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名稱
類
CD/1996/TM/001 TM 得生詩歌見證系列1 - 義蓋少年情
CD/1997/TM/002 TM 闖出心美夢 - 馮家輝 盧耀泉 曾思為 原創詩歌集
CD/1998/TM/003 TM 情留十架濃

製作/出版/發行

講員/主唱

關鍵字

基督教得生團契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MMO Production Co., Ltd.

CD/1999/TM/004 TM 天地情緣II - 尋覓上帝之城

影音使團

梁兆基
馮家輝, 盧耀泉, 曾思為
袁務成牧師
Eternity, Infinity, 蘇如紅, 胡美
儀, 劉美娟

戒毒, 更新
團契
粵曲新境界
以影音踏進人群, 憑信念改變人心,
影音使團十週年福音金曲選

CD/1999/TM/005 TM 基督徒原作音樂SHOW

突破

Miracle, 非行企, Isaac, U-Turn,
Channel, Zion Noiz, Eternity,
現場錄音CD及VCD
Infinity, 葉錫安

CD/2000/TM/006 TM 齊唱敬拜讚美 - 來復興我 (粵語版)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ACM Choir

CD/2001/TM/007 TM 「浪子回頭」歌曲集之曙光

懲教署

東頭懲教所Vitality樂隊, 港島
童軍221旅合唱團, 張祟德, 石
壁監獄Strivers樂隊, 赤柱監獄 在囚人士的內心世界
Time樂隊, 歌連臣角懲教所步
操樂隊, 懲教署職員樂隊

CD/2001/TM/008 TM 「浪子回頭」歌曲集之展望

懲教署

東頭懲教所Vitality樂, 石壁監
獄Strivers樂隊, 赤柱監獄Time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基督教監獄牧養
樂隊, 壁屋懲教Dawn樂隊, 懲 團契協助
教署職員樂隊, Peter Leung

CD/2001/TM/009 TM 只有感謝
CD/2001/TB/010 TB 以實瑪利的期待
CD/2001/TS/011 TS 人間真平安聖誕音樂故事 - 聖誕快樂

MMO Production Co., Ltd.
吉中鳴
香港大使命中心有限公司出
王永信牧師, 關杜桓牧師
版
宣道出版社
梁珮琪

CD/2001/TM/012 TM 聖誕寄情

宇宙光

CD/2002/TM/013
CD/2002/TM/014
CD/2002/TS/015
CD/2002/TB/016
CD/2003/TB/017
CD/2003/TB/018
CD/2003/TM/019
CD/2003/TM/020
CD/2003/TM/021
CD/2003/TM/022
CD/2003/TM/023

有情天音樂世界詩歌精選集
讚美之泉敬拜讚美專輯(七) - 展開清晨的翅膀
音樂嘜
第74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生命的剖白
第75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研經會
第75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奮興會
讚之歌粵語敬拜詩歌(一) - 袮是得勝的神
讚之歌粵語敬拜詩歌(二) - 歡欣
讚之歌粵語敬拜詩歌(三) - 和撤那
讚美之泉敬拜讚美專輯(八) - 讓愛走動
愛

有情天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HNH International Ltd.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真証傳播
迎欣出版社
迎欣出版社
迎欣出版社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紅虹福音粵曲團契

吉中鳴「全新」個人創作敬拜專輯
粵語及國語
聖誕詩歌, 聖誕故事
禮物書&雙CD, 鋼琴演繹聖誕樂章,
卓甫見, 容耀
福音信息旁白
莊蕙如, 張加希, 陳德嘉, 吳佩
活出真正的你
芬
/
/
/
/
探索《哥林多後書》九個深刻屬靈
溫偉耀博士
經驗
蕭壽華牧師
「憑信剛強」約書亞記選讀
焦源濂牧師
「詩篇與聖徒人生的經歷」
亞協音樂佈道團
/
亞協音樂佈道團
歡欣組曲, 讚美組曲, 敬拜組曲
亞協音樂佈道團
頌讚組曲, 奉獻組曲, 敬拜組曲
/
/
紅虹
福音粵曲

CD/2003/TS/024 TS

好男人秘笈 - 性與愛, 名與利

天道傳基協會

區祥江先生, 葉松茂博士

CD/2004/TT/025 TT
CD/2004/TF/026 TF

藉廣播 傳基督 - 情牽良友‧心繫神州
天作之盒電影原聲大碟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影音使團

CD/2005/TG/027 TG

我叫風浪平靜

真証傳播

CD/2005/TX/028 TX

護教辨靈系列經典精選 - 破迷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
滕張佳音教士
心 暨 佈道資源供應中心

CD/2005/TB/029 TB

第77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奮興會

真証傳播

盧家駇牧師

CD/2006/TG/030 TG 耶穌先生，請問你是做甚麼的？
CD/2006/TM/031 TM 恩典

漢語聖經協會
紅虹福音粵曲團契

CD/2006/TS/032 TS

護老關顧基本法

基督教耆福會

/
紅虹
張玉霞女士, 關銳宣博士, 譚
司提反牧師, 黃碩然博士, 林
重生牧師

CD/2006/TG/033 TG

福音三人行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 余德淳先生, 吳宣倫博士, 吳
心 暨 佈道資源供應中心
宗文牧師

