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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經卷研讀班

香港靈糧堂．明道社合辦

8月15日

以斯拉記

哈巴谷書

高銘謙博士

戴浩輝博士

建道神學院
聖經系助理教授

信義宗神學院副院長
舊約教授

7月11日

8月22日

路得記

士師記

黃福光博士

黃天權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聖經研究科舊約教授

播道神學院
聖經科副教授

7月18日

8月29日

民數記

尼希米記

黃嘉樑博士

郭文池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陳朱素華教席教授（聖經科）

播道神學院院長
鮑會園教席副教授

7月25日

9月5日

以賽亞書

約拿書

黃儀章博士

謝慧兒博士

伯特利神學院
聖經研究教授

建道神學院
滕近輝教席教授
聖經研究部主任

索取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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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Google表單（http://bit.ly/2ESjO5Q）辦理手續。

︵五︶

7月4日

一年一度的暑期經卷研讀班今年專研舊約，請

來八位聖經學者，每堂講解一卷書卷，範圍

涉及舊約不同文體，相當難得，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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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道，
我就思想你的奇事。

在一浸

第一城 浸 信 會 位
落沙田小瀝 源都
會廣場三樓

明道精讀團契

明道
培訓

2007年明道社成立精讀團契之時，只有三
間伙伴教會（參明道通訊 #41），第一城浸
信會是其中之一，可謂代表了新界區。另外
兩間就是分別代表香港區和九龍區的播道
會 港福堂和九龍塘宣道會。究竟當年是甚
麼原因促成一浸與明道社合作，一同開辦精
讀團契的呢？
一浸與明道社合作多年，是緣於一個特別
的關係。當年我們有一位女傳道，她的丈夫
正是當時的明道社總幹事，所以便鋪橋搭
路，在一浸開辦精讀團契。就是這樣一直辦
到今天。

（右起）陳鴻社長、一浸陳鴻耀牧師、本文筆者李芷晴姊妹

數一數手指，一浸的明道精讀團契自2007
年開辦至今，足有十二年之久，相信培育了
不少學員，他們對教會有幫助嗎？
第一城浸信會（一浸）不但與明道社多年合辦
精讀團契，近年更加強合作，合辦其他研經聚
會，譬如去年十一月由郭文池牧師主講的「明
道作者講座」，今年二月的「楊錫鏘牧師（楊
醫）與18-35歲接棒一代互動研經II」聚會等。
今期通訊，我們特意走訪一浸的署理主任牧師
陳鴻耀牧師，暢談多年合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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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浸的 精 讀學員都 很 樂 於 參 與 教 會 的事
奉，有幾 位學員更學以致 用，把從 精讀團
契所學到的，在堂會的主日學裡教授弟兄
姊妹。他們本就熱愛查經，除了上精讀團契
外，還參加其他大型研經聚會。過往數年，
都有不少一浸團友不嫌路遠，專程到銅鑼
灣參加明道社於暑期舉辦的「新舊約經卷
研讀班」。難得的是，他們能明道行道，把
自己所學與他人分享，很值得欣賞。

翻看出席記錄，我們發現由2010至2016年
間，一浸會友報讀精讀團契的比率平均佔總
人數的18%。不過，最近兩年這個比率卻逐
季下跌，到去年2018年甚至跌至10%以下。
與此同時，則多了別的教會信徒來一浸參加
精讀團契。當然，總體人數增加，令一浸會
友出席的比率下跌，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再
看實際出席的人數，一浸會友下跌至只剩十
來人，則又是非常明顯的。是否精讀團契有
甚麼須要改善的地方？
一浸會友報精讀團契人數下降，可能與教會
大氣候有關。從前主日學有120多人報名，現
在則少了一半。也許這是因為教會團契已相
當著重查經，設立了一至兩年的查考經卷計
劃，令團友覺得沒有必要再報讀查經班或
主日學。不過雖然如此，一浸的明道精讀團
契其實已差不多滿額，報名人數已接近地方
所能容納的上限140多人，這反映精讀團契
確實是多了服侍區內的弟兄姊妹。另外，不
少一浸會友都要上班，無法參加週四早上的
精讀團契，所以他們很多都是下班後到別區
上精讀團契的。所以，一浸還是有不少會友
喜愛精讀團契。

