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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一一九篇2 7 節）

新約經卷研讀班

香港靈糧堂．明道社合辦

位學者主講新約書卷，各位萬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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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

示錄

辛惠蘭博士

譚志超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
副教授（聖經科）

播道神學院教務長
聖經科副教授

7月14日

8月25日

希伯來書

猶大書

許勁浪博士

梁美心博士

荊棘火聖經學院
院長

播道神學院聖經科
副教授

7月21日

9月1日

彼得前書

使徒行傳

禇永華博士

陳偉迦博士

中華傳道會總幹事
香港神學院榮譽院長

播道神學院聖經科
副教授

7月28日

9月8日

腓立比書

羅馬書

蘇頴智博士

何善斌博士

恩福神學院及聯宇聖經學院
院長

信義宗神學院新約
教授

閣下如欲訂閱《明道通訊》pdf 電子版，或取消訂閱《明道通訊》印刷版，請填妥Google表單辦理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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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每年暑假，明道社都會舉辦研經講座。今年我們

邀請了

羅馬書

使徒行傳

猶大書

7月7日

2022年
5月

示錄

腓立比書

希伯來書

約翰福音

彼得前書

通訊

神啊！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道，
我就思想你的奇事。

明道
培訓

本屆新約經卷研讀班的8位講員在聖經教導上都經驗豐富，
讓我們來認識一下他們吧。
譚志超博士
辛惠蘭博士

播道神學院教務長暨聖經科副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聖經科）

譚志超博士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哲學博士（新約語言、文學及神學），專長研究
約翰福音。譚博士是一名靈風學者（Langham Scholar）
，對耶穌研究、普通書
信、新約早期抄本及早期基督教背景等甚有興趣，著有《與彼得同讀舊約：彼
得前書的彌賽亞「新時代」》。

英國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哲學博士，主修新約研究。現為香
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聖經科）。研究興趣包括彼得前書、新
約神學、客旅倫理、基督徒身分及社會參與等，著作包括：This is True Grace:
The Shaping of Social Behavioural Instructions by Theology in 1 Peter，以
及明道研經叢書《提摩太前書：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梁美心博士
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許勁浪博士
荊棘火聖經學院院長
許勁浪牧師（博士）於美國達拉斯神學院修畢神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他於2022
年6月起擔任荊棘火聖經學院院長，專責研究、寫作，及在世界各地拓展「以經
解經」的神學教育。

梁美心博士獲美國三一神學院道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現任香港播道神學院新
約科副教授。著作包括：明道研經叢書《歌羅西書：尊主基督為主》《從紀念到
委身：默想耶穌受難與復活30天》《她觸動妳心：聖經中的女性故事》《她觸
動妳心：聖經人物查經本》《第二聖殿猶太教導論》等。

陳偉迦博士
禇永華博士

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中華傳道會總幹事．香港神學院榮譽院長

陳偉迦博士是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美國三一褔音神學院神學碩士（新
約）及哲學博士（新約）
，1999-2013年任崇真會救恩堂牧師。研究興趣包括路
加著作、君王詩篇在使徒行傳中的應用、第二聖殿時期舊約的詮釋，以及舊約
在新約中的應用等。

在香港神學院擔任院長30年的褚永華牧師於2018年卸任，並擔任榮譽院長。
褚牧師有多年神學教育經驗，對傳道人在講壇上的牧養有一番體會。他勸勉神
學生和傳道人，要多加閱讀，將信仰與生活結合。

蘇頴智博士

何善斌博士

恩福神學院及聯宇聖經學院院長

信義宗神學院新約教授

蘇頴智牧師在達拉斯神學院獲神學碩士，及後於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深造，
獲教牧學博士。1986年回港創立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蘇牧師著作超過
40本，近作包括：
《衝擊下的信仰危機：希伯來書研讀》《基要真理》《異端辨
惑（增修版）
：正意分解；辨明異端、極端》等。

