－甲年 房致勇 天主教遣使會 2006 

3-013 主日彌撒福音證道－乙年 房致勇 天主教遣使會 2006 

3-014 主日彌撒福音證道－丙年 房致勇 天主教遣使會 2002 

3-015 主日福音－甲年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

組 編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

廣組 印 
1995 

3-016 主日福音－乙年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

組 編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

廣組 印 
1995 

3-017 主日福音－丙年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

組 編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

廣組 印 
1995 

3-018 週年福音默想 1 韓承良 思高 1991 

3-019 週年福音默想 2 韓承良 思高 1991 

3-020 週年福音默想 3 韓承良 思高 1991 

3-021 聖言的迴盪乙年 
易利利易玲玲合譯 

Abert Cylwicki,CSB 著 
上智 1995 

3-022 主日彌撒讀經證道大全甲年 蘇禮文著  施安堂譯 台北總主教公署 1977 

          

         

          

4-001 主日感恩祭典〈全〉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2 

4-002 主日感恩祭典〈甲〉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3 



4-003 主日感恩祭典〈乙〉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3 

4-004 主日感恩祭典〈丙〉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3 

4-005 平日感恩祭典(二)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3 

4-006 平日感恩祭典(三)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4 

4-007 主日及節慶日 信友禱詞 （大）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2011 

4-008 主日及節慶日 信友禱詞 （小）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1983 

4-009 熾熱的心 － 感恩祭的生活默想 
盧雲 Henri J. M. 

Nouwen 
. 2001 

4-010 耶穌的醫治在彌撒中 Rebert DeGrandis 著 上智文化 1998 

          

         

5-001 我們的彌撒 趙一舟神父 
天主教牧靈中心見

證月刊社 
1991 

5-002 我們的慶節 趙一舟神父 
天主教牧靈中心見

證月刊社 
1989 

5-003 家庭禮儀 趙一舟神父 
天主教牧靈中心見

證月刊社 
1991 

5-004 彌撒的詠唱 趙一舟神父 聞道 2010 

5-005 愛的季抒詠──禮儀風情 潘家駿神父 上智 2010 

5-006 唱一首新歌——梵二的禮儀精神 亞提拉主教 上智 2009 

5-007 禮儀革新在台灣 趙一舟神父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2010 

5-008 馨香一瓣 禮儀手冊 
古亭耶穌聖心堂 聖

心禮儀團 
光啟 1992 

5-009 怎樣參與彌撒 孫茂學  譯 榮德彩印 2004 

5-010 現代人的十字苦路 聞道社編譯 聞道 1980 

5-011 成人入教禮典 中國主教團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75 

5-012 幼兒洗禮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印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0 

5-013 祝福禮典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2 

5-014 授秩禮典  (二)執事聖秩授予儀式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0 

5-015 慶祝晉升執事大典－專用歌詠 佚名 佚名 佚年 

5-016 天主教追思亡者感恩禮 佚名 佚名 佚年 

5-017 
聖年禮儀手冊（四） 為基督徒合

一．為宗教徒合作祈禱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9 

5-018 聖年禮儀手冊（五） 重要節期及慶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2000 



節的慶祝 儀委員會編譯 

5-019 
禮儀手冊－天主教五峯旗聖母朝聖

地破土典禮 
佚名 佚名 佚年 

5-020 禮者，履也 羅國輝 光啟 1993 

5-021 聖神，請降臨 聖神年禮儀手冊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7 

5-022 婚禮彌撒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8 

5-023 婚姻禮典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6 

5-024 病人傅油禮典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6 

5-025 聖母顯靈聖牌 瞻禮－三日慶典 天主教仁愛會 佚名 2003 

5-026 《聖域門檻》 堅振 Joseph Martos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

會辦事處 
1997 

5-027 朝拜聖體手冊 聖雅風 慈幼 佚年 

5-028 中華殉道聖人及真福九日敬禮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2000 

5-029 基督聖體聖血節 主徒會 佚名 2007 

5-030 點燃另一枝蠟燭 祝聖殿節故事 米蓮.蔡肯 聞道 1988 

5-031 禮儀之光 費奧理 慈幼 1981 

5-032 服務 - 輔祭 梁定國 慈幼 2009 

5-033 
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聖職的某

些問題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

書處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

秘書處出版 
1998 

5-034 殯葬禮儀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佚年 

5-035 追思禮儀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印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0 

5-036 為亡者守靈祈禱禮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教

理推廣中心編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教理推廣中心印 
2007 

5-037 和好聖事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教

理推廣中心編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教理推廣中心印 
1995 

5-038 感恩日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9 

5-039 齋戒日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9 

5-040 祈福日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禮

儀委員會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9 

5-041 
我信永恆的生命-基督徒殯葬禮儀圖

解 
羅國輝編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

會辦事處 
2002 

5-042 苦路－每日一處 
天主教總教區教理推

廣組編印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教理推廣中心印 
1999 



5-043 
天主教 新苦路經文     石牌天主

教專用 
佚名 佚名 佚年 

5-044 苦路 徐英發  編譯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社 
1990 

5-045 聖經苦路  邁向後活之旅 佚名 佚名 佚年 

5-046 十字苦路 
陳日君樞機主 教撰

著者 
聞道 2010 

5-047 聖體年建議及提示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

教團 
2004 

5-048 門聖洗及監振聖事法典條文註釋 威廉奧士孟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

會辦事處 
1996 

5-049 為往生者與家屬的祈禱 天主教製作 佚名 佚年 

5-050 蒙塵的基督 
理查.伊甘特著   劉

河北 譯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85 

5-051 人類的苦路 奇野牧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86 

5-052 禮儀之歌 潘家駿神父 聞道 2112 

5-053 
成公保祿世光主教殯葬彌撒季告別

式 
台南教區 佚名 2012 

5-054 授予主教聖秩典禮 天主教湖南教區 佚名 2012 

5-055 執事聖秩授予儀式 天主教遣使會 佚名 2013 

          

6-001 疏效平 Milagros de holy 佚名 佚名 2003 

6-002 耶穌聖誕歌曲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 
華明書局 1976 

6-003 讚美詩歌請前來 佚名 佚名 佚年 

6-004 輕歌讚主榮 
天主教大專同學會台

大校總分會 
佚名 1994 

6-005 賀三納 永泉教義研究中心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2 

6-006 聖歌選集 高雄市西甲聖若望堂 遣使會中國省會 2001 

6-007 新禮彌撒用曲簡譜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音樂組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0 

6-008 泰澤共融祈禱歌詠  佚名 光啟 1994 

6-009 聖詠－我的最愛 郭德蘭 編 聞道 1991 

6-010 聖誕節彌撒 附彌撒曲及聖誕歌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2000 

6-011 主日彌撒答唱詠曲集甲年 朱建仁 永望文化 2004 

6-012 主日彌撒答唱詠曲集乙年 朱建仁 永望文化 2005 

6-013 主日彌撒答唱詠曲集丙年 朱建仁 永望文化 2006 

    姜震     

6-015 
天主教禮儀年乙年主日感恩祭典答

唱詠適用 
姜震 光啟 2008 



6-016 
天主教禮儀年丙年主日感恩祭典答

唱詠適用 
姜震     

6-017 新歌傳主愛 
中國天主教大專同學

會 
天主教大專同學會 2002 

6-018 主日詠讚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音樂組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4 

6-019 原聲福音 
連監堯 陳名博 高

征財 
思高 1995 

          

         

7-001 天主教教理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96 

7-002 天主教教理簡編 
天主教主教團秘書處  

發行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

教團出版 
2012 

7-003 天主教新編教理綜合問答   

SINTESI DEL 

NUOVO 

CATE4CHISMO 

良友 1998 

7-004 
教義函授課程─人生之謎 19-36(下

輯) 
葛利模司鐸編輯    華明書局出版 1985-1986 

7-005 新編慕道者指南 李善修 編著 至潔有限公司 2000 

7-006 教義函授課程─人生之謎 1~18(上輯) 葛利模司鐸編輯    華明書局出版 1990-1997 

7-007 今日十誡─基督徒愛的盟約 
多瑪斯.G.卡舍塔  

Thomas G.Caserta 
上智 2001 

7-008 
活出十誡的真自由--通往自由人生的

路標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09 

7-009 阿爸！父啊─天主經釋義 根據特利騰大公會議 上智 1992 

7-010 幸福人生的八條路(八福)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0 

7-011 透視人生之謎 李善修 編著 方濟 1997 

7-012 聖體大奇 傅文輝神父 慈幼 1994 

7-013 感人的聖體愛 傅文輝神父 慈幼 1994 

7-014 聖體聖事的教理與神學 張春申 聞道 1998 

7-015 天地的創造者 教師手冊 慈幼 1982 

7-016 現代問題的解答 戊組社會問題 王昌祉主編 光啟 1963 

7-017 天道之旅 周長耀 互愛傳播服務中心 1996 

7-018 願他們合而為一 佚名 佚名 佚年 

7-019 禱 趙德恕 上智 1989 

7-020 今生 人生 永生 呂漁亭 輔仁大學 1997 

7-021 信仰是否令人更幸福 呂漁亭 聞道 2000 

7-022 天主教信仰簡介 
中國主教團教義委員

會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5 

7-023 天主教的信仰 
中國主教團教義委員

會 
上智 1986 



7-024 人生的目的 石碇 瑪利亞園 佚名 佚年 

7-025 道在家中 
香港天主教教區教理

中心 
示編輯委員會 2011 

7-026 把福音活出來 蔣劍秋 至潔有限公司 2007 

7-027 故事 真理 悟 率崇義  編著 聞道 2012 

7-028 保祿的宣講與台灣福傳之對話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

團 
輔大神學院 2009 

          

          

          

8-001 天主教史（卷一） 
穆啟蒙 著  侯景文 

譯 
光啓 1989 

8-002 天主教史（卷二） 
穆啟蒙 著  侯景文 

譯 
光啓 1989 

8-003 天主教史（卷三） 
穆啟蒙 著  侯景文 

譯 
光啓 1989 

8-004 天主教史（卷四） 
穆啟蒙 著  侯景文 

譯 
光啓 1989 

8-005 
中國天主教史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Joseph Motte, S. J. 光啓 2004 