多謝牧師和一浸的支持，除多年來與我們合
辦精讀團契外，去年還合辦了郭文池牧師的
「明道作者講座」，可否分享一下合辦這項活
動的經驗？
去年郭牧師的講座，我們一早便在主日崇
拜宣傳。我們把報名連結的QR code放在
教會報告的PowerPoint內，讓會友可即場
用手機掃QR code報名。經過連續數週不
停報告，有近200名會友報名，佔全部會友
的25%，等於一堂崇拜的人數，就講座來
說，是很多人參加了。自那次講座後，出席
教會祈禱會的人數由約二十人增至三十多
人，也有新面孔回來祈禱守望。有弟兄姊妹
分享說，因為郭牧師挑戰他們，與其聽祈禱
講座，不如實踐祈禱，於是便毅然回來祈禱
會；又有一對母女，因要照顧小孩，便輪流
出席祈禱會；也有下班後趕來參加祈禱會
的。這個講座重燃了一浸弟兄姊妹的祈禱熱
忱，實在讓人感恩！

一浸明道精讀團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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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一浸傳遞信息已這樣電子化，這是否也
適用於推廣精讀團契呢？
當然適用！這樣，就請你們除了給我們實體
版的《明道通訊》外，也給我們精讀團契的
QR code和網址，我們的會友現在很多都已
經用電子版的主日崇拜週刊了。

未來一浸的事工發展，明道社可在哪些方面
配合，加強合作呢？
我們教會的大方向一直是「回歸基本步」，
即多祈禱、多讀經、推動佈道、門訓扎根、
做好栽 培。回望過去，證明只要教會做好
基本的東西，人就自然來，教會就增長。故
此，我們仍舊堅持做好最基本、亦是最重要
的東西。我們很認同明道社教導信徒讀經，
幫助信徒明道行道的宗旨。將來有機會擴大
合作規模時，例如擴展精讀團契或舉辦更
大型的講座，有望借用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現
正擴建的有蓋操場，那裡可容納與禮堂相
等人數的會眾，也能同時轉播。
一浸精讀團契學員

原來一浸如此重視信仰最基本的要素，難怪一
浸的精讀團友大多如此成熟，回到堂會教導弟
兄姊妹。要是有更多學員能像一浸精讀團友那
樣實踐所學，必能為香港教會帶來新氣象，真
希望年輕弟兄姊妹也能學效他們明道行道的
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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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貨倉

明道社辦公室
速運

貨倉

出版銷售

新里程

我們的辦公室距離貨倉（業豐工業大廈）與
順豐速運只是咫尺之遠。

接 手 批 發 書 籍 這 幾 個 月以 來，我 們 經 歷了許
多—感受到同工義工的努力和支持，體會到與作
者合作的樂趣，也見證神適時的供應，感恩不盡！
由2018年8月1日起，我們開始自行發行自家出
版的書籍。聽來簡單，卻原來相當繁複：覓倉、租
倉、搬倉、存倉、管倉、接洽書室、推廣書籍、送
貨……我們沒有添加人手，就憑著一股熱誠和幹
勁，開拓了一個新局面。
當然，若沒有神的看顧，努力也是徒然。
第一樣要感謝神的，就是找到兩個非常便利的貨
倉，剛好位於明道社新蒲崗辦公室毗鄰的舊式工
廠大廈之內，從辦公室走過去，說得誇張一點，
下雨也不用打傘！
有了貨倉，接下來就要把存貨運進去。過去十多
年，天道書樓除了經銷明道社書籍外，也慷慨地
替明道社存貨，所以今次搬倉，也算是這麼多年
來第一次實物盤點。核算一遍，才發現原來有十
幾萬冊書要搬到新倉去！感謝主，搬運當天，得
到很多義工的協助，速度之快令運輸工人也要加
班，臨時決定再多運一批！
倉有了，貨有了，就正式進入操作期。管理倉存原
來殊不容易，書本出入要準確記錄，貨倉濕度要
控制得宜，新書出版又要決 定倉存和門市的數
量，凡此種種，都要每天照料。感謝神，負責的同
工非常盡責，當是自己生意般天天料理。