何善斌博士牧會11年後，負笈英國謝菲爾德大學進修聖經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哥林多前書及新約社會文化處境。畢業後於信義宗神學院任教，現為信義
宗神學院教授。著作包括明道社研經叢書《腓利門書：為奴、自主彼此服侍的
美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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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摘錄

得飽」，這跟第一個例子有直接關係，收穫的

第二個吩咐與上一個吩咐緊扣在一起，這個動

不足導致不能吃飽，這個體驗跟利未記提及

詞在此的意思是「帶」（《和》：取）。12 學者對
木料的用途持不同見解，有認為木料並非用在
建築聖殿，而是製造一些工具及其他輔助材
料。這見解認為，建造聖殿的主要材料已經在
第一次嘗試興建聖殿的時候準備好；13 也有學
者認為，這些木材只是用在建造聖殿的第一步
工序。14 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木材只是一個提喻
（synecdoche）或借代，代表所有需要建造聖
殿的材料。

的咒詛一致：「你們要吃，也吃不飽」（利二十
六26）。
第三個例子是「喝卻不得足」。「喝」可以指
「喝水」或「喝酒」，但「足」在原文的基本意思
是「喝醉」。雖然此動詞在舊約多帶有負面的
意義，但也可以作中性的形容，表示「暢飲」。5
「喝酒卻不能暢飲」，當然跟農作物失收有關；
或許惡劣的情況影響他們喝酒的心情，6 也可
能是沒有足夠的酒讓他們暢飲。7
第四個例子是「穿衣服卻不得暖 」。經文並沒
有說明原因，可以是身體虛弱，或沒有足夠的
衣服。8

明道研經叢書：
《哈該書、瑪拉基書》選讀
作者：何俊華
何俊華博士為本社註釋回歸時期的兩卷小先知書，見解精闢，
深入淺出。以下節錄何博士對哈該書一章5至6節的解釋，讓
大家先睹為快：

一章5節以「現在」開始。這個希伯來文複合詞
有表達邏輯關係的功能，1在此引入一個新的段
落，從辯論的語調過渡 成為直接的吩咐和陳
述。上主對百姓的吩咐由使者公式（萬軍之耶
和華如此說）引入，以祈使式向他們發出要求。
「你們要省察」是一句諺語；「省察」有「用心思
量、留心、放在心上」的含義，屬哈該書的慣常
用語，共出現5次（一5、7，二15、18﹝x2﹞）。
「行為」直譯是「道路」；「道路」是舊約一個
很普遍的隱喻，表示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從下
文的內容得知，先知是強調他們要用心思量自
己的行為所帶來的結果，好在當下作出適當的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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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描述先知以5種生活體驗，表達他們的
作為得不到相應的預期結果。這裡所使用的希
伯來文動詞，大部分是不定詞，2所強調的是動
作或處境，而不是主語的身分和動作的時間，
所以這一連串動詞的目的，是表達一般的生活
體驗，包括過去的和現在的。3
第一個例子是「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4
明顯表達行動得不到預期的回報。這個體驗跟
申命記提及的咒詛相似：「你帶到田間的種子
雖多，收進來的卻少」（申二十八38）。
第 二至 第 四 個 例 子 分 別 是「吃 」、「喝 」和
「穿」，皆是生活的基本需要。首先是「吃卻不

最後一個例子是「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
的囊中」。這跟「收入」的主題有關，與第一個
例子和應。「得工錢的」，解作「把自己僱出去
的」。他們賺取工錢，卻「裝在破漏的囊中」，
這應該是象徵性的形容，表示他們入不敷支。
第7節跟第5節的用詞幾乎完全一樣，上主對百
姓的吩咐同樣由使者公式（萬軍之耶和華如
此說）引入，內容同樣是「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
為」。這個吩咐帶有承上接下的作用，9 一方面
跟第5節首尾呼應，凸顯第6節是他們須要用心
思量的情況；另一方面引入第8節的吩咐，即是
整個宣告的重點。
從這個段落的結構可見，第8節是先知信息的
核心，並以使者公式（這是耶和華說的）結束來
強調。上主對百姓的吩咐以三個行動來表達：
「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而最後一個行
動乃是高峰。10