8-006 教會的故事 The Catholic Church Story  麥克．潘納克  光啓 2002 年 

8-007 天主教 基督教促膝談心輯 傅文輝神父 
天主教互愛傳播服

務中心 
1992 

8-008 天主教信仰簡介 龔士榮神父 

天主教牧靈研習中

心-見證月刊雜誌

社 

2000 

8-009 認識天主教 陳吟華譯 光啟 1993 

8-010 天主教簡介 龔士榮 

天主教牧靈研習中

心-見證月刊雜誌

社 

2000 

8-011 天主教教廷簡介 佚名 佚名 2000 

8-012 天主教簡介 龔士榮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92 

8-013 天主教教義彙編 
劉宇聲  易典謨  合

編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83 

8-014 梵蒂岡 
普巴爾 (Paul 

Poupard ) 
光啓 1990 

8-015 天主教史（卷三） 
穆啟蒙 編著  侯景

文 譯 
光啓 1975 

8-016 堂區傳教協進會研討課程手冊 蔡文興 編著 
聖女小德蘭傳教區

主保慶日 
1975 

8-017 公教信友手冊 田耕莘主教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48 



8-018 信德年手冊 
天主教主教團秘書處  

主編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

教團發行 
2012 

8-019 奔   新世紀新福傳 佳蘭修女 編輯 
中華民國天主教監

獄服務社 
2000 

8-020 獻身與領導 海德著 單國璽譯 光啟 1970 

8-021 信仰與正義 房志榮等 光啟 1982 

          

         

9-001 驚奇的天主 Gerard W. Hughes S.J. 
聞道   見證月刊

雜誌社 
2006 

9-002 天主與天主的肖像 

道明‧巴多祿茂

（Dominique 

Barthelemy） 

光啓 2006 

9-003 亞巴郎的神祕訪客－通往聖三之門 東尼.卡索 上智 2000 

9-004 基督之律卷一 2 黃聖光  胡安德  譯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91 

9-005 基督之律卷一 3 黃聖光  胡安德  譯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90 

9-006 基督之律卷二 1 海霖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90 

9-007 基督之律卷二 2 海霖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90 

9-008 基督之律卷二 3 胡功澤  黃德蘭  譯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80 

9-009 基督之律卷三 1 孫振青  譯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90 

9-010 基督之律卷三 2 孫振青  譯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90 

9-011 基督之律卷三 3 孫振青  譯 
光啟  天主教神學

著作編譯會 
1990 

9-012 耶穌的生活 第一冊 隱藏生活 
瑪利亞.瓦多達 Maria 

Valtorta 

天主教病患之友會

發行 
2002 

9-013 耶穌的生活 第二冊 耶穌與門徒 
瑪利亞.瓦多達 Maria 

Valtorta 

天主教病患之友會

發行 
2003 

9-014 納匝肋人耶穌 Jesus von Nazareth 

若瑟．拉辛格（教宗

本篤十六世 Papst 

Benedikt XVI） 

聞道 2008 

9-015 講耶穌的故事 張春申神父 聞道 2009 

9-016 耶穌的故鄉 林耶明 光啓 2009 

9-017 耶穌的好消息 
恩里科．葛比亞提蒙

席 
光啓 2004 

9-018 耶穌的生命智慧 穆宏志 啟示 2005 

9-019 耶穌的為人 方類思  著 聞道 1985 



9-020 救主耶穌小傳 高申祿司鐸編 李嘉堂紀念出版社 1986 

9-021 天主的慈悲消息 傅文輝  編譯 慈幼出版社 1998 

9-022 認識基督 佚名 佚名 佚年 

9-023 耶穌言行 
郭振鐸 述說  張秀

才撰文 

中國河北信德室  

出版發行 
1998 

9-024 耶穌基督是誰？ 
雅各畢飛樞機 著   

房志榮神父  譯 
上智 1997 

9-025 耶穌新論   
梅樹理(VITTORIO 

MESSORI) 
慈幼 佚年 

9-026 歡慶一個新的開始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09 

9-027 
活像耶穌--從 50 個角度認識耶穌,改

變人生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07 

9-028 
受難.愛與新生--十架與復活七言的

生命活泉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0 

9-029 
耶穌臨終七言 The Seven Last Words 

of Jesus 

Rev. Romanus 

Cessario, O.P. 
聞道 佚年 

9-030 追隨基督的腳步聖經之旅 張再基 上智 1992 

9-031 萬民的天主 
J.Giblet 編著  陶為

翼   譯 
光啓 1977 

9-032 氣象萬千是聖神 Carlos G.Valles 著 光啓 1994 

9-033 聖神與您 疏效平 光啓 1998 

9-034 跟隨羔羊 1 費道明 聞道 2002 

9-035 跟隨羔羊 2 費道明 聞道 2008 

9-036 伏求聖神降臨 佚名 佚名 佚年 

9-037 生活在聖神內－祈禱週記表格 台北耶穌聖心會 佚名 佚年 

9-038 天主聖神，充滿天地 
公元 2000年大禧年歷

史-神學委員會編輯 
上智 1998 

9-039 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 
Msgr.Vincent 

M.Walsh(華爾希)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印行 
佚年 

9-040 和風吹送 ─ 九位司鐸的見證 
羅德剛 主編，王敬弘 

等著 
光啓 1993 

9-041 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 
Vincent M.Walsh 華爾

希  

台北教區神恩復興

運動服務小組 
1994 

9-042 擘餅 李鐵民  名鏡合譯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印行 
1993 

9-043 耶穌聖心與司鐸 瑪加利大魯意斯修女 恆毅 1989 

9-044 山頂上的舞台 耶穌受難劇紀實 依品凡 宇宙光 2002 

9-045 耶穌的奧蹟 張春申 光啟 1991 

9-046 耶穌是默西亞 唐迪福著  楊承斌譯 聞道 1992 

9-047 耶穌   禧年二千版 佚名 佚名 佚年 

9-048 聖三模型的靈修生活 大禧年 張春申  胡淑琴 光啟 2000 

9-049 耶穌的受難  基督受死的 50 個理由 約翰派博 美國麥種傳道會 2004 



9-050 歡慶一個美好的相遇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1 

9-051 新天新地 陳佩卿 
聖神內更新團體出

版 
2005.9 再版 

9-052 男士與成功 蘇信超 
聖神內更新團體出

版 
2005.9 再版 

9-053 生命的真諦 蕭麗容.鄭煥明 
聖神內更新團體出

版 
2005.9 再版 

9-054 不再有憂傷 黃鳳屏 
聖神內更新團體出

版 
2005.9 再版 

9-055 化了妝的祝福 李明珊 
聖神內更新團體出

版 
2005.9 再版 

9-056 淺談聖保祿神學 羅光 上智 1999 

9-057 信基督信仰中的末世論 張春申 光啟 2001 

9-058 天主聖神九日敬禮 
Fr.anuel Diaz Alvarez 

厄瑪奴耳.迪雅 
松林 2012 

          

         

10-001 師母篇 帆行  譯 光啓 2009 

10-002 慈母心聲第九版 
台北總教區 狄 剛總

主教準印 

天主教方濟會加播

印刷 
1997 

10-003 真誠孝愛聖母 
聖蒙福  著;待示村

魯  譯 
至潔出版 2004 

10-004 聖母日課  1 本 1 片 
嚴規熙篤隱修院水里

萬福聖母院 

天主教嚴規熙篤隱

修院萬福聖母院

(台灣水里) 

2010 

10-005 瑪利亞的秘密 聖類思.葛利寧.蒙福 
台中教區 王愈榮

主教 準印 
2006 

10-006 玫瑰經九日敬禮－小手冊 佚名 莿冠會訊雜誌 佚年 

10-007 玫瑰經祈禱 潘寧頓神父 上智 1997 

10-008 來自天上聖母的訊息 
瑪麗.方濟.萊伯蓮 

Mary Francis LeBlance 
上智 2001 

10-009 法蒂瑪之秘密 王愈榮主教發行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7 

10-010 法蒂瑪－小手冊 岳道 編譯 慈幼 1977 

10-011 玄義玫瑰聖母顯現記 A.M.WEIGL 著  安道社會學社 1984 

10-012 慈母心聲 
台北總教區張國廷副

主教 准印 
佚名 1984 

10-013 慈母心聲（補編） 
台北總教區張國廷副

主教 准印 
佚名 1984 

10-014 聖母軍手冊 
梁鳳洲 譯  聖母軍

總部發行   

聖母軍台灣分團印

行 
1993 

10-015 
逾越之路－伴同聖母重溫耶穌的苦

路 

Richard 

G.Furey,C.Ss.R.著 
光啓 1998 

10-016 瑪利亞─聖神和教會的畫像 方濟.沙維.度韋  著 上智 1996 



10-017 敬拜聖體孝愛聖母 聖雅風.利高列 慈幼 2000 

10-018 聖母德行讚 聖雅風 慈幼 佚年 

10-019 童貞瑪利亞是誰   班國聖母學會編著 慈幼 1987 

10-020 敬禮聖母的真諦 聖類斯.葛利寧.蒙福 慈幼 1996 

10-021 慈光普照 傅文輝司鐸 
天主教互愛傳播服

務中心 
1988 

10-022 南斯拉夫美都歌里聖母 傅文輝 
天主教互愛傳播服

務中心 
1990 

10-023 梅杜高濟 MEDJUGORJE 佚名 佚名 佚年 

10-024 中華聖母敬禮史話 宋稚青 聞道 2005 

10-025 聖母無玷聖心愛心 張明華  譯 佚名 佚年 

10-026 玫瑰經與教友生活 劉鴻蔭 編 聞道 1988 

10-027 
默想玫瑰經奧蹟與聖母瑪利亞一起

祈禱不懈 

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

父 
聞道 2013 

         

11-001 神修箴言 梁本篤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

會 
2003 

11-002 靈修神學 歐邁安 
河北天主教信德編

輯室出版 
1997 

11-003 內心樂園─愛的三部曲 
吳經雄博士◎英文原

著 
上智 2003 

11-004 古代教父靈修學 施安堂 編譯 台北總主教賈彥文 1982 

11-005 與主密談卷一 聖衣會賈培爾神父 慈幼出版社 1975 

11-006 與主密談卷二 聖衣會賈培爾神父 慈幼出版社 1978 

11-007 與主密談卷三 聖衣會賈培爾神父 慈幼出版社 1978 

11-008 與主密談卷四 聖衣會賈培爾神父 慈幼出版社 1978 

11-009 與主密談卷五 聖衣會賈培爾神父 慈幼出版社 1978 

11-010 與主密談卷六 聖衣會賈培爾神父 慈幼出版社 1978 

11-011 靜觀與默坐 －（之二） 
甘逸逢 Fr..Yves 

Raguin,S.J. 
光啟 1996 

11-012 超級祈禱文集 傅文輝  神父譯 天主教慈幼出版社 2004 

11-013 讚美的力量 
卡羅澤思  著; 譚璧

輝  譯 
光啟文化 2009 

11-014 祈禱入門 Thomas H. Green 上智 2009 

11-015 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天主 
費彬 (Robert Fabing, 

S. J. ) 
光啓 1999 

11-016 頌禱 
香港教區國籍司鐸協

會 

香港教區國籍司鐸

協會 
1989 

11-017 默觀祈禱 Kontemplative Exerzitien 
嘉里克斯神父 Franz 

Jalics, SJ 
上智 2011 

11-018 從靜觀到基督徒的美德（上冊） 馬蒂尼 上智 1993 

11-019 從靜觀到基督徒的美德（下冊） 馬蒂尼 上智 1993 



11-020 靜觀與默坐 －（之一） 
甘逸逢 Fr..Yves 

Raguin,S.J. 
光啟 1996 

11-021 神操通俗譯本 侯景文  譯 光啟 1979 

11-022 默觀生活探秘 牟敦 (Thomas Meron) 光啓 1991 

11-023 行動中的默觀者 貝瑞、杜赫提 光啓 2010 

11-024 遇見牟敦──盧雲眼中的默觀者 
盧雲（Henri J. M. 

