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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中文印刷期刊信義宗神學院中文印刷期刊信義宗神學院中文印刷期刊信義宗神學院中文印刷期刊(04/2020)

# Breakazine  |P 205/15251 四劃
# Catch  |P 268.433/41231 # 中台神學院雜誌 |P 207.51249/34143
# FES通訊  |P 268.433/41234 @中台神學論集 |P 230/34141

IC人  |P 268.433/41232 # 中信 |P 243/33443
IPU 深切代禱部隊代禱信 |P 259.4/22212 中信家書 |P 243/33445

# Papyrus  |P 207.1199/31244 中信傳書 |P 248.4/33443
WOW: Winning our world: 青少年宣教季刊  |P 266/23412 中宣文集  |P 230/31143

# 中宣通訊 |P 207.1199/31113
一劃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P 905/4
一週新聞精選 |P 275.1/21123 中國佛教 |P 294.3/33423

@中國宗教 |P 200.951/33123
二劃 中國宗教新聞剪報 |P 275.1/33121
人間路 |P 261/45334 #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通訊 |P 207.1161/33143

#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訊 |P 207.1199/33143
三劃 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 |P 230/33143
三福近訊 |P 253.7/21114 中國道教 |P 299.514/33123
上海通志館期刊 |P 050.951132/3 中國圖書館學報 |P 020/33323
大收割 |P 268.433/25314 中國福音通訊 |P 275.1/33112
大使命通訊 |P 266/24412 中國與教會 |P 275.1/33223

# 大使命雙月刊 |P 266/25442 中國與福音月訊 |P 275.1/33113
大衛星 |P 261/25432 中國與福音季刊(中國與福音學刊) |P 275.1/33114

# 女協通訊 |P 261.8344/42114 中華月報 |P 050.951/4
女流 |P 261.8344/42151 中華易學 |P 181.114/32343
山道 |P 230/33154 中華信義神學院院訊 |P 207.51249/33413

@山道期刊 |P 230/33154 # 中華信義神學院院訊 |P 207.51249/33413
# 中華神學院院訊 |P 207.1199/3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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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訊 |P 275.1/32231 方向 |P 205/14421
中華教會大學歷史研究通訊 |P 378/33213 @比較經學 |P 291/12112

# 中華福音神學院院訊 |P 207.51249/33113 父母親 |P 268.435/43144
中福通訊(中福快訊) |P 266/31113

# 互愛通訊 |P 266.0222/24112 五劃

五旬宗事工促進會通訊 |P 289.94/24122 世界之光 |P 207.5952/23132
今日的孩童 |P 268.432/43424 世界宗教研究 |P 291/23132

# 今日基督教教育 |P 268/43233 世界宗教資料 |P 291/23121
@今日華人教會 |P 205/43342 世紀生涯通訊 |P 266.8344/24112

公教報 |P 205/41222 世情 |P 361.05/23124
# 公義樹 |P 248.88/41142 主日學專刊 |P 268/13422
分享 |P 248.4/44123 主光 |P 205/12331

# 天人之聲 |P 248.4/24122 主頁 |P 004/12212
@天主教研究學報 |P 230/21221 代禱月報 |P 253.7/41424

天使心 |P 205/25413 加華信義通訊 |P 284.171/23412
@天風 |P 275.1/24413 # 台南神學院通訊 |P 207.51249/42144
# 天倫樂 |P 268.435/24441 # 台灣中信 |P 243/33444
# 天情 |P 261.59/25321 # 台灣信義會會訊 |P 284.151249/41414
# 天道：天道傳真快訊 |P 070.5/21422 台灣神學院通訊 |P 207.51249/41144
天道之聲 |P 070.5/21412 @台灣神學論刊 |P 230/41144^
天鋒：香港青年歸主協會專刊 |P 268.433/24434 台灣教會公報通訊 |P 205/51245
屯門元朗區醫院院牧事工委員會通訊 |P 259.4/22232 史懷哲之友 |P 194/31211
屯門青山博愛醫院院牧事工通訊 |P 259.4/22233 # 末世牧聲 |P 286.7/22423
巴拿巴通訊 |P 266.0222/24212 本土心理學研究 |P 150/22124