最後一個吩咐是「建造」，跟第2節的「建造」
是同一個動詞，可以表示「全新的建築」或「重
建」，乃是這一連串吩咐的最終目的。他們要
建造這「殿∕房屋」，即是「上主的殿」。15
在第6節，上主表示他們一連串的活動是徒然
的。不過這裡的一連串行動卻並非如此，上主
對他們提 供兩個保證。16 第一，上主「因此喜
樂 」。「喜樂 」在此是動詞，在宗教事宜的處
境中可以表示「悅納」，所以這一句可以理解
為「我要悅納它」，即上主保證會悅納將被興
建的聖 殿。第二，上主將要「得榮耀 」。動詞
「得榮耀」的基本意思，是「成為尊貴、成為貴
重」，這個動詞的字幹可以表達被動、中性或
反身的語意。
1. 希伯來文是。） （ְו ַﬠ ָתּה
2. 包括不定詞 絕 對形（收、吃、喝、穿）及不定詞 附屬形（喝、得

暖）。
3. Kessler, Haggai, 131.
4. 原文沒有「種」這個字。
5. 例如創世記四十三章34節：「他（約瑟）端起面前的食物分給他
們，便雅憫所得的比其他人多五倍。他們就喝酒（ָש ָׁתה，  ），
和約瑟一同暢飲（ָש ַׁכר，

 ）」（自譯）。

6. Koopmans, Haggai, 98.
7. Meyers and Meyers, Haggai, 26.
8. Verhoef, Haggai and Malachi, 61-62.
9. Kessler, Haggai, 133.

第一個吩咐是「上」。這個動詞表示上主要求
百姓離開停止工作的狀 態，開始行動。「山」
可以指獲得木材的地區或建 殿的聖山，由於
「山」是單數而且有前綴定冠詞，可以指一座特
定的山。11 詩篇中的上行之詩，似乎也有「上錫
安山朝聖」這傳統。不過同一個字也可以表示
山林地區（書十40，十一16）。先知的宣告很有
可能在聖殿範圍宣講，他們便不需要「上山」，
而且緊隨的第二個吩咐提及「木」，所以「山」
在此表示「獲得木材的地方」較為合理。

10. 希伯來文的動詞形式分別是：「上」（祈使式），「帶」（   

  ）和「建造」（祈使式）。
11. Mar vin A . Sweeney, The Twelve Prophets, Berit Olam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2000), 2:538.
12.《思》作「搬運」。
13. Meyers and Meyers, Haggai, 27-28.
14. Wolff, Haggai, 45.
15. Kessler, Haggai, 134.
16. Mignon R. Jacobs, The Books of Haggai and Malachi,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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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 9 月

新書掠影
明道研經叢書
《哈該書、瑪拉基書》 作者：何俊華
作者簡介：
何俊華博士於加拿大咸
美頓市麥馬士達神學院
（McMaster Divinit y
College）獲取哲學博士
學位，主修舊約聖經。現
為麥城華人浸信會主任
牧師，及天道神學院特
約講師，亦是《新漢語
譯本》譯者及專家委員
會成員。何博士的志願
是把學術研究與牧會經
驗結合，建立今日的華
人及普世教會。

學者推薦：
何博士對哈該書和瑪拉基書的註釋，不僅包括優美的文學手
法、嚴謹的解經，以及神學亮光，更善用他在教會牧養上的
經驗，設計出每章最後的應用和反思問題，幫助讀者看見自
己屬靈的光景，並激勵我們邁向神的心意和期許。
謝挺博士
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教務長

哈該書、
瑪拉基書
李錦棠
逢週四
日期：7月21日至9月8日
（8月4日放假）
註：暑假只開一科。

何俊華牧師撰寫的哈該書和瑪拉基書註釋，除了依據學術著
作的規格，將歷史背景和詞句文法詳盡剖解外，更針對牧者
和信徒的興趣和需要，疏理一些在釋義和神學上難解的問
題，又特別點出經文的某些觀賞點，並枚舉可資幫助理解要
旨的生活例子。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