Nouwen） 
光啓 2009 

11-025 聖依納爵神操 房志榮  譯 光啓 1978 

11-026 靜觀復活奧蹟 

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

父(Pere Marie-Eugene 

de I’Enfant Jesus) 

光啓 2009 

11-027 教友成聖之道 易典謨 編著 上智 1994 

11-028 成聖捷徑 聖方濟沙雷 慈幼 1993 

11-029 讚美的力量 Merlin R.Ccrothers 光啟 1988 

11-030 天主教基本靈修學 陳文裕 光啟 1988 

11-031 希望的證人 阮文順主講 上智 2002 

11-032 希望的道路 

Archbishop 

F.X.Nguyen V.Thuan 

著 陳廷洲譯   

光啓 1996 

11-033 划向深處 明鏡 華名 1977 

11-034 歸真返璞 
John Mainl,OSB 著 謝

菊英譯 
光啟 1989 

11-035 靜觀蹊徑 甘易逢 光啟 1968 

11-036 活潑的靜觀 甘易逢 光啟 1973 

11-037 凝視天主 甘易逢 光啟 1979 

11-038 祈禱與現代人 
甘易逢 (Fr. Y. 

Ragiun) 
光啓 2006 

11-039 相逢寧靜中 鄭聖冲譯 光啟 1984 

11-040 天主與我 威廉.貝瑞 光啓 2010 

11-041 
祂在我內生活─以聖保祿的方式跟

隨基督 

朱修德 (Jose Ramon 

De Diego) 
光啓 2008 

11-042 師主篇 
耿稗思 (Thomas a 

Kempis) 
光啓 2010 

11-043 井枯之時─入門後的祈禱 

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S. 

J. ) 

光啓 2010 

11-044 十字架苦路默想基督的苦難 趙惠蘭姊妹譯 佚名 佚年 

11-045 活出天主經 

Archbishop Rowan 

Williams，Sister Wendy 

Beckett 

光啓 2010 

11-046 正教導師談祈禱卅二講 

拉里翁總主教 

Archbishop Hilarion 

(Alfeyev) 電視演講 

光啓 2009 



11-047 源頭 甘易逢 (Yves Raguin) 光啓 1999 

11-048 聆聽聖保錄 明鏡 光啓 1981 

11-049 為什麼要做基督徒？ 
賴茂德（Timothy 

Radcliffe OP） 
光啓 2009 

11-050 為什麼要告解？ 
布魯諾.霍德 Bruno 

Forte 
上智 2010 

11-051 靈之旅 張春申神父 上智 2006 

11-052 信主的人必有奇蹟跟隨他們 疏效平 等 上智 佚年 

11-053 
天天經歷復活喜悅--從復活到降臨節

的 50 個信仰實踐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0 

11-054 光與鹽 顧保鹄 聞道 2008 

11-055 你能飲這杯嗎 盧雲 上智 1999 

11-056 答覆耶穌愛的召叫 華畢歐.賈爾第 上智 2004 

11-057 5 分鐘祈禱奇蹟 琳達.舒伯特 上智 2013 

11-058 微風吹拂－給旅途中的你 
Valentine .L.D'Souza 

著 
上智 1995 

11-059 復活的道路 畢卡松 上智 2000 

11-060 週末避靜 張春申神父 上智 2004 

11-061 
主內真生命天主與華蘇拉對話錄   

第二輯 
華蘇拉筆錄 披陽 2005 

11-062 主,請教我們祈禱 夏偉 聞道 1987 

11-063 你的神有多大 佚名 上智 佚年 

11-064 傾心靜聽 Michael Casey  講述 本篤會 2002 

11-065 五隻手指頭的福音 德雷莎修女 上智 2005 

11-066 一分鐘祈禱 Carl F.Peltz 上智 2011 

11-067 天主的話 瑪竇.凱利 溝子口天主堂 2004 

11-068 愛在平信徒中 趙雅博 編著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

會 
1999 

11-069 串起希望之鏈 葛羅謝爾 光啟 2007 

11-070 天堂地獄的啟示 
主耶穌口述   卡特

琳紀錄 
永望文化 1997 

11-071 煉靈的哀訴 
Ref.Joseph Tarc. 

Hou,S.J.  譯 
佚名 1972 

11-072 煉靈的奇妙秘密 伊曼諾(厄瑪奴耳) 佚名 佚年 

11-073 世路明燈 John C.Dowd 歐德高 上智 1999 

11-074 邁向真理之光 黃豐騰  著 天主教之聲雜誌社 2000 

11-075 瓦器裡的寶貝 趙鏞基 以斯拉 2006 

11-076 決心 Mark Link,S.J. 上智 1994 

11-077 與天主談話的藝術 
Bernard Bro,O.P. 著  

王化宇編譯 
光啟 1969 

11-078 山中聖訓 呂漁亭 輔仁大學 2002 

11-079 蝶字畫  默觀題材 劉順德 真福 2001 



11-080 心泉 龐篤義 光啟 1997 

11-081 
主內真生命天主與華蘇拉對話錄   

第一輯 
華蘇拉筆錄 披陽 2001 

11-082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多瑪斯.牟敦 聞道 2012 

11-083 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 曹立珊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

會 
2001 

          

         

12-001 時代巨人聖文生(上) 梅納 U.Maynard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83 

12-002 時代巨人聖文生(下) 梅納 U.Maynard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83 

12-003 遣使會史 高育 著  吳宗文 譯  天主教華明書局 佚年 

12-004 聖文生傳 天主教遣使會譯 至潔 2000 

12-005 聖文生的精神 佚名 佚名 2009 

12-006 慈善／使命 佚名 Eedi6tions du Signe 2010 

12-007 聖露薏絲傳 J.Calvet 仁愛修女會 1989 

12-008 聖路薏絲‧瑪利雅克 佚名 仁愛修女會 1983 

12-009 慶祝聖露薏絲瞻禮 佚名 仁愛修女會 2003 

12-010 聖家會百年履痕 
聖家會修女&張淑芬

(Angel Chang) 
聞道 2010 

12-011 聖劉方濟 卡立神父 遣使會 2000 

12-012 修會生活神學觀 歐培理 慈幼 1979 

12-013 
聖劉方濟神父－在中國傳教

(1718-1820)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14 
慶祝 殉道聖人雷鳴道主教及高惠

黎神父 感恩祭典 
佚名 包思高慈幼會 2001 

12-015 聖人傳記 (一) 公教真理學會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思高聖經學會 
1988 

12-016 聖人傳記 (二) 公教真理學會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思高聖經學會 
1988 

12-017 聖人傳記 (三) 公教真理學會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思高聖經學會 
1988 

12-018 聖人傳記 (四) 公教真理學會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思高聖經學會 
1988 

12-019 德雷莎修女 傅文輝 神父 天主教華明書局 1985 

12-020 德蕾莎修女  傅文輝 神父 光啓 2007 

12-021 
德蕾莎修女傳──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 
千葉茂樹 上智 1987 

12-022 教友模範-菲德烈.歐查楠 吳富炰譯 光啓 1970 

12-023 潺潺清溪─聖女大德蘭精句選萃 陳寬薇 編譯 光啓 2006 

12-024 聖女小德肋撒 Agnes  Richome 張澤  河北天主教信德室 1997 



譯 

12-025 聖女小德肋撒行實影集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26 奉獻誦─與小德蘭一起做退省 費道明 聞道 2002 

12-027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新版) 

Autobiography of St. Therese of Lisieux 
St. Therese of Lisieux  光啓 2009 

12-028 一粒細沙 聖女小德蘭的心靈小路 
翁德昭 ( Rosaire 

Gagnon) 
光啓 2000 

12-029 馬加利大.馬都蘭她是誰? 佚名 
伯利斯仁慈聖母傳

教會 
佚年 

12-030 小德蘭神修精華 陳百希  編 光啟 1966 

12-031 聖文德小傳 胡安德 譯 聞道 1974 

12-032 聖女小德蘭朝聖地手冊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33 回憶錄    法國聖女德蘭 張秀亞 光啟 1986 

12-034 當代獨身生活 甘易逢 光啟 1976;1980 

12-035 
愛的力量 ─ 亞爾斯本堂聖維亞奈

神父傳 
G.Hunermann 上智 2001 

12-036 善牧的台灣經驗 湯靜蓮修女等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1996 

12-037 
仁愛一生   諾貝爾和平獎德蕾莎修

女 

屈雅君 劉鐵英  編

譯 
珠海 2002 

12-038 聖女加大利納拉布萊 伊婉爾 光啟 1996 

12-039 一個生命的小史－馬爾定小德蘭 高師  主教 方濟 1997 

12-040 瑪麗小德蘭 吳富炰 光啟 1984 

12-041 鮑思高神父的內修生活 E. Ceria 慈幼 1979 

12-042 聖若望鮑思高自傳 聖若望鮑思高 慈幼 1980 

12-043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 劉嘉祥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2 