CD/2006/TS/034 TS

全球禱告日 4/6/2006

CD/2006/TD/035 TD

傳福音訓練 - 精華版

CD/2006/TB/036 TB

第78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講道會

真証傳播

郭文池牧師

CD/2006/TB/037 TB

第78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奮興會

真証傳播

唐祟明牧師

CD/2006/TB/038 TB

第78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研經會

真証傳播

楊錫鏘牧師

CD/2007/TX/039
CD/2007/TB/040
CD/2008/TB/041
CD/2008/TE/042
CD/2008/TG/043
CD/2008/TO/044

靈風起舞 - 聖靈教義與靈恩運動
2007年讀經營講道錄音
2008年讀經營講道錄音
由(零)開始 - 記得靈修行動
他們真的可以無懼風雨佈道會
家長與子女的溝通

心自寬輔導及訓練中心
大埔基督徒會堂
大埔基督徒會堂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商區福音使團
使者學生中心

楊慶球牧師
/
/
/
?
/

歷屆港九培靈研經會記念精選 - 我還有末了的
話

真証傳播

/

編碼

TM
TM
TS
TB
TB
TB
TM
TM
TM
TM
TM

TX
TB
TB
TE
TG
TO

CD/2008/TB/045 TB

突破輔導中心總監, 香港珠三角基金
會執行總監, 讓上帝幫助你擊破性的
捆鎖, 建立上帝形象的好男人品牌
五十五載, 中國同胞, 中國福音之路,
盧炳照牧師
詩歌
愛是不保留,
彩虹下的約定, 生命因
林志美
您美麗
林志美, 郭文池牧師, 黃國倫,
粵語, 普通話, 沿途有愛, 我相信
解英崗牧師

Citywide Renewal
/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
滕張佳音教士
心 暨 佈道資源供應中心

石壁及赤柱囚友, 蘇如紅, 胡
永正
格蘭奧斯邦教授

CD/2008/TW/046 TW 如鷹展翅
播道神學院釋經講道及專題講座 - 從新約聖經
CD/2008/TB/047 TB
看靈命成長
CD/2008/TM/048 TM 沙漠中的讚美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CD/2008/TB/049 TB

漢語聖經協會

鮑維均博士

CD/2009/TM/050 TM 齊唱聖誕快樂歌
CD/2009/TB/051 TB 從新約聖經看教會的本質，組織與功用

New Century Workshop
漢語聖經協會

鮑維均博士

CD/2009/TE/052 TE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奮興會講道精選

真証傳播

戴紹曾牧師

CD/2011/TS/053 TS

病榻聖言

恩谷出版社

楊牧谷牧師

傳統的突破 - 從路加著作看教會的身份與使命

播道會總會

哈巴谷先知, 擁抱

讚美之泉

12小時, 共五講, 宗教的追尋, 超自然
能力探秘, 辨靈驅魔交流坊, 另類治
療辨析, 新興宗教初探
起初的愛心, 我愛我主教會, 除去幽
暗, 心裡火熱, 完全奉獻, 新命令, 笑
傲逆境, 骨肉之親, 遍傳地極, 候主再
臨
粵語, 救主, 耶穌生平
福音粵曲
長者生理需要, 心理需要, 情緒與溝
通, 靈命培育
資深心理及輔導學科講師, 前華裔科
學家,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
牧師, 三位不同範疇的學者, 從信
仰、科學、心理輔導三個不同層面
去看永恆不變的福音
/
福音事工, 佈道, 得救見證, 如何領異
端教異教徙歸主, 共6小時
重尋在基督裡的豐盛生命, 約翰一
書, 共9講, 9小時
飛越艱難‧全然擺上, 共10講, 12小
時
受造的人生 - 蒙召、蒙福、蒙恩, 創
世記, 共9講, 8.5小時
聖靈, 靈恩運動
讀經營
讀經營
靈修, 安靜, 默想, 詩歌敬拜
循道衛理, 蔡元雲, 葉松茂
家長, 溝通, 講座
胡恩德, 包忠傑, 史祈生, 艾德理, 楊
濬哲, 史保羅, 張子華, 吳勇, 劉承業,
焦源濂, 10位講員, 共20場講道
囚友詩歌見證
新約, 播道神學院
基督與教會:神子民的定位，道與權
能：神子民的宣講，家庭與筵席：
神子民的重組
聖誕歌
新約，教會
共５０場講道精選，講題圍繞使徒
行傳，耶誕，見證

缺

CD/XXXX/TM/0
TM 喜訊福音粵曲
54
CD/2005/TM/055 TM 團契遊樂園5 - 應許
CD/2003/TM/056 TM 喜訊福音粵曲2

福音傳播中心
Music 2000 LTD
福音傳播中心

playground music
福音傳播中心

應許
福音,粵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