電子書快訊

網上進行
只供海外信徒參加

簡體電子書
明道研經叢書
梁美心：《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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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022 年 7 - 9 月
September
實 體 課 程•只 供 本 地 信 徒 參 加
約書亞記（1-8章）

彼得前書

哈該書、瑪拉基書

鍾永安

陳智文

李錦棠

日期：7月4日至9月26日
（7月25日、8月1日、8月8日、
8月15日、9月12日放假）
時間：週一晚 7:30-9:30 pm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日期：7月19日至9月6日
（8月2日、8月9日放假）
時間：週二晚 7:30-9:30 pm
地點：荃灣浸信會

日期：7月22日至9月9日（8月5日放假）
時間：週五早 10:30 am - 12:30 pm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哈該書、瑪拉基書

加拉太書

李錦棠

陳智文

日期：7月12日至9月13日
（7月26日、8月2日、8月9日放假）
時間：週二早 10:00 am - 12:00 nn
地點：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日期：7月20日至9月21日
（8月3日、8月10日放假）
時間：週三晚 7:30-9:30 pm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因場地緣故，今季改為網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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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精讀團契
網上報名及簡介
* 由2022年7月開始，明道精讀團契將暫停於
播道會同福堂九龍東堂舉辦。
* 第一城浸信會及旺角浸信會將於暑期休課。

73期 2022年5月 明道講堂

[09]

同工
心聲

區燕芬
團契活動
旅行留影

夫婦同遊

大家好！主內平安。我是Doris，在明道社事奉
快將一年的同工區燕芬姊妹，主要負責事工發
展、舉辦課程等工作。

無盡感恩多少事？
你們的同工Doris隨風而來，在大家身邊打點
事務，實在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天上的父
神看我為寶貝，從母腹已揀選了我。我生長於
傳統家庭，母親篤信地方諸神，時刻求問，卻
沒得到平安，晚上更經常從惡夢中驚醒。「信
仰」使母親惶恐度日，而我被天父放進基督教
學校唸書，實在感恩！從幼稚園開始我便得到
天父愛眷，在校內認識真神和學習聖經真理。
有一天，老師挑戰我們向天禱告，尋找那位獨
一的真神。就這樣，我向神第一次呼求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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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我慢慢改變，認識主並決志成為天父的
兒女。感謝主！
主使我經 歷人生中三件畢生難忘的樂事。第
一，母親一直 反 對我信主及 受 浸，但 主幫助
我，最後我終於可以參加水禮，這是何等的奇
妙！第二，隨著年日過去，我父母相繼信主。他
們決志的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主的愛和恩典，
感激的淚水湧流出來。第三，我早年在「門訓」
小組接受頗嚴格的管教和訓練，學懂何謂神的
主權、僕人領導，知道如何尋求神的旨意、過
敬虔生活、作才德的婦人等等。年輕時學到的
真理，終生受用，但要活出順服和敬畏主的生
命，乃是一生的功課。
我和丈夫在教會認識，經過很長時間禱告我才

遇上他。蒙主帶領我們建立家庭，婚後生活很
幸福美滿，一起時的歡笑聲此起彼落。他是一
位很了不起的丈夫，我深深體會到沿途有他是
神的賜福，是最美的恩典。他與我共度過來自
家庭、工作、病患和學習的各種難關；他成為我
的後盾，帶我衝破障礙，共度每天。從他身上，
我感受到基督的愛。

人生多少少年頭？
回望過去，我天天沐浴在主的恩手中。我第一
份工作是小學老師，我對教育充滿熱誠，後因
聲帶和皮膚問題而轉行做行政、管理的工作。
十年前，蒙主恩領，我輾轉到了教會擔任行政
工作，帶領幹事團隊，協助堂主任發展事工等，
工作非常忙碌。軟弱時，常常經歷到主的同在

