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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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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产品系列 作者 原价($) 数量 金额($) 条形码

归纳式研经实用手册（上册） 邝炳钊 等 85

归纳式研经实用手册（下册） 温清华 等 140

查经组长 Easy Guide 曾培铭 85

创世记（卷上） 邝炳钊 135

民数记 金书奖得奖作品 陈锦友 230

路得记 黄天相 85

历代志上 高铭谦 175

诗篇（一～二十篇） 邝炳钊 160

传道书 金书奖得奖作品 谢慧儿 130

雅歌 谢　挺 130

耶利米哀歌 高铭谦 85

俄巴底亚书、约拿书 黄天相 75

马可福音 孙宝玲 180

哥林多前书 张永信 130

哥林多后书 张永信 120

以弗所书 黄浩仪 100

腓立比书 (修订版) 黄朱伦 120

帖撒罗尼迦前书 冯荫坤 85

帖撒罗尼迦后书 孙淑喜 85

提摩太后书* (不附研习本) 林俊华 80

希伯来书 (修订版) 吴存仁 200

彼得前书 赖可中 85

约翰一二三书 张永信 120

启示录  金书奖得奖作品 孙宝玲 160

明道研经丛书(附研习本)（一次过购买所有「研经丛书」可享八折）**

附上教会 / 神学院印鉴，全单可获 85 折优

惠

(订购适用)

明道社产品订购表格
相同产品 11-20本/盒(9折） 21-50本/盒(85折） 51本/盒以上(8折）

电话：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印鉴 (如适用) 

Ming Dao Press Ltd  第 1 頁 19/9/2017



创世记（卷上）研习本 李均熊 等 12

民数记 研习本 李锦棠 19

路得记 研习本 曾培铭 8

历代志上 研习本 高铭谦 等 17

诗篇（一～二十篇）研习本 李锦棠 8

传道书 新版研习本 陈月莲 14

雅歌 研习本 谢　挺 12

耶利米哀歌 研习本 高铭谦 8

俄巴底亚书、约拿书 研习本 李锦棠 9

约珥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 研习本 刘嘉仪 等 10

马可福音 研习本 曾培铭 14

哥林多前书 研习本 李锦棠 14

哥林多后书 新版研习本 明　思 等 12

以弗所书 研习本 曾培铭 9

腓立比书 研习本 曾培铭 13

帖撒罗尼迦前书 新版研习本 明　思 等 8

帖撒罗尼迦后书 新版研习本 曾培铭 8

提摩太前书 新版研习本 孔祥康 12

提摩太后书 新版研习本 莫巨智 12

希伯来书 研习本 曾培铭 等 15

彼得前书 研习本 李锦棠 等 8

约翰一二三书 研习本 曾培铭 12

启示录 新版研习本 周沃明 等 10

创世记（上）─从创造到拣选 谢　挺 100

创世记（下）─从拣选到保守 谢　挺 120

士师记─人民任意而行的时代(修订版) 曾思瀚 120

约翰福音─道成福音的耶稣 曾思瀚 85

再看出埃及记 迈耶斯 110

近看士师记‧路得记 麦修斯 100

全方位解读但以理书 麦兆辉 130

细看哥林多前后书 基　纳 110

三重看雅各布书‧犹大书 布罗森特 110

耶稣遇过的人
眼核树

莹莹插画
105

85奇妙的耶稣—看看神迹               金书奖得奖作品

儿童研经丛书

新视野释经丛书

圣经精读丛书

明道研习本

眼核树

邓美心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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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信息及主题类