@文化中國 |P 909.04951/14211 正委之友通訊 |P 261/214124
文史哲學報 |P 059.951/11 # 正義和平 |P 261/21422
文藝 |P 895.1/15312 民主：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通訊 |P 261.7/41234

# 文藝通訊 |P 070.5/13112 # 民情 |P 266.0222/23321
@玉山神學院學報 |P 230/2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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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 |P 207.51/22223 # 沙巴神學院院訊 |P 207.595/12141
生命季刊 |P 205/44424 角聲(新加坡三一神學院) |P 207.5952/43222
生命倫理 |P 243/33443 社聯季刊 |P 361.3/12234
生命迴響 |P 248.4/44344 社聯導報 |P 361.3/12124
生命教育通訊 |P 268/44212
生命傳訊 |P 248.3/44414 八劃

生命雜誌 |P 205/44112 亞協通訊 |P 268/21412
田 |P 266.0222/32312 亞洲信義宗新聞 |P 248.15/21412

# 亞洲週刊 |P 059.951/21422
六劃 亞洲歸主季刊(亞洲歸主雙季刊) |P 268/21412
交流 |P 275.1/15132 佳音月報 |P 284.15125/42114
交匯 |P 268.433/15124 使命教會 |P 253/45424

# 伊利沙伯醫院院牧事工通訊 |P 259.4/44144 # 使命與領導 |P 253/44441
# 先鋒訊 |P 266/45413 # 使命與職場 |P 266/44422
共享 |P 284.15125/21122 # 使團快訊 |P 266/45311
好牧人 |P 268/42442 協力車 |P 268.435/24224
宇宙光 |P 205/13131 協基月報 |P 289.9/22422
守望中華 |P 275.1/11331 協基季刊 |P 289.9/22422
竹報 |P 286.743252 呼喊 |P 248.4/33313
阡陌文藝雙月刊  |P 895.1/55134 宗文通訊 |P 261.59/11112

宗教 |P 200.16/33421
七劃 宗教世界 |P 291/12232

# 伯特利神學院院訊 |P 207.1199/44414 宗教教育 |P 268/12212
佈道 |P 289.9/41423 # 宗教教育中心通訊 |P 268/12214
佛教文化 |P 294.3/42143 宗教與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P 200.951/12434
吶喊 |P 205/33443 # 往普天下去 |P 266/41224
更新 – 更新傳道會 |P 248.4/25132 # 房角石協會通訊 |P 275.1/14221

# 更新 |P 253.75/25134 # 明報月刊 |P 059.951/32443
求是 |P 059.1/21353 東方雜誌 |P 059.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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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學報 |P 050/8 # 前線差會通訊(前線通訊) |P 266/14141
# 松栢之聲 |P 259.3/22122 南亞路德會通訊 |P 284.1525/22344
法音 |P 294.3/11123 # 宣訊 |P 289.91/12154
牧杖 |P 230/45254 宣教士代禱簡訊 |P 266/12244

# 牧蹤 |P 207.1199/45354 宣教士季刊 |P 266/12244
近代中國基督教研究集刊 |P 275.1/44334 宣教分享通訊 |P 266/12411

@金陵神學誌 |P 230/43244 宣教心 |P 266/12214
# 金燈臺 |P 230/42144 # 宣教日引 |P 266/12323
門徒訓練 |P 268.436/24142 宣教你我他 |P 266/12144
青年良友 |P 205/8 宣教呼聲 |P 266/12322
青年研究學報 |P 305.235/34214 # 宣教異象 |P 266/12343
青年團契 |P 268.433/22422 宣道文礪 |P 289.91/11121

# 青牧通訊 |P 253.75/24112 # 宣道出版社通訊 |P 070.5/12121
# 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員通訊 |P 266/43244 # 建道通訊 |P 207.1191/21112

@建道學刊 |P 230/21442
九劃 @思 |P 230/31412

# 亮光 |P 220/12324 恒毅 |P 248.48/32153
信仰與生活 |P 248.48/44442 拾珍季刊 |P 248.4/22422

# 信念 |P 261/42413 # 施達呼聲 |P 361.02/11241
信徒與神學校友會通訊 |P 207.1141/41113 為道 |P 205/11121

# 信息 |P 205/42414 突破 |P 205/11251
信神之友簡訊 |P 207.1141/41124 # 突破人 |P 259.2/11251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通訊 |P 207.114/41114 突破青年 |P 205/12341
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特刊 |P 207.1141/41131 突破通訊 |P 259.2/12211