和帶領教會，令我非常感動。
我最喜愛的事奉，是在自己的教會。我曾任母
會聖經學院的行政同工，主理學院的課程、大
型講座、學生事務和辦公室管理等。我非常支
持基督教教育，一直經歷主豐富的恩典和厚愛
的我，如何才能被神使用，事奉祂、完成使命
呢？下一個十年，我又會如何呢？
去年4月，有一天外出吃飯、吹吹風。風從我耳
邊吹過，告知明道社的職位空缺和需要，蒙神
恩領，我之後便加入明道社事奉。盼可將恩賜
結合經驗，為機構帶來祝福！
願主祝福每一位！
你的同工D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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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新冠疫情影響了很多人的生活，
基督徒的相交生活也受到極大衝
擊。遊目四顧，我們的幫助可以從
何而來？以下節錄曾立華牧師所
著《神與人同行喜樂之旅：上行
之詩品讀》1其中一篇，看看聖經
怎樣歷久常新地成為我們不懼、
不惑的指引。

詩
詩 一二一
一二一 篇
篇

所有人感到恐懼時，眼目自然會四周張望尋找
幫助。惟有信心能將我們吸引回來，單單向神
舉目。……

2. 幫助的來源（1b∼2節）

I. 引言
每一個人總會在人生旅途上遇過困擾不安、
不知所措的情況，促使人考慮到保障的問題。
難怪保險行業歷久不衰，因為人人都想得到保
障，萬一突然遇上危難，家人可以得到賠償，不
致陷入無助處境，使人稍為安心。……

II. 信息內容

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3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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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以特別藝術手法來描述人生旅程……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6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一開始，詩人就問自己一個問題：我要向山舉
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接著宣告我的幫助從
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人重複想到神的
保守是我們的幫助，達六次之多，顯然是本詩
的主題。每一節強調一個主旨：我們的幫助和
盼望從神而來；祂是天地的創造者，是所有人
生旅途的守護者。……

一、確信我們幫助的來源（1∼2節）
1. 無助焦慮的思想（1節）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充分反映發問人的心境，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明道時代信息 73期 2022年5月

無助乏力（a helpless inner state）
，所以向周
圍的山脈發出求助的呼聲。這是否今天我們的
寫照呢？……

「仰視群山」的體驗產生了幫助的信仰情操，
而 我的幫助 就是那位「我信靠的守護者 —
神」。……
詩人所關注的幫助（ֵﬠ ֶזר， ）是指「保護、引
導和賜福」。他仰視群山，自問這些山是他的
幫助和得福的來源嗎？……無疑，從某一個角
度來看，高山的確有懾人力量，使人從中得著
啟迪。……
所以無論人生遭遇甚麼，只管確認創造宇宙、
大能無限的真神是我們的幫助，常常仰望祂、
倚靠祂。經 歷過神賜 福，信心會更加鞏固堅
定，靈命振奮上升，鬱結、焦慮、困擾就會漸漸
散去，內心恢復平靜。山也代表一種不變和穩
定的力量，處身山中，心境寧謐平靜，從而得著
力量與活力。……

二、確信我們必得到幫助（3∼6節）
1. 神保護人的形式（3∼6節）
即使不會質疑神的無限能力，但有人會問：「神
會用祂的大能來保護幫助我們如此渺小的人
麽？」「祂的幫助會到甚麼程度呢？」……

危難突然出現，無法不受衝擊，內心難以保持
平靜。除非我們醒覺，否則我們的眼目不會轉
向神，只會不斷向外力求助，像詩人向山求助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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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代禱

感恩/代禱
第3至4節刻畫神在山路上的守護，第5至6節
刻畫神全天候、終年無休的守護，第7至8節則
刻畫神的守護無遠弗屆，沒有地域限制。

保護有「看顧、保守、照管、看守」的意思（中
文譯作蔭庇 的在原文是同一字）。詩人不知道
前面有甚麼危險，卻肯定會有保障。
1.1 此時此地的保護（3∼4節）

1.2 任何時刻的保護（5∼6節）
詩人確信神日夜不間斷保護 他，隨時伸出援
手。這裡分別以太陽和月亮表示「白晝」和「夜
晚」
，神整日保護他們免受一切的災害。……為
此，不論人生遇到任何變遷，不管在公司還是
在家裡，睡覺還是醒來，神始終在我們身邊保
護我們、幫助我們，何等慈愛的神啊！……