12-044 中國殉道聖人傳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

團宣聖委員會 編印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2000 

12-045 七寶樓台 
聖女大德來著  趙雅

博譯 
光啟 2010 

12-046 聖十字若望純愛的一生與著作 家爾默羅聖衣會修女 星火文化 佚年 

12-047 聖于法西亞傳記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48 羅莎莉．蘭杜修女 佚名 仁愛會中華省會 2003 

12-049 孔維鐸主教和傳教士－手冊 佚名 沙勿略會 2010 

12-050 孔維鐸傳略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51 教宗本篤十五世小傳 鄒保祿 聞道 1998 

12-052 
宣聖－十六位中華殉道真福聖髑巡

迴敬禮專輯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

團宣聖委員會 編印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97 

12-053 聖女伯爾納德和露德 米歇爾 
河北天主教信德編

輯室出版 
1997 

12-054 
慈母莫尼加 Saint Monica：

C.332-387：Model of Christian Mothers 

F.A.Forbes 芳濟佳.艾

利絲.法碧絲 
光啓 2006 



12-055 
聖奧思定沉思錄──愛則隨心所欲 

Agostino d’Ippona Pensieri 
Carlo Cremona 光啓 2004 

12-056 
聖奧思定大家庭的主要幾位聖人傳

記 

Fr.Pablo Panedas、

O.R.A 等 
聞道 2004 

12-057 隱修士的 24 小時 

若望伯鐸‧隆佳神父

（Dom Jean-Pierre 

Longeat） 

光啓 2010 

12-058 戴格蘭修女傳 
道明．雅卡索

（Domenico Agasso 
上智 1996 

12-059 雅培理神父傳 Luigi Rolfo 磊思.羅福 上智 1992 

12-060 金口若望:雕像講道詞選集 金口若望 上智 2007 

12-061 真福若望歐志偉 陶為翼 譯 光啟 1966 

12-062 痲瘋病人的使徒－達米盎神父 
馬重芳   上智出版

社編譯 
上智 2006 

12-063 
主顧傳教修女會會祖－蓋夏姆姆的

故事 
陸多默 光啟 1995 

12-064 保祿孝女會在台 50 週年紀念冊 
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

智文化事業  編輯部 
上智 2010 

12-065 遣使會來華三百周年感恩祭 佚名 佚名 1999 

12-066 師傅，祢住在那裏 
Brian c. Taylor 著;本

篤會修女 譯 
光啟 1991 

12-067 莊稼多工人少 
天主教男修會會長聯

合會 編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84 

12-068 祂吸引著我 張金華修女總編輯 
台北總教區聖召推

行委員會 編印 
1995 

12-069 獻身與崇拜 
Paul Hinnebusch O.P.

著;譚璧輝譯 
光啟 1975 

12-070 牛曼德蘭傳 傅文輝 佚名 佚年 

12-071 
圓夢之旅 13 屆亞太修女聯合會紀念

文集 
佚名 

台灣天主教修會會

士協會 
2004 

12-072 青年良友  聖若望鮑思高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73 備終錄 1 
Sancti Alphonso de 

Liguori. 聖雅風 
慈幼 1990 

12-074 備終錄 2 聖雅風 青年良友 佚年 

12-075 斷頭台上的光輝 
Bourque  王燦雄 合

譯 
光啟 1976 

12-076 聖言會的軌跡 聖言會中華省   聖言會 2000 

12-077 日新又新 上 傅文輝  譯 
天主教互愛傳播服

務中心 
1984 

12-078 日新又新 下 傅文輝  譯 
天主教互愛傳播服

務中心 
1984 

12-079 恭聽主音 
P.Anastasio del 

SS.Rosario O.C.D. 
慈幼 1977 



12-080 教宗良十三小傳 鄒保祿 聞道 1987 

12-081 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82 聖依納爵書信選集 
聖依納爵 (Ignatius of 

Loyola) 
光啓 1989 

12-083 傳播界的先知雅培理神父 Jose Bortolini 上智 1983 

12-084 聖女小德蘭朝聖地手冊 佚名 佚名 佚年 

12-085 聖文生傳 周志毅譯 Paul Renaudin 1979 

12-086 維亞娜畫傳 李慶琨 譯 光啟 1968 

12-087 愈謙愈愛 安貧小姐妹 譯 佚名 佚年 

12-088 中華殉道聖人傳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

團宣聖委員會 編印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佚年 

12-089 
卡彌洛.德.雷列斯 病者慈父 護病師

表 
羅德信 編 光啟 1979 

12-090 承諾史話 
瑪利德蘭修女 宋稚

青神父譯 
大寮聖母隱修院 1993 

12-091 歷史中的聖賢 孫可儀  譯 光啟 1971 

12-092 超越時代的女性 皮菈.拉歐登  原著 佳蘭苦修會 佚年 

12-093 救主會會祖岳旦神父傳 葛良  著 救主會 1981 

12-094 比死更強 傅文輝  譯 光啟 1976 

12-095 聖道明傳 
Bede Jarrett,O.P.劉河

北 譯 
光啟 1967 

12-096 血染連江邊 武幼安 慈幼 1983 

12-097 艾斯德 
葛民誼 著.劉河北 

譯 
光啟 1968 

12-098 王亞纳 
葛民誼 著.劉河北 

譯 
光啟 1964 

12-099 若翰致命 
葛民誼 著.劉河北 

周曉揚譯 
光啟 1964 

12-100 深入群眾 
Voollaume 著  明鏡 

編譯 
光啟 1986 

12-101 聖庇護十世傳 希格內 著 王敬羲譯 光啟 1959 

12-102 聖保祿基督的戰士 戴業勞 著 劉鴻蔭譯 光啟 1960 

12-103 聖伯多祿 費立 著   冬青 譯 光啟 1963 

12-104 愛火炎炎 張秀亞 編著 光啟 1967 

12-105 聖愛火焰 閔納道 博士 著 
聖母無玷聖心侍衛

團 
佚年  

12-106 聖方濟各撒肋爵 M.V.Woodgate 光啟 1969 

12-107 良相佐國 Daniel Sargent 光啟 1968 

12-108 聖達尼老各斯加 加夫 光啟 1957 

12-109 修會生活速寫 
Rev.Otto Cohausz,S.J.

歐德高 
光啟 1964 

12-110 曠野之聲 傅文輝  譯 光啟 1981 



12-111 聖女傑瑪 
路卡傑瑪苦難會院  

編  
光啟 1963 

12-112 紅十字下的偉人 梅苑 光啟 1968 

12-113 天國的拓荒者 周華德 天主教聖言會 2005 

12-114 聖福若瑟神父傳 普路茲.米格 天主教聖言會 2005 

12-115 窮人天使 萊歐.馬斯伯格神父 大千 2012 

12-116 達米盎神父 
馬重方  上智出版社 

編譯 
上智 2006 

12-117 聖保祿孝女會來台 50 週年紀念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

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編輯部 

上智 2010 

12-118 安多尼 的閃亮寶劍 海倫.赫曼 光啟 2007 

12-119 懺悔錄 聖奧斯定 光啟 2009 

12-120 百聖傳略上 于士錚 光啟 2006 

12-121 百聖傳略下 于士錚 光啟 2006 

12-122 我們時代的一位使徒 保祿.李索 聞道 2006 

12-123 栽培領袖耶穌會的人才學 克里斯.勞尼 啟示 2005 

12-124 德蘭修女來做我的光 
布賴恩.克洛迪舒克

神父  編著 
心靈工坊 2009 

12-125 聖文生座談集上 黃玲燕  譯 佚名 佚年 

12-126 聖文生座談集下 黃玲燕  譯 佚名 佚年 

12-127 聖庇謢第十傳 羅光 光啟 1988 

          

          

  .       

13-001 利瑪竇傳 羅光 輔仁大學出版社 1982 

13-002 雷鳴遠與中國 趙雅博 衛道中學 1990 

13-003 湯若望：耶穌會傳教士 張奉箴  著 光啓 1992 

13-004 一條簡單的道路 若望保祿二世 立緒文化 1996 

13-005 教宗若望廿三世家書 梁偉德 光啓 1985 

13-006 教宗本篤十六世 
約翰.艾倫 著   宮

高德神父  譯 
晨星 1984 

13-007 牛若望論文選集   上冊 牛若望著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

會  
1984 

13-007-1 牛若望論文選集   下冊 牛若望著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

會  
1984 

13-008 奧古斯定．韓寧鎬主教傳 赫爾曼.費希爾 至潔有限公司 2006 

13-009 跨越希望的門檻 若望.保祿二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主編  楊成斌 譯 
立緒文化 1995 

13-010 
打擊魔鬼的告解神父 The Cure of 

Ars：The Priest Who Outtalked the Devil 
Milton Lomask  光啓 2008 



13-011 垃圾堆上的修女 厄瑪努爾修女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0 

13-012 珍珠女的悲痛史 
Rev.William 

R.Bonniwell, O.P. 