@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P 207.1141/41114 美華信義通訊 |P 284.173/13412
信義通訊 |P 284.15125/41214 # 苗 |P 259.22/32332

# 信義報 |P 284.15125/42124 風雨同路 |P 266/42332
信義會刊 |P 284.15125/41424 #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研究中心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信義會報 |P 284.15125/41424  |P 261.5951/4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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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世界宣明會 |P 361.77/41234 @神學與教會 (又名：南神神學) |P 230/42142
香港佛教 |P 294.3/41424 @神學論集 |P 230/14142
香港宗教教育學報 |P 268/41124 彩虹專訊 |P 253.7/41114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P 300/42244
香港青年 |P 305.235/42124 十劃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 |P 268.433/41344 南京神學誌 |P 230/43251
香港信義宗聯合市通訊 |P 284.15125/41411 哲學研究 |P 100/24214
香港宣道差會月訊 |P 266/41111 哲學與文化 |P 100/24412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通訊 |P 207.1161/41144 哲學雜誌 |P 105/25222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中華基督宗教研究通訊 |P 275.1/32231 家新 |P 268.435/11112

# 香港神學院院訊 |P 207.119/41144 家新港聞 |P 268.435/11112
香港基督少年軍年報 |P 259.23/41234 家新雙月刊 |P 268.435/11244

# 香港基督少年軍通訊 |P 259.23/41233 # 展望中華 |P 275.1/21331
#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P 268.433/41235 差傳呼聲 |P 266/14322
香港基督徒學會月訊 |P 261.5/41234 差傳通訊 |P 266/14414
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 |P 261.5/41235 # 差傳聯訊 |P 266/41141
香港報章剪報目錄 |P 070/41114 恩雨 |P 248.4/31214

#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訊(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訊) # 恩福 |P 261/31123
 |P 287.6/41414 恩橋 |P 266/31233*

#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P 207.113/41244 @時代論壇 |P 205/34123
# 香港環球福音會通訊 |P 266/41221 校園雙月刊 |P 205/23442
神召神學院院訊 |P 207.11994/12141 栽培 |P 253.79/21224

@神思 |P 230/13313 栽培中心傳真 |P 268.433/41242
神學生 |P 230/13443 @浙江神學誌 |P 230/11141

@神學年刊 |P 230/14424 # 海外宣教 |P 266/141243
# 神學組通訊(神學院通訊) |P 207.1199/14414 # 海外校園 |P 205/14322
@神學與生活 |P 230/14244 海潮音 |P 294.3/11111

         "神學與生活 (Theology and Life)" 浸訊222 |P 259.4/41144
         [2015年，38期前為雙語。2015年起兩年一次出版單語版， # 浸聯月刊(浸情) |P 286.1/41141
          2015年為英文版，2016為中文版，如此類推。] 真理 |P 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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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光 |P 284.151249/22132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年報 |P 361/23241
真証傳播 |P 253.78/2142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服務協調處通訊 |P 361.3/14422
紐神中心季刊 |P 207.73/4414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通訊 |P 361/23242

# 耆福會訊(基督教耆福會會訊) |P 259.3/21412 基督教基立聖工學院通訊 |P 207.119/23222
迴響 |P 268/12421 # 基督教得生團契通訊 |P 266.0222/23242

# 院牧通訊(港島西南區) |P 259.4/24211 基督教教育學報 |P 268/23222
馬來西亞神學院院訊 |P 207.595/22222 #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P 266/23232
馬來西亞基督教巴色會通訊 |P 284.109595/22222 @基督教週報 |P 205/23244

# 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院訊 |P 207.595/22212 基督教週報專輯 |P 205/23243
馬其頓異象 |P 266/22234 # 基督教愛協團契通訊 |P 259.4/33243