三、確信我們會得到無邊的幫助（7∼8節）
這樣看來，還有甚麼事情令我們與神的愛和眷
祐隔絕呢？詩人回答說：「沒有。」神不但應許
時刻保護我們，而且任何地域處境，皆能全面
守護我們。這不僅對朝聖者是最大的鼓舞，也
是對每個信徒的鼓舞！

祐。……神的幫助周詳全面，不受時空限制，是
無邊的守護，我們還懼怕甚麼呢？

樣結束是合適的，與最後一句從今時直到永遠
吻合。在此，我們更加確信神的幫助與保護，
不限於過去或現在，因為祂全能全知，即使將
來未發生的事祂早已瞭如指掌，神的拯救與保
護直到永遠，一直持續下去沒有終結！……

III. 結語
……大能主宰神掌管人類歷史前途，連幽暗權
勢都受祂控制，雖然仍不時襲擊我們，只要確
信神是我們人生最穩固的靠山，又何足憂懼！
在這個受俗世潮流衝擊，虛無又沒保障的世
上，要像詩人一樣，對時刻眷祐我們的神產生
強烈的信心，在難測人生旅程上，從消極態度
轉至正向思維，憑信心積極向前奔跑，在信仰
路上以喜樂的心體驗神豐富的供應、同在和真
實的保護，憂心便減輕了，心情變得踏實穩固
起來。堅定相信從今時直到永遠神都保護我
們，是信仰旅程最寶貴的體驗！
有限公司，2015年8月，頁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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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奉獻和書籍銷售因疫情的影響而大減，3月
底仍有約70萬的不敷，請記念。

5. 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的作者，完成明道研
經叢書系列，特別是舊約經卷。求主賜力量
給現有作者，能在繁忙事奉和生活裡，按時
完成寫作，造就基督肢體。

3. 祈求5月底的OIA講座、7-9月的精讀課程，
以及籌備已久的暑期新約研經講座，能實
體進行。

6. 求主賜給我們合適的編輯和講師人選。

留意第7至8節保護（三次）或譯「看顧」，分詞
時式從現在轉換到未完成（ ）
，反映詩人
有新的著重點，從現在轉到將來，在文體上這

1. 曾立華著，《神與人同行喜樂之旅：上行之詩品讀》，香港，明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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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 恩明道研經 叢書《哈該
書、瑪拉基書》的編輯和排版工作大致完成，
盼望能在6月出版。也祈求上主保守《詩篇
四十二∼七十二篇》的編輯進展。

財政 報 告

山路崎嶇容易閃跌滑倒，但因為有神保護而穩
步前行。象徵神應許人雖然遭遇困難不幸，卻
不會被打倒。……

你出你入 是指無論何時何地，天父仍關心眷

1. 疫情斷斷續續地肆虐，精讀團契在這兩年
裡一直都要以網上形式進行，各類講座亦
要延期，求主保守我們能盡快恢復實體上
課和聚會。

財政
報告

＊

2022年1至 3月經常費
收入
個人或團體奉獻

HKD
811,436.60

HKD

支出
薪酬及津貼

680,754.85

行政辦公室常費

133,260.41

書刊銷售

33,944.19

課程收入

0.00

書刊出版

65,850.00

其他

1.92

課程支出

21,756.00

折舊

21,360.05

總收入

845,382.71

922,981.31

總支出

(77,598.60)