天主教互愛傳播服

務中心 
1998 

13-013 當達悟愛上耶穌 
錫. 芙拉葛安 訪問

記錄 
上智編輯 2004 

13-014 甜蜜的家－羅馬 史考特與金柏莉.韓 上智 1996 

13-015 死亡九分鐘 喬治 .李齊  中國主日學協會 2003 

13-016 愛在流動 婁緯芳 見證 2001 

13-017 沒有意外這回事 

葛羅謝爾神父（Fr.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光啓 2009 

13-018 
神恩無限生命活現─從哈佛走向方

濟 
Michael Scanlan, T.O.R 上智 2003 

13-019 在大街上遇見耶穌 
賀伯．美心（Robert 

Jolicœur） 
光啓 2009 

13-020 瓦器中的珍寶 
富爾頓．若望．施恩

（Fulton J. Sheen） 
光啓 2007 

13-021 俞大維傳 佚名 佚名 佚年 

13-022 另一種見證－黃德寬神父紀念文集 黃德寬 光啟 2003 

13-023 讓高牆倒下 李家同 聯經 1996 

13-024 在基督內重建一切 單國璽樞機主教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8 

13-025 一堂人間至愛的課-無能者的禮物 克里斯多福.迪文克 光啟文化 2004 

13-026 德思集 蘇修女   編輯小組 佳播 1991 

13-027 獻身者的形象 楊傳亮  編著 輔大出版社 1984 

13-028 西伯利亞的沉思 
W.J.Ciszek 著  劉德

性  譯 
光啟 1987 

13-029 十步芳草 陸多默  著 光啟 1987 

13-030 清泉 張再基 著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90 

13-031 雷鳴遠神父傳 趙雅博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

會  
1990 

13-032 自由鬥士華勒沙 周增祥 光啟 1985 

13-033 永不止息的愛  姚四川紀念文集 
天主教基督服務團編

輯小組 
基督服務團 1990 

13-034 苦海波心(上) 呂漁亭 輔仁大學 佚年 

13-035 苦海波心(下) 呂漁亭 輔仁大學 佚年 

13-036 我走過的路    陸多默  著 思高 1995 

13-037 于樞機主教逝世周年特刊 康寧雜誌編輯委員會 康寧 1980 

13-038 
剛恆毅樞機主教使華七十周年論文

集 
張振東 主徒會 1992 

13-039 勞改營中的隱修士 朱樹德神父 基督生活團 1984 



13-040 伯渠夕唱(上) 羅漁 恆毅 1990 

13-041 天香庭院 張秀亞 著 先知 1973 

13-042 迷途羔羊回來呀! 何在德 何復興 發行 2012 

13-043 我看見了主 愛德華.米勒  編 號角 1989 

13-044 奮鬥與快樂的一生 鄧嘯風 佚名 2001 

13-045 如何去愛 教宗若保祿二世 啟示 2004 

13-046 禮物與奧蹟 教宗若保祿二世 光啟 1997 

13-047 心靈顯影教友篇(一) 樓美娟 等人 見證 1998 

13-048 心靈顯影教友篇(二) 樓美娟 等人 見證 1998 

13-049 牢獄中的約會 安德洛威 聞道 1989 

13-050 克里亞特 楊鍾祥 永旺文化事業公司 1997 

13-051 真言-吳大猷傳 賴樹明 木棉 1999 

13-052 芸蕪萃 楊鍾祥 永旺文化事業公司 1996 

13-053 貞靜心聲-少女白蘭德的日記和書信 許平和 編譯 上智 1988 

13-054 心靈顯影修道篇(一) 應芝苓  等人 見證 1998 

13-055 心靈顯影修道篇(二) 鄒逸蘭  等人 見證 1998 

13-056 
羅光全書冊一  生命哲學初版  生

命哲學修訂版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57 
羅光全書冊二  生命哲學訂定版 續

編 再續編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58 
羅光全書冊三  人生哲學訂定版  

人生哲學修訂版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59 
羅光全書冊四    儒家生命哲學  

儒家形上學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0 羅光全書冊五  中國哲學大綱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1 
羅光全書冊六  中國哲學思想史  

先秦篇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2 
羅光全書冊七  中國哲學思想史 兩

漢南北朝篇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3 
羅光全書冊八    中國哲學思想史  

魏晉隋唐佛學篇(上)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4 
羅光全書冊九    中國哲學思想史   

魏晉隋唐佛學篇(下)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5 
羅光全書冊十    中國哲學思想史  

宋代篇(上)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6 
羅光全書冊十一    中國哲學思想

史   宋代篇(下)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7 
羅光全書冊十二    中國哲學思想

史   元明篇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8 
羅光全書冊十三    中國哲學思想

史  清代篇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69 羅光全書冊十四    中國哲學思想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史  民國篇 

13-070 
羅光全書冊十五  中國哲學的精神 

中國哲學的認識論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1 羅光全書冊十六  中國哲學的展望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2 
羅光全書冊十七  儒家哲學的體系  

儒家哲學的體系續篇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3 
羅光全書冊十八   王船山形上學思

想   歷史哲學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4 

羅光全書冊十九   中西宗教哲學比

較研究  中外歷史哲學之比較研究  

中西法律哲學之比較研究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5 羅光全書冊廿  士林哲學-理論篇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6 
羅光全書冊廿一    士林哲學-實踐

篇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7 
羅光全書冊廿二  哲學概論  哲學

與生活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8 
羅光全書冊廿三  基督傳  天主教

教義  聖母傳  天主教的使者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79 

羅光全書冊廿四  我們的天父 耶穌

基督是誰  我們的聖母  我們的彌

撒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0 
羅光全書冊廿五  生活的修養與境

界  生活的體味  宗教與生活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1 
羅光全書冊廿六  福音生活  宗徒

訓示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2 
羅光全書冊廿七  教廷與中國使節

史  陸徵祥傳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3 
羅光全書冊廿八  利瑪竇傳 徐光啟

傳 聖庇護第十傳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4 
羅光全書冊廿九  羅馬晨鐘(一) 羅

馬晨鐘(二)海濱夕唱 牧盧晚吟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5 羅光全書冊卅   牧廬文集(一)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6 羅光全書冊卅一   牧廬文集(二)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7 羅光全書冊卅二  牧廬文集(三)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8 羅光全書冊卅三   牧廬文集(四)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89 羅光全書冊卅四   牧廬文集(五)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90 羅光全書冊卅五 牧廬文集(六)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91 羅光全書冊卅六   牧廬文集(七)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92 羅光全書冊卅七    牧廬文集(八)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93 羅光全書冊卅八   年譜 羅光 臺灣學生書局 1996 

13-094 
Complete Works of Lokuang  

Vol.39-1,2 
羅光 

Student Book 

Co.LTD. 
1996 



13-095 
Complete Works of Lokuang  

Vol.40-1,2,3 
羅光 

Student Book 

Co.LTD. 
1996 

13-096 Complete Works of Lokuang  Vol.41 羅光 
Student Book 

Co.LTD. 
1996 

13-097 Complete Works of Lokuang  Vol.42 羅光 
Student Book 

Co.LTD. 
1996 

13-098 芸莎萃 楊鍾祥 永旺文化事業公司 2008 

13-099 芸茅萃 楊鍾祥 永旺文化事業公司 2004 

13-100 栽在水旁的一棵樹 

愛德華.布里昂 著  

中國麻瘋服務協會 

編 

光啟文化 2012 

13-101 約格與紅人 達爾博  光啟 1958 

13-102 他們聽到了司鐸的召喚-再創新事業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譯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83 

13-103 斷頭台上的光輝 
王燦雄   Bourgue  

合譯 
光啟 1976 

13-104 漁夫的後塵 隱芳  譯 光啟 1972 

13-105 教宗保祿六世信德講話 宋稚青  譯 光啟 1969 

13-106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什麼被刺? 聞道出版社編印 聞道出版社編印 1981 

13-107 聖誕節的啟示 陳百希 光啟 1969 

13-108 一個天生殘缺女孩的奮鬥史 白正龍  譯 聞道出版社 1972 

13-109 伯達尼的瑪麗的回憶 藍思 聞道出版社 1969 

13-110 無名英雄小傳 侯景文 譯 光啟 1966 

13-111 葡萄美酒香醇時 謝冰瑩 耕莘青年寫作會 1981 

13-112 徐誠斌主教殘簡 方豪 輯著 聞道出版社 1977 

13-113 沉默 遠藤周作   道聲出版社 1974 

13-114 淑世的火焰 姜郁青 恆毅月刊社 1976 

13-115 
聖母孝子百歲人瑞高師謙老神父專

集 
佚名 佚名 1997 

13-116 
信念-進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心靈

書房 

Mary Emmanuel 

ALvesFSP.Molly 

H.Rosa 

上智 2006 

13-117 回憶與認同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上智 2007 

13-118 生命告別之旅 
單國璽 著 .林保寶 

採訪整理 
天下遠見 2008 

13-119 聖地朝聖指南 韓承良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社 
1994 

13-120 彩虹的盟約 依懦斯 聞道 2011 

13-121 世界的光 古裕 譯 聞道 2012 

13-122 克里亞特 楊鍾祥 華豐美術印刷 2009 

13-123 生命的調色盤 馨心 王新慧 2011 

13-124 領導就是喚醒生命 古倫神父 南與北文化出版社 2007 



13-125 韶調飄飄張黃莉淳紀念特輯 佚名 佚名 2011 

13-126 
隨主聖意台南教區榮休成世光主教

晉牧金慶紀念文集 
林吉男發行 聞道 2010 

          

         

14-001 豐盛的五十年 天母天主堂 佚名 2005 

14-002 恩寵的五十年 天母天主堂 佚名 2011 

14-003 
見證－就是愛分享 （２００９年 

天母堂福傳大會） 
趙榮珠  主編 至潔 2009 

14-004 
感恩５０ 慶祝台北教區５０周年

禮儀手冊 

天主教台北總主教公

署 
佚名 2000 

14-005 
賀天主教聖安娜之家－柯德蘭修女

八秩大壽 
翟金誠編輯 

天主教聖安娜之家

發行 
2002 

14-006 
柯德蘭修女"６０年"鑽石慶慶祝－手

冊 
佚名 

天主教聖安娜之家

發行 
2010 

14-007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天主之母堂－遣

使會士文雅德神父晉鐸四十周年慶 
天母天主堂 佚名 2001 

14-008 孫茂學神父晉鐸五十年紀念 孫茂學 榮德彩印 2005 

14-009 
傳愛１５０－慶祝天主教在台灣１

５０年 傅愛感恩大會 
天主教台灣主教團 佚名 2009 

14-010 中華教會的先驅利瑪竇與中國教友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傳

教委員會 
上智 1982 

14-011 高級中學 世界文化史－（上冊） 國立編譯館 國立編譯館 1987 

14-012 我們的大家庭  石牌天主堂 石牌天主教會 台北第四總鐸區 1989 

14-013 高級中學 世界文化史－（下冊） 國立編譯館 國立編譯館 1988 

14-014 留比學生史 王慶餘 光啟文化 2011 

14-015 沙漠之旅 趙國光 聞道 1987 

14-016 篳路藍縷 高弘儒  總編輯 
士林天主堂傳教協

進會 
1995 

14-017 您對聖像畫有何了解? 
聖約翰修道院女修女

們 

台灣省台北縣基督

教正教會 
2006 

14-018 漢蒙相遇與福傳事業 Patrick Taveirne 光啟文化 2012 

14-019 
聖若瑟礁溪天主堂建堂暨遣使會會

士羅文思神父晉鐸 50th 紀念專刊 
羅文思神父  總編輯 聖若瑟礁溪天主堂 2013 

14-020 請君入 JIRUNG 金崙聖若瑟天主堂 
蔡恩忠神父 翁佳惠  

編著 
天主教遣使會 2012 

14-021 聖若瑟勞工主堡天主堂 50 週年慶 蔣曾迪繁 至潔有限公司 2007 

14-022 
傳承與開創 士林堂的過去 現在 未

來 
高弘儒 總編輯 士林耶穌君王堂 2005 

14-023 
與主偕行 善與人同 聖母聖心傳教

修女會在台五十周年 

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發行人 

聖母聖心傳教修女

會 
2009 

14-024 來看看吧!  窮苦人的福音使徒 王承前  潘家駿 遣使會聖召推行小 2002 



組 

14-025 
感恩與祝福  台北聖家堂 60 週年專

刊 
張帆人  等編輯 天主教台北聖家堂 2012 

      