基督教網站目錄 |P 004/23221
十一劃 #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 |P 275.1/23232
區會通訊 |P 289.9/24224 基督教論壇 |P 205/23212
啓 |P 260/42224 基督教聯報 |P 205/11
國小聖經協會通訊 |P 220/33242 基督教藝術資料 |P 704.9482/23224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P 027.55105/11 #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通訊 |P 266.0222/43222
國度 |P 205/32153 # 基道文字事工通訊 |P 070.5/21112

# 國度復興報 |P 205/31443 基道書訊 |P 070.5/21212
# 國際主僕差會通訊 |P 266/33143 基道閱讀 |P 070.5/21312
國際更新事工(戒毒)發展中心 |P 266.0222/33212 # 基關窗 |P 261.7/22212
國際更新事工發展中心季刊 |P 266.0222/33213 婚姻及兒童啓導中心通訊 |P 268.4342/44444
國際短宣使團聯刊 |P 266/32413 婦女生涯 |P 261.8344/44412
國學季刊 |P 059.951/11 婦進通訊 |P 261.8344/14424
培訓計劃檔案 |P 268/21121 # 崇真會訊 |P 284.15125/32413
基協通訊 |P 267/22114 張老師月刊 |P 371.4/22442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P 261.59/23211 探索 |P 261/25212

@基督教文化學刊 |P 205/23214 接捧人 |P 266/24241
基督教服務通訊 |P 361.3/23244 救恩報 |P 267.15/25322
基督教思想評論 |P 230/23232 教材 |P 205/2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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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報 |P 370/21424 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通訊 |P 268/34232
教育曙光 |P 370/41242 華東神苑 |P 230/32143

@教牧分享 |P 205/24412 華夏聖詩 |P 783/32211
教牧期刊 |P 253/24222 @華神期刊 |P 230/23124
教牧與領導 |P 253/2444 # 華傳路 |P 266/33433
教新二千通訊 |P 253.7/41242 華福北美月刊 |P 284.097/31212
教新動態 |P 253/21444 越網 |P 070.5/23233
教會更新21 |P 253/24214 雁聲 |P 070.5/22221
教會更新論壇 |P 205/24214 飲食業福音團契通訊 |P 266.0222/44311
教會事工資訊 |P 205/24224 溫暖人間 |P 294.3/13434
教會智囊 |P 205/25442 萬國公報 |P 205/12213
教會新報 |P 205/12212 # 萬族萬民 |P 266/31323
教聲 |P 205/25222
晨曦會訊 |P 266.0222/35341 十三劃

清華學報 |P 050/7 # 傳 |P 205/41334
現代教育通訊|P 370/24212 傳音快訊 |P 253.78/41111
莫忘神州 |P 275.1/31113 # 傳書 |P 205/41223

# 野谷之友通訊|P 253.73/34143 傳遞 |P 268/41412
匯音谷 |P 261/12144

十二劃 匯聲 |P 289.9/33231
透視 |P 261.59/45131 # 愛德簡訊 |P 361.05/4414
媒介 |P 253.78/45433 感國思國 |P 261/23334
普世華人福音事工代禱信 |P 275.1/31331 # 慈聲 |P 259.4/11224
普世華文三福中心通訊 |P 253.7/12311 # 新加坡神學院通訊與代禱 |P 207.5952/12211
景星 |P 205/31322 新生命 |P 205/13444
景風 |P 261.59/31412 新生命通訊 |P 268/14414

# 短宣運動 |P 253.7/41144 新亞生活月刊 |P 378.0095125/12414
菩提 |P 294.3/22252 # 新使者 |P 261.7/13424
華人神學期刊 |P 230/34143 # 新界西院牧事工有限公司 |P 259.4/1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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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婦女協進會 |P 261.8344/14421 十四劃

新聞及評論摘要 |P 079.5125/12411 圖書館學季刊 |P 020.05/4
# 睦訊 |P 266.022/24114 實現：綜合藝術評論 |P 700/12442
# 睦訊 |P 266.0222/24114 榕樹頭之光 |P 266.0222/23222
義聲 |P 261/11224 漢語基督教研究所通訊 |P 230/11231

# 聖光神學院院訊 |P 207.51249/23142 @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 |P 230/11233
@聖光神學論刊 |P 230/23142 漢語聖經協會 |P 220/33242