从属灵领袖摩西谈起

     ──出埃及记一至十四章的现代意义
何述俭 65

生命与死亡的抉择──从申命记看敬畏神之道 萧寿华 75

谁是我王？──从士师记看敬虔人生 郭文池 60

生命线上的解读──从路得记看门徒的人生遭遇 曾立华 75

异象的人生──从尼赫迈亚记看建造生命的工程 郭文池 60

神与人同行喜乐之旅：上行之诗品读 曾立华 75

人间智慧──从箴言看如何活出信仰 梁家麟 90

泡沫中的彩虹──从传道书看由虚空到有意义 刘承业 45

生之盼：传道书信息 苏颖睿 95

人间信仰──从约拿书看如何活出信仰

       金书奖得奖作品
梁家麟 78

脱胎换骨──从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看事奉的更新 李振康 58

耶稣基督生平与言论（下册） 林荣洪 55

天国君王言训──马太福音浅释 梁景贤 80

基督门徒的生命与生活：从马太福音看信心生活 萧寿华 80

前车之鉴──使徒行传进解 林荣洪 85

问题多多哥林多：哥林多前书一至六章 何启明 75

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腓立比书看诚信正直 曾立华 48

逆境奏乐歌──从腓立比书看快乐满足的秘诀 郭文池 60

非凡信仰──从希伯来书看基督徒的卓越生命 李振康 75

游刃有余──从彼得前书看信徒如何跨越逆境 李振康 80

属灵欢欣之旅──从约翰书信看信徒的灵命成长 何启明 75

末世悬谜──启示录进解 林荣洪 78

从耶稣基督的比喻看丰盛生命之旅（第一册） 张慕皑 120

从耶稣基督的比喻看丰盛生命之旅（第二册） 张慕皑 120

从耶稣基督的比喻看丰盛生命之旅（第三册） 张慕皑 120

膝盖的事奉──祷告之圣经基础与生活实践 张子江 45

剑影诗情──士师记与诗篇选读 黄福光 60

她触动妳心──圣经中的女性故事 梁美心 100

旧约圣经中神的威严 华德凯瑟 95

以斯帖记──侠骨柔肠抗厄难 区伯平 55

敬拜生命的主 - 从圣经重寻灵修的意义 赵咏琴 80

从纪念到委身：默想耶稣受难与复活30天 梁美心 85

每日一诗──诗篇卷一～二 苏颖睿 145

希伯来圣经导论 黄天相 120

灵修导引丛书

圣经主题丛书

圣经导引丛书

时代信息丛书（一次过购买所有「时代信息丛书」可享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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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注释丛书

歌罗西书．腓利门书 注释（卷上）金书奖得奖作品 冯荫坤 170

歌罗西书．腓利门书 注释（卷下）金书奖得奖作品 冯荫坤 170

以弗所书 注释（卷上） 冯荫坤 180

以弗所书 注释（卷下） 冯荫坤 180

65

120

65

70

95

50

120

110

欢迎到本社网站www.mingdaopress.org，浏览产品，或试读书籍。

订购须知

　请将填妥的表格连同划线支票寄至本社。支票抬头请写「明道社有限公司」或「Ming Dao Press Ltd.」。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8:30至下午12:30，下午1:30至5:30

　您的个人资料，只会作为传递本社信息和联络之用。

　联络数据：香港九龙新蒲岗双喜街9号汇达商业中心6楼6号室

　　　　　电话：2986 9968　传真：3013 9501　电邮：info@mingdaopress.org　网址：www.mingdaopress.org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mingdaopresshk/

影音产品

第九届明道圣经讲座DVD 《希伯来书──为漫长天路而写的信》

马歇尔 Howard Marshall

第一届明道研经大会2007 MP3 《你所念的，你真的明白？》

曾思瀚

总数︰HK$

第三届明道圣经讲座DVD 《创世记、箴言──智者看工作与家庭》

华尔基 B. K. Waltke

第四届明道圣经讲座MP3 《路加福音信息──路加笔下的耶稣》

博克 D. L. Bock

第五届明道圣经讲座MP3 《还看启示录 》

威瑟林顿 B. Witherington

第六届明道圣经讲座MP3 《申命记信息──福音与异象》

布洛克 D. I. Block

第七届明道圣经讲座MP3 《歌罗西书今读──不再一样的世界 》

鲍维均

第八届明道圣经讲座DVD 《杰里迈亚书今读今释──寻求当代复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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