         

          

15-001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 J.William Worden 心理 1995 

15-002 走過痛苦 鄭玉英 光啟 1998 

15-003 戰勝憂鬱 賽拉芬.發爾沃  上智 1997 

15-004 生命終點的盼望--生命與死亡的藝術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0 

15-005 在生命的泥沼中成長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主

編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1997 

15-006 心理治療案例選粹 
蔡式淵 王震武 李瑞

玲 華瘦馬 
張老師月刊社 1982 

15-007 家族歷史與心理治療 王行 心理 1996 

15-008 人生信心面 Norman Vincent Peale 允晨文化 1984 

15-009 卡奈基的魅力 亞瑟.貝爾 新潮社 1988 

15-010 卡內基訓練 佚名 又龍企管顧問公司 1988 

15-011 用腳飛翔的女孩 蓮娜瑪莉亞.克林佛 傳神愛網資訊 2001 

15-012 心靈的治癒  王敬弘神父 光啓 1980 

15-013 找到自己，找到天主 
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 
光啓 1997 

15-014 幸福相遇的 25 種態度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1 

15-015 心靈陪伴的靈修之路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10 

15-016 
壓力與幸福之追尋 ─基督徒靈修之

新挑戰 

慕洮、馮剛 (Susan 

Muto & Adrian van 

Kaam) 

光啓 2001 

15-017 感謝機會常來敲門：致勝的８種習慣 
比爾‧費茲派特 Bill 

FitzPatrick 
上智 2007 

15-018 掌握個人的優勢 大衛.坎貝爾 上智 2010 

15-019 好簡單,好富足 游乾桂 天下遠見 2003 

15-020 
擁抱老年心生活--散發智慧馨香的年

歲足跡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09 

15-021 活出意義來 
弗蘭克 (Viktor E. 

Frankl ) 
光啓 1995 

15-022 人生的光明面 皮爾博士 純文學 1965 

15-023 拒作二手人 
Carlos G.Valles,S.J.黃

美基譯 
光啟 1990 

15-024 走出黑暗 葛羅謝爾 光啟 2000 

15-025 標竿人生 華里克 使者 2003 

15-026 末期病人的身心護理 約翰辛頓 康寧 1985 



15-027 神聖的軟弱 羅伯.費彬 光啟文化 2005 

15-028 頭腦的影響力 
坂田稔  石川弘義 

合著 
德昌新刊 佚年 

15-029 塗鴉自己的人生  活出自信來 琦君 正中 2011 

15-030 成長的最後階段 孫振青編譯 光啟 1993 

15-031 氣度決定寬度    忍，輸贏一線間 侯清恆 大都會文化 2007 

15-032 天使守護的男孩 

凱文.馬拉基  艾力

克斯.馬拉稽合著  

蔣雪影譯 

天下文化 2011 

15-033 幽默 100 郭泰 遠流 1989 

15-034 給青年朋友的十封信 呂漁亭 聞道 1994 

15-035 一支燭光 周增祥 譯 光啟 1979 

15-036 深度人生 高文鍊 思高聖經學會 1995 

15-037 歡笑人生幸福多 史莫琳 上 智文化 2012 

15-038 別找了,成功的鑰匙就在你身上 羅文彬 鷺江 2011 

15-039 祗此一生 孔納德.巴斯 
天主教文物服務中

心 
1986 

15-040 讓快樂進來 費爾.博斯曼 天主教華明書局 1982 

15-041 聖龕中耶穌的心聲 佚名 佚名 2010 

15-042 
磨亮的劍 徐劉玉棠姊妹歷經熬煉的

奇妙旅程 

徐劉玉棠 口述 ;呂

思瑜  執筆 
佳音廣播電台 2013 

          

         

16-001 

榮耀之殿：上帝的宇宙和科學 The 

Palace of Glory：God’s World and 

Science 

亞瑟．皮卡克  光啟 2006 

16-002 創造與進化(A)眷 阿蘭.赫瓦德 永望 1999 

16-003 吳經熊 中國人亦基督徒 郭果七 光啓 2006 

16-004 信仰辯 邵路淇 光啟 1988 

16-005 神存在嗎？ 若望.瑪帝奈 光啓 2007 

16-006 
是幻覺還是奇蹟──神蹟小城露德

的治癒故事 

巴逖克．德里葉 

(Patrick Theillier) 
光啓 2005 

16-007 
神的氛圍 Le Milieu Divin─Essai de 

vie int?rieture 
德日進著 光啓 1996 

16-008 神學中的人學 谷寒松 光啓 1988 

16-009 什麼是真理 張澤 聞道 1990 

16-010 愛的科學 吳經熊 光啟 1999 

16-011 
顛覆思想的心理大師耶穌超凡的智

慧 
奧古斯都.庫里 上智文化 2012 

          

          

          



          

17-001 結婚 泉飛莎等作 上智 1991 

17-002 尊重人之初和婚姻生活 
魏鴻榮  王若谷  和

著   
善導周刊社發行 1982 

17-003 
家庭．民主．信仰 家庭民主教育與

信仰傳遞 
徐錦堯 公教教研中心 1992 

17-004 性與愛 吉山登 上智 1991 

17-005 

家庭是人生的冒險--一趟淬煉生命的

旅程／Abenteuer Leben--Das Spiritulle 

Familienbuch 

馬達蓮娜.伯格那    

古倫神父 
南與北 2009 

17-006 
婚姻—愛的共融，生命分享—牧民心

理學 
朱蒙泉神父 聞道 2007 

17-007 聖心緣 吳經熊博士與我 吳祝文英 久裕 2007 

17-008 婚前預備 威廉.傑.馬克雷 大光文字團契 1983 

17-009 貞愛部落格 
Heather Gallagher & 

Peter Vlahutin 
上智 2006 

17-010 家庭心聲 
台北總教區大專教職

員協會 
輔仁大學 1994 

17-011 人生幸福與信仰 呂漁亭 輔仁大學 1999 

17-012 男女交談集 
台北總教區大專教職

員協會會員 
輔仁大學 1995 

17-013 我看叢書  家庭文集之一 沈錦惠 光啟 1981 

17-014 解惑 林立樹 益世評論 1990 

17-015  婚前輔導手冊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社

會發展委員會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

社會發展委員會 
1994 

          

          

          

          

18-001 我要讓我的孩子上教堂 冎永達 聞道 2001 

18-002 兒童祈禱集 上冊  成文 光啓 1996 

18-003 兒童祈禱集  下冊 成文 光啓 1996 

18-004 跟寶貝一起祈禱 蘇怡顰 上智 佚年 

18-005 兒童默想 瑪德蓮西蒙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94 

18-006 與愛同行 正中書局主編 正中 2005 

18-007 我和耶穌一起生活卡通書籍 天主教互愛傳播中心 慈幼 1985 

18-008 我為天主家庭的一分子卡通書籍 天主教互愛傳播中心 慈幼 1984 

18-009 遵守主命卡通書籍 天主教互愛傳播中心 慈幼 1987 

18-010 我們認識天主 雷蕙琅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85 

18-011 天主的好朋友卡通書籍 天主教互愛傳播中心 慈幼 1986 

18-012 天地的創造者卡通書籍 天主教互愛傳播中心 慈幼 1988 



18-013 
奇異果的恩典 no.5 那些你想不透的

事 
佚名 佚名 佚年 

18-014 奇異果的恩典 no.6 天國攻略 佚名 佚名 佚年 

18-015 青春的煩惱 胡安德編譯 慈幼 1987 

18-016 奇異果的恩典 no.7 下一站,遇見 佚名 佚名 佚年 

18-017 奇異果的恩典 no.8 你我的故事 佚名 佚名 佚年 

18-018 兒童聖經 德國宗座兒童協會 BDKJ 1986 

18-019 喜樂新生命(上)導師手冊 香港教區教理委員會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96 

18-020 喜樂新生命(下)導師手冊 香港教區教理委員會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96 

18-021 
生命的勇者～親愛的孩子你要活得

起勁 
永井隆 上智 2000 

18-022 新約的故事 
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

會 
東方 1976 

18-023 青春與愛情    貝里可 慈幼 1983 

18-024 教宗與青年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編

輯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85 

18-025 福音的喜樂(向青年們講的退省道理) 
Card.C.M.Martini 著 

胡安德譯 
慈幼 1992 

18-026 青年的人格 多德博士 慈幼 1984 

18-027 學以致用 傅佩榮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

委員會 
1992 

18-028 天使不曾忘記 姜捷 周大觀基金會 2011 

18-029 少年生活家 游乾桂 國語日報 2010 

18-030 給青年朋友的信 呂漁亭 輔仁大學 1993 

18-031 大聖人小故事① 
羅瓦士（Lawrencee G. 

Lovasik） 
光啓 佚年 

18-032 大聖人小故事② 
羅瓦士（Lawrencee G. 

Lovasik） 
光啓 佚年 

18-033 大聖人小故事 (3) 
羅瓦士（Lawrencee G. 

Lovasik） 
光啓 佚年 

18-034 大聖人小故事 (4) 
羅瓦士（Lawrencee G. 