聖地 |P 220.91/22233 # 瑪嘉烈醫院暨葵涌醫院院牧通訊 |P 259.4/22223
聖地資源通訊 |P 220.91/22112 瑪麗醫院院牧事工 |P 259.4/22222

#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通訊 |P 207.112/21432 福音與勞工 |P 266.0222/11312
@聖經季刊 (前名：聖經雙月刊) |P 220/24443 維真學刊 |P 230/42444

聖經報 |P 220/22422 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通訊 |P 207.71/42214
# 聖經報文摘 |P 220/34213 @輔仁宗教研究 |P 230/24122
聖樂季刊 |P 783/24421 遞 |P 220/45412
聖樂通訊 |P 783/22444 # 遠東廣播 |P 275.1/22121
聖靈月刊 |P 205/22422 # 廣黃院牧事工通訊 |P 259.4/13231
萬行 |P 294.3/31433
號角(歐洲版) |P 205/32432 十五劃

# 號角月報(香港版) |P 205/34422 暖流 |P 361.3/35151
裝備通訊 |P 268.436/34222 影音號外 |P 254.3/31433

# 跨越 |P 266/33244 德慧文化事工通訊 |P 070.5/42342
# 路上光 |P 220/22334 # 播道月報 |P 289.9/33232
# 路德月報 |P 284.15125/24424 # 播道神學院院訊 |P 207.1199/21142
道 |P 230/11244 播種人 |P 230/22442

# 道在 |P 248.3/15221 樂友 |P 780/45254
道泉 |P 207.1141/15452 鋒 |P 268.433/42412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前名：道風:漢語神學學刊) |P 230/41141 齒輪 |P 266.0222/35252
# 道聲通訊 |P 070.5/12211
預聲 |P 250/25223 十六劃

@鼎 (Tripod) |P 275.1/33212 奮興會訊 |P 289.9/23412

@ Current Periodical (A Shelf)                                                        # Current Periodical (B Shelf)                  Bound Periodicals
@ 現期期刊 (A 期刊架) # 現期期刊 (B 期刊架) 裝釘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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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 |P 205/11421 十八劃

橄欖枝 |P 275.1/25252 # 職報 |P 248.88/21254
橋 |P 268.45432/22414 豐盛通訊 |P 266.0222/32112
橋：中國教會動態 |P 275.1/22232 鵝湖 |P 100/41124
橋：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P 268.4342/22414 曠野 |P 205/31333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P 905.4/23113

# 澳門聖經學院 |P 207.5126/12241 十九劃

澳宣培訓中心 |P 266/11213 證主通訊與迴響 |P 266.0222/32112
燈塔 |P 205/12221 # 關心 |P 259.4/23114
燕京神學院院刊 |P 230/21142
燕京神學誌副刊 |P 207.151/31141 二十劃

燕京學報 |P 951/21422 # 籃球體育事工通訊 |P 253.73/42314
獨者 |P 230/41224 # 譯經使者 |P 220.5/14422
興旺中華福音 (前名：普世華人福音事工代禱信) 釋 |P 266.8344/42414
|P 275.1/31131
親 |P 361.3/12114 二十二劃

# 禧訊 |P 266.0222/21111 讀者文摘 |P 059.951/12121
聯會雙月刊 |P 280.095125/24444 讀者良友 |P 028/12124

# 舉目 |P 205/43321 讀書人 |P 028/11241
# 讀經與譯經 |P 220/14411

十七劃
# 燭光網絡 |P 261/13443 二十三劃

環球之聲 |P 275.1/22122 # 驛 |P 275.1/22224
# 環球聖經公會通訊 |P 220/22242
臨界點 |P 205/41233 二十四劃

禮賢月報 |P 284.15125/12421 靈 |P 248.3/22441
禮賢消息 |P 284.15125/12143 靈風 |P 275.1/22411

# 禮賢區報 |P 284.15125/12223 靈修季刊 |P 248.3/24443
靈深一席談 |P 248.3/21211
靈澤 |P 230/22132

@ Current Periodical (A Shelf)                                                        # Current Periodical (B Shelf)                  Bound Periodicals
@ 現期期刊 (A 期刊架) # 現期期刊 (B 期刊架) 裝釘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