不敷
由2021年7月起至今累積虧損HKD705,088.79
＊

以「權責發生制」（Accrual Basis）為基礎

註：以上賬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請弟兄姊妹繼續為我們禱告，好使賜恩的神，在我們的缺乏上，顯出額外
的恩惠。
盼望弟兄姊妹繼續透過禱告及 / 或奉獻支持我們：
1. 郵寄支票至本社，支票抬頭「明道社有限公司」或「Ming Dao Press
Ltd.」；或
2. 將奉獻直接存入本社匯豐銀行賬戶（賬號：502-393523-838），收據
正本可郵寄、WhatsApp（6220 1771）或傳真（3013 9501）至本社；或
3. 轉數快FPS ID：6729057；或
4. PayPal：paypal.me/mingdaopress；或
5. 以信用咭方式奉獻，詳情可致電2986 9968找Simon弟兄查詢；或
6. 以自動轉賬方式，按月定額奉獻，詳情可致電2986 9968找Simon弟兄
查詢。

奉獻方式
詳情：
https://bit.ly/MDP_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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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與身分證相符）：

□男

□女

英文姓名（與身分證相符）：

英文別名：

電郵：
電話：

所屬教會：

居住地區： 請在適當空格剔選 □
香港 — □ 中西區

□ 灣仔區

□ 東區

□ 南區

九龍 — □ 油尖旺區
新界 — □ 葵青區

□ 深水埗區
□ 荃灣區

□ 九龍城區
□ 屯門區

□ 黃大仙區
□ 元朗區

□ 沙田區

□ 西貢區

□ 離島區

□ 大埔區

明道精讀團契學員：□ 是

□ 觀塘區
□ 北區

□非

費用及優惠
請在適當空格剔選 □
□ $400（半價優惠）

曾任或現任精讀團契組長

□ $400（半價優惠）

教牧、教會職員、神學生

5月19日至6月9日
精讀團契學員、精讀團契合辦教會會友
其他參與者

6月9日之後

□ $720（9折）

□ $760（95折）

□ $760（95折）

□ $800

合計：港幣 $
付款方式： □ 支票號碼
□ 銀行存錢 / 轉帳 /「轉數快」FPS 或
□ 八達通 Apps 付款（請在此填寫於收據上的商戶訂單號

或
並交回收據）

八達通付款教學

以八達通手機程式
掃瞄此圖付款

明道社有限公司

完成後，請緊記將付款單據或截圖連同報名表交回本社。
遞交方法： 郵寄（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傳真（30139501）
或電郵至course@mingdaopress.org。

付款方法：
1. 劃線支票
： 抬頭請寫「明道社有限公司」或「Ming Dao Press Ltd.」
2. 銀行存款或轉帳
： 存入本社匯豐銀行戶口（賬戶編號：502-393523-838）
3.「轉數快」FPS存款 ： 明道社轉 數快識 別碼（FP S I D）6 72 9 0 5 7，請緊記在轉 數快的「備註 / 附言 / 收 款 人訊 息」
欄內，輸入「NT6及報名表上的姓名和電話」，以便跟進報名。
4. 八達通付款
： 以八達通手機程式，掃瞄上表明道社付款QR-code繳交費用。

報名須知：
•

•

參加者須符合政府防疫要求，是次講座場地為香港靈糧堂，由於教會被列為政府表列
處所，請各參加者進場時，務必使用「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
閣下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將輸入並儲存於本社的課程系統，以便就相關的報名項目
聯絡閣下及 / 或發出收據。而由於你報讀本社的課程，我們將會發送明道社的課程、
講座資料及通訊給你。如欲取消接收相關資訊，敬請通知本社https:// bit.ly/ MDP_
unsubscribe。

有關疫苗通行證

董事 馮耀榮（主席兼義務執行董事）、陳瑞盛（司庫）、吳兆基、辛惠蘭、高銘謙、孫德基 ∕榮譽社長 鄺炳釗 ∕社長 李炳權 ∕編輯 廖惠堂 ∕
辦事處 辦公時間 8:30am-12:30pm，1:30-5:30pm ∕電話（852）2986 9968 ∕傳真（852）3013 9501 ∕電郵 info@mingdaopress.org ∕
網址 www.mingdaopress.org ∕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明道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