Lovasik） 
光啓 佚年 

18-035 奇異果的恩典 no.4 噓..你聽見了嗎? 佚名 佚名 佚年 

18-036 迷你要理  賀廣慈編撰 良友 2000 

18-037 童年的夢 林煥彰 光啓 1976 

18-038 春風集 劉錦得 光啓 1976 

18-039 聖體聖事簡易要理 羅伯特.科吉神父 等 上智文化 2009 

18-040 我的朋友,耶穌 韓貞玉 澳門聖保祿孝女會 2002 

18-041 耶穌的故事 吳錡編寫 上智 2012 

18-042 古比歐的大野狼 許書寧 上智 2012 

18-043 手繡創世紀 張美筠 久洋 1996 

18-044 兒童聖經聖經選讀 協助貧困教會委託 德國宗座兒童協會 1986 



及 BDKJ 合作出版 

18-045 加爾各答的德蕾莎婆婆 黃美基  譯 佚名 1987 

18-046 聖經寫真 光啟編譯 光啟 1967 

18-047 給多默神父的信 
盧斯亞神父 賴明禮

蒙席 合著 
佚名 佚年 

          

         

19-001 微光 Frank Mihalic 上智 1992 

19-002 夜，雲輝星燦的夜上冊 依搦斯 聞道 1998 

19-003 夜，雲輝星燦的夜下冊 依搦斯 聞道 1998 

19-004 大自然在唱歌 
奧爾森(Siqurd 

F.Olson) 
先覺 1999 

19-005 生命的花蕊上冊 依搦斯 聞道 1999 

19-006 生命的花蕊下冊 依搦斯 聞道 1999 

19-007 來自雲天的樂章上冊 依搦斯 聞道 1995 

19-008 來自雲天的樂章下冊 依搦斯 聞道 1995 

19-009 羅蘭散文 羅蘭 文化圖書 1970 

19-010 詩人的小木屋 張秀亞 光啓 1978 

19-011 耶穌在哈佛的 26 堂課 哈維.考克斯 啟示 2006 

19-012 小屋 威廉.保羅.楊 寂寞 2009 

19-013 八十八曼陀羅百疎 黃束直  黃中堅 復文圖書 2006 

          

          

20-001 中國宗教思想例證   張奉箴 聞道 1993 

20-002 天主子女如何回答世人的詢問 許平和 上智 2004 

20-003 宗教論述專輯第二輯 鍾福山總編輯 內政部 1995 

20-004 兩岸宗教交流之現況與展望 鄭志明 
南華管理學院宗教

文化研究中心 
1997 

20-005 面對耶和華見證人－小手冊 G.Sangalli 慈幼 1984 

20-006 分享佛教 佚名 
木柵 catho0lic 

church 
佚年 

20-007 淺談佛學 
甘易逢 (Y. Raguin, S. 

J. ) 編著 
光啓 1994 

20-008 摩門教－小手冊 佚名 佚名 佚年 

20-009 中華先哲的神學思想 王寒松 河北天主教信德室 1997 

20-010 猶太教 雅各.紐斯納 城邦文化 2002 

20-011 釋迦牟尼與耶穌基督 田毓英 光啟 2000 

20-012 宗教的故事 安修.Lee 編著 好讀 2004 

          

          

21-001 如何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手冊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1998 



印 編印 

21-002 宗教輔導論述專輯 鍾福山總編輯 內政部 1994 

21-003 
內政部８４年度宗教團體負責人聯

誼座談活動 
內政部 編印 內政部 編印 1995 

21-004 
基督徒關懷愛滋感染者訓練課程手

冊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編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 
2004 

21-005 不信正義喚不回-弱勢正義關懷文集 曠野雜誌社編 雅歌 1993 

21-006 申請籌組宗教團體須知 內政部  編印 內政部  編印 1996 

21-007 方舟的心靈 溫立光(Jean Vanier) 上智 2004 

21-008 一個超越天堂的淨土 陳美羿等著 靜思 2002 

21--009 安寧歸去-如何面對生命終點 趙可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安寧照顧基金會 
2007 修訂印行 

21--010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設聖安娜之家 
費克強 神父總編輯 佚名 2012 

21--011 以信仰為本的管理 
海倫.亞爾佛德   麥

可.諾頓 
輔大 2007 

21--012 感恩與讚頌露德十周年回顧與展望 
謝菊英 徐森杰 總編

輯 
光隆 2007 

21--013 方舟的心靈 溫立光(Jean Vanier) 上智 2004 

          

          

          

         

          

22-001 慢跑與健康－手冊 
台北市府衛生局     

編 
行政院衛生署  印 1992 

22-002 基督徒婦女心靈環保再起步 生態關懷者協會 教會合作協會   2002 

22-003 意識.共識興環保 簡又新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編印 
1990 

22-004 台大人的十字架 臺大學生 臺大大學新聞社 1972 

22-005 山夫草吟集 徐可之 佚名 2012 

          

         

23-001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3.7.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3 

23-002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4.1.3.5.6.7.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4 

23-003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5.1.3.4.5.6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5 

23-004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5.7.10.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5 

23-005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6.1.2.3.4.5.6.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6 

23-006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6.7.8.10.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6 

23-007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7.1.2.3.5.7.8.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7 



23-008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8.1.2.3.4.5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8 

23-009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8.7.10.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8 

23-010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9.7.10.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9 

23-011 見證月刊合訂本   1999.1.2.3.4.5.7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1999 

23-012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0.1.2.3.4.5.7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0 

23-013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0.7.10.11.13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0 

23-014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1.1.2.3.4.5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1 

23-015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1.7.10.11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1 

23-016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2.1.2.4.5.6.7.10.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2 

23-017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3.1-6 月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3 

23-018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3.7.8.9.10.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3 

23-019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4.1-6 月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4 

23-020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4.7.9.10.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4 

23-021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5.1.2.3.5.6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5 

23-022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5.7-12 月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5 

23-023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6.1-6 月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6 

23-024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6.7-12 月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6 

23-025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7.1-6 月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7 

23-026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7.7.10.11.12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7 

23-027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8.1.3.4.5.6 趙榮珠 主編 方濟會佳播印刷 2008 

23-028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8.7-12 月 趙榮珠 主編 至潔印刷 2008 

23-029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9.1.3.4.5 趙榮珠 主編 至潔印刷 2009 

23-030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9.7.8.9.10.11 趙榮珠 主編 至潔印刷 2009 

23-031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10.1.3.4.5.6 趙榮珠 主編 至潔印刷 2010 

23-032 見證月刊合訂本    20010.7-12 月 趙榮珠 主編 至潔印刷 2010 

23-033 
每日福音期刊  甲年(1-11

期)1998/11/29-1999/11/27 
彭育申 主編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教理推廣組發行 
1999 

23-034 
每日福音期刊  乙年((1-9

期)1999/11/28-2000/12/02 
彭育申 主編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教理推廣組發行 
2000 

23-035 
每日福音期刊  丙年(1-10

期)1997/11/30-1998/10/31 
彭育申 主編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教理推廣組發行 
1998 

23-036 五餅二魚(2002-2005 年)(11 期-22 期) 
聖城通訊 聖荷西華

人天主教會 

聖城通訊 聖荷西

華人天主教會 
2005 

23-037 五餅二魚(2006-2007 年)(23 期-29 期) 
聖城通訊 聖荷西華

人天主教會 

聖城通訊 聖荷西

華人天主教會 
2007 

23-038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306;309;314;319;321;327;331 期) 
主教團秘書處 至潔印刷 2010 

          

          

          



         

          

          

24-001 我心難安 
Fr.Malachy 

Cullen,OSA 
光啟 1988 

24-002 
走入世界的使徒  聖方濟沙勿略與

孔維鐸主教的生命對談 
聖方濟沙勿略會 聖方濟沙勿略會 佚年 

24-003 善牧為羊捨生 
張恩洪編譯 ENZO 

BIANCO 編籑 
慈幼 佚年 

24-004 上主的撫摸 張淑暉譯 聞道 1997 

24-005 昇華入門 
畢子宜神父 著  仁

愛聖母婢女彙編 
聞道 1998 

24-006 
起來，走吧！－病患與殘障的「友愛

團┘ 
方濟神父 著 聞道 1998 

24-007 耶穌我信賴祢！ 茨冠會訊雜誌社 豐生打字印刷社 1995 

24-008 你當然可以了不起 
那蘭摩爾作  楊牧谷  

撰譯 
證道出版 1982 

24-009 奇異恩典 蔣劍秋 至潔有限公司 2008 

24-010 備終錄  
利高列 著   李問漁

譯 

河北天主教信德編

輯室 
1997 

24-011 生命之光－福音小冊③ 
天主教台北聖神同禱

會編印 

天主教聖神同禱會

編印 
1998 

24-012 太平於地 
葛民誼 著 劉西滿 

譯 
華成印書局 1963 

24-013 依納爵小傳 天主教四維文教院 
耶穌會中華省聖召

推廣小組 
佚年 

24-014 介紹耶穌基督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主

教公署 印發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主教公署 印發 
佚年 

24-015 耶穌（Ａ） 佚名 溝子口天主堂 佚年 

24-016 
在聖神內  (天主教教理) 附錄教友

研習本 

香港教區教理中心編

訂 
河北天主教信德室 1997 

24-017 TABERNACLE 聖體櫃 佚名 溝子口天主堂 佚年 

24-018 可愛的朋友們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原著  胡安德 譯 
慈幼出版 1985 

24-019 光明之路  我們與耶穌一起同行 全國宗座傳信善會 全國宗座傳信善會 2012 

24-020 耶穌愛你  含 cd 一片 佚名 佚名 佚年 

24-021 最偉大的聖祭 趙一舟  編 光啟出版社 1965 

24-022 復活前夕禮儀 
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出版社 
1973 

24-023 天天都是聖誕節 佚名 溝子口天主堂 佚年 

24-024 天主慈悲袖珍本 
傅文輝 編譯  徐英

發 審閱 

天主教互愛傳播服

務中心 
1999 



24-025 
將平凡生活變為不平凡  仁慈聖母

修女會傅天娜修女 

仁慈聖母修女會

M.Elzbieta Siepak 修女

編輯 

佚名 1999 

24-026 中華文化與天主教 佚名 華明書局 1971 

24-027 中國人的宗教觀 葛立模 司鐸 華明書局 1971 

24-028 基督和平是甚麼作什麼 鄭純宜  譯 佚名 1998 

24-029 雅培理神父教會大眾傳播福之父 上智編輯小組編輯 上智 2003 

24-030 聖經與信友生活  聖經十講第一講 
聖經研讀推廣小組編

著 

光啟 先知 華明 

聯合出版 
1973 

24-031 
聖經與個人及團體祈禱  聖經十講

第二講 

聖經研讀推廣小組編

著 

光啟 先知 華明 

聯合出版 
1973 

24-032 
聖經是怎樣寫成的  聖經十講第四

講 

聖經研讀推廣小組編

著 

光啟 先知 華明 

聯合出版 
1973 

24-033 
聖經的綱目及內容  聖經十講第五

講 

聖經研讀推廣小組編

著 

光啟 先知 華明 

聯合出版 
1973 

24-034 舊約的歷史背景  聖經十講第六講 
聖經研讀推廣小組編

著 

光啟 先知 華明 

聯合出版 
1973 

24-035 舊約形成的經過  聖經十講第七講 
聖經研讀推廣小組編

著 

光啟 先知 華明 

聯合出版 
1973 

24-036 耶穌的信息 王玉川  譯 光啟 出版 1981 

24-037 友誼傳教 
Margaret Thompson 

著  孫可儀   譯 
光啟 出版 1969 

24-038 聖方濟磊質 陳百希 編 光啟 出版 1966 

24-039 耶穌基督 范永明 發行 興台彩色印刷 1977 

24-040 舊約中耶穌受難的預言 顧保鵠  著 光啟 出版 1962 

24-041 拯亡會會祖主顧瑪利亞修女 marie Rene' Bazin  編 
台北總主教田耕莘

書基准印  
1963 

24-042 聖味增爵 光啟編譯館  編 光啟 出版 1960 

24-043 
一位中國奉教太太-許母徐太夫人甘

第大傳畧- 

柏應理  著  徐允希  

譯 
光啟 出版 1965 

24-044 你的教友聖召 吳富炰  譯 光啟 出版 1965 

24-045 永恆的懷念 李哲修 聞道 1985 

24-046 聖母情 小鎮醫療溫情紀事(一) 羅東聖母醫院 發行 佚名 1997 

24-047 
一位中國奉教太太-許母徐太夫人甘

第大傳畧- 
羅東聖母醫院 發行 佚名 佚年 

24-048 鼓舞人生的天主教信仰 
天主教高雄教區聖保

祿福傳中心  編印 
佚名 佚年 

24-049 感恩祭釋義 台北總教區印製 
天主教方濟會佳播

印刷 
佚年 

24-050 誰的眼誰的手 捷克.樂博東 
藍星打字排版有限

公司 
1987 

     



以下是卡

帶或 DVD

目錄 

    

V07-001 天主教的信仰 DVD版 1-10全套 50集 4 套     

V07-002 
天主教的信仰 DVD 版 11-20 全套 50

集 
4 套     

V07-003 
天主教的信仰 DVD 版 21-30 全套 50

集 
4 套     

V07-004 
天主教的信仰 DVD 版 31-40 全套 50

集 
4 套     

V07-005 
天主教的信仰 DVD 版 41-50 全套 50

集 
4 套     

V02-001 聖保祿-從塔爾索到全世界 上集 1 片     

V02-002 聖保祿-從塔爾索到全世界 下集  1 片     

V13-001 永遠的教皇－若望保祿二世 1 片     

V13-002 教宗－約翰保祿二十三世（１） 1 片     

V13-003 教宗－約翰保祿二十三世（2） 1 片     

V18-001 新約妙妙妙  2 片     

V17-001 殘蝕的理性－人類墮胎現況的反思 1 片含一本書     

V18-002 十誡（卡通） 1 片     

V18-003 人人都應當知道  1 片     

V12-001 Jeremiah 耶利米／耶勒米亞  1 片     

V12-002 解開耶穌之謎  1 片     

V06-001 祂  1 片     

V12-003 瑪伽利諾 麵包與酒  1 片     

V13-004 ２５年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 片     

V18-004 
戀愛在聖誕 ( 第四個博士／聖誕玩

具兵  蔬菜總動員) 
2 片     

V14-001 
天母天主堂修繕工程－感恩暨募款

音樂會Ｘ２  
1 片     

V10-001 
玫瑰花環－玫瑰經祈禱集 － 錄

音卡帶 
1 套 2 片 上智音響出版社   

V10-002 玫瑰經 （國語） － 錄音卡帶 1 套 2 片 上智音響出版社   

V10-003 耶穌的母親瑪利亞  1 片     

V02-003 Jacob 雅各／雅各伯  1 片 天韻影視社   

V02-004 Paulof  Tarsus 保羅／保祿  1 片 天韻影視社   

V02-005 
Esther 波斯王后－以斯帖／艾斯德

爾  
1 片 天韻影視社   

V02-006 Moses 摩西／梅瑟  1 片 天韻影視社   

V02-007 Abraham 亞伯拉罕／亞巴辣罕  1 片 天韻影視社   

V02-008 Solomon 所羅門／撒羅滿  1 片 天韻影視社   

V02-009 Joseph 約瑟／若瑟  1 片 天韻影視社   



V02-010 Ａpocalypse 啟示錄／默示錄  1 片 天韻影視社   

V10-004 Lourdes 露德聖母  1 片 上智   

V10-005 Fatima 法蒂瑪聖母  1 片 上智   

V10-006 宜蘭礁溪 五峰旗聖母顯靈的故事  1 片 

財團法人宜蘭縣天

主教五峰旗聖母朝

聖地發行 

  

V22-001 帕格尼尼大賽 四位首獎得主  1 套 2 片 甘泉國際   

V11-001 
2005 天主教研習年會 靈修生活：在

生命中看見天主－８片 
1 套 8 片     

V18-005 
星星落到人間－小耶穌的故事－４

片 
1 套 4 片     

V11-002 歸心祈禱 1 片 
香港大雨山熙篤會

聖母神樂院 
2004 

V06-002 （渴望）－你願意愛我嗎？ 1 片 
原聲福音有聲出版

社 
2000 

V15-001 生命相對論－第一輯  1 套 2 片 光啟社天主教之聲 2009 

V15-002 生命相對論－第三輯  1 套 2 片 光啟社天主教之聲 2011 

V15-003 愛的洗禮．復活的使命 1 片     

V14-002 
聖文生、聖露意絲 350 周年慶祝（台

東） 
2 片     

V18-006 全人教理講授五步驟－４片 1 套     

V06-003 天主教之聲 ─聖誕快樂 2 套     

V15-004 道明會之光   信仰的喜悅 1 片     

V15-005 
信仰的喜悅新世紀新福傳   生命的

光輝─潘瓊琚、朱仲祥 見證 
2 套     

V15-014 

信仰的喜悅新世紀新福傳  生命的

光輝─愛的真諦   天使家園-關懷失

智老人 

1 套     

V15-006 薪火相傳─屏東牡丹天主堂落成 2 片裝     

V15-007 
信仰的喜悅新世紀新福傳   丸山之

父─柏德琳修士 
1 片     

V15-008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基督的愛催促

著我們 
1 片     

V21-001 愛滋防治紀錄宣導片 3 片     

V21-002 平安居  流浪者中途之家 3 片     

V15-009 
桃園聖母聖心天主堂來生生涯規劃

佈道大會 
1 套 8 片 光輝工作室   

V15-010 活出豐富的生命─敬老得福 1 片     

V15-011 生命的磐石見證 1 片     

V14-003 恭迎耶穌君王巡行路竹堂區 1 片     

V15-012 聖召見證宣道會    聖母聖心堂 4 片     

V10-007 玫瑰經祈禱 國語版 2CD 新式 3 套(1 套 2 片)     



V07-006 
生之旅信仰講座實況錄音(1 )     錄

音卡帶 
3 套(1 套 10 片) 光啟社   

V07-007 
生之旅信仰講座實況錄音(2)   錄音

卡帶 
3 套(1 套 10 片) 光啟社   

V05-001 聖經與禮儀錄音卡帶 1 套(1 套 12 片) 上智音響出版社   

V07-008 十字架的光輝錄音卡帶 1 套 4 片 光啟社   

V15-013 心靈醫治祈禱錄音卡帶 1 套 4 片     

V17-002 夫妻成長錄音卡帶   第一套 1 套     

V17-003 夫妻成長錄音卡帶  第二套 1 套     

V11-003 
親近基督  信仰與靈修生活(閩南語) 

錄音卡帶 
1 套 5 片 上智音響出版社   

V07-009 天主教信仰問答錄音卡帶 1 套 2 片 
台北聖家堂基督活

力製作 
  

V22-001 台灣鄉土歌曲集 1(錄音帶) 1 套 8 片  另附歌本 鹿橋   

V12-004 伯多祿 1 套 2 片 上智   

V06-004 耶穌善牧手語聖歌 1 套     

V18-007 
高雄教區路竹聖若瑟天主堂主日學

校主日學生活營教學觀摩 
1 套 2 片     

V06-005 柔美音樂盒  第 3 輯聖誕歌曲 1 套     

V22-003 台灣鄉土歌曲集 2(錄音帶) 
1 套 8 片;2(9-16)  另

附歌本 
鹿橋 出版年份 

V02-011 David 大衛/達味 1 片     

V02-012 
Samson and Delilah 參孫和大利拉/三

松和德里拉 
1 片     

V11-004 

伯爾納德之歌 超級巨星 教會 歌唱

修女 羅梅洛 太陽兄弟月亮姊妹 法

蒂瑪聖母的奇蹟 等 7 片 

一套 7 片     

V15-016 哈佛小子林書豪 Jeremy Lin 1 片     

V15-015 
愛與善行.彼此關懷 Love and Good 

works 
1 片     

V11-004 
教宗本篤十六在羅馬鬥獸場聖周五

恭拜十字苦路 
1 片     

V15-017 
杜蘇爵 杜金喚修女信仰見證分享  

國台語版合集 
1 套 2 片     

V18-008 聖保祿的信心之旅       

V15-018 生命相對論－第四輯  1 套 2 片 光啟社天主教之聲   

V18-009 東方博士神奇之旅 1 片     

V12-005 聖女麗達(St.Rita) 1 片 上智   

V12-006 聖女佳蘭(St.Chiara) 1 片 上智   

V12-007 佳蘭與方濟 I 1 片     

C06-006 
主牽我手(撫慰病痛者的祈禱 國語

版) 
1 片     



C06-007 慈悲串經(歌詠 國語版) 1 片     

V14-004 第三屆傳愛 580 我幫您 1 片 
天主教財團法人台

中教區 
2012 

V13-005 禮物與奧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 1 套 3 片     

V14-005 耶穌出巡愛希環紀念特刊 1 片 香港聖安多尼堂 2004 

V21-003 
你我手牽手 樂齡 A GO GO 大腦保

健體操  第四版 
1 套 1 片  附小本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

金會 
  

V21-004 被遺忘的時光 1 片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

金會 
2010 

V14-006 以色列嬉遊記聖地風情 1 套 1 片  附小本 
天主教亞洲真理電

台 
  

V08-001 信德年談信德沒有信仰能不能得救 1 套 6 片  光啟社製作 2013 

V12-008 畢奧神父傳 1 片 上智   

V15-019 抹大拉的馬利亞 1 片 
中國學園傳道會出

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