倉有了，貨有了，總不成只是囤貨吧。我們定意不
是做書倉（bookstore）
，而是做書商（bookseller）
！
感謝主的安排，賜我們兩位優秀的同工Kenus和
Simon努力推廣銷售，又有神學院容許我們擺設
書攤，更有書樓願意全年包銷一定的數額，讓有心
買書的人得以從不同途徑找到明道社的出版品。
神又 讓 一 些 明 道 作 者 樂 意 與 我 們 配 合，同 意
「書跟作者走」，使我們能在他們講學和證道的地
方擺設書攤，方便教會肢體即時拿到書本，實現將
「好」書交到「好」閱讀的信徒手上！
最後，我們只能驚嘆，神的看顧真的是無微不至！
因為，若有書樓訂貨，我們就必須送貨。明道社
只有九位同工，那裡還有剩餘人手呢？感恩神賜
給我們一 位甘心樂意事奉的弟兄，既是孔武有
力，又是比較節儉和喜歡出勤，所以差不多全部
物流送貨由他一手包辦，配合近年發展蓬勃的客
貨車服務，替我們省回不少成本。最近，神又帶了
第二位弟兄來，每週一次幫忙我們做義工，正是
如虎添翼！
雖然只是短短幾個月，但我們委實經歷了許多，心
中充滿感恩，確信和倚靠神會繼續帶領我們向前。
後記：擱筆之後，突然有一天發覺在鄰近工廈地
鋪開了一間新店，竟是「順豐速運」！也許神覺得
我們推書去四美街順豐舊鋪太遠了，要搬它到我
們貨倉樓下吧！

61期 7-9月 明道消息

[05]

明道
花絮

第一城浸信會 • 明道社合辦

楊錫鏘牧師（楊醫）

與 18-35 歲 接棒一代
互動研經 II

1

2019年2月24日
第一城浸信會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禮堂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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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醫指出，現代人不少都以忙碌熱心的事
奉和屬靈活動，來彌補對神的虧欠— 不
順服神。

2.

約有130位年輕弟兄姊妹參加是次互動研
經，一同思考馬可福音十一章12至26節。

3.

一位姊妹向楊醫發問。

4.

另一位弟兄向楊醫追問。

5.

楊醫說：要有真正悔改的生命就要信—
這信並非頭腦上的相信，而是信靠。信靠
跟 順 服 是 分不 開的。謙卑 承認不 能 靠自
己，而是要靠聖靈改變生命。

6.

當日梁納匡弟兄代表18至35歲接棒一代向
楊醫致謝。

明道
花絮

明道作者講座花絮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 明道社合辦

歷代風雲中

尋求神
2019年3月8日

1

2
3

4

5
1.

高博士說：人只要「自卑、禱告、尋求、轉離」，神就
會「垂聽、赦免、醫治」，這是神的應許，是祂「慈
愛」的彰顯—神對祂所立的約永遠堅貞。

2.

約五百位弟兄姊妹冒雨前來聆聽歷代志下的信息。

3.

高博士指出，
「尋求」是指遵行神的誡命律例典章，
與申命記六章4節「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
你的神」中的「愛」是同樣的意義。

4.

高博士為弟兄姊妹簽名留念。

5.

高博士與弟兄姊妹相談甚歡。

6.

高博士與（右起）本社同工劉嘉儀姊妹、李桂華姊
妹及同福堂黃桂華牧師、鍾玉萍傳道合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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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2019年 7-9月
September
愛與罰
— 阿摩司書精讀
李錦棠
日期：15/7-23/9（放假 5/8、26/8）
時間：週一晚 7:30-9:30 pm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灣仔軒尼詩道36號；港鐵灣仔站B1出口）

精讀報名表：

堂數：9堂

電腦：http://bit.ly/MDP_Faf
手提：

抓緊得救的盼望
—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精讀
趙詠琴
日期：2/7-6/8

精讀課程單張：
電腦：http://bit.ly/MDP_bsf_leaflet

時間：週二早 10:00 am-12:00 nn
地點：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堂數：6堂

手提：
日期：5/7-9/8
時間：週五早 10:00 am-12:00 nn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1樓；港鐵炮台山站B出口）
堂數：6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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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曠野中的訓誨（上）
— 民數記（一至十七章）精讀
李錦棠
日期：16/7-17/9（放假 6/8）
時間：週二晚 7:30-9:30 pm
地點：荃灣浸信會
（荃灣青山公路99-113號；港鐵荃灣站B2出口）
堂數：9堂

查經組長訓練班
曾培銘
日期：2019年6月2日
時間：主日午2:15-5:15 pm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灣仔軒尼詩道36號；港鐵灣仔站B1出口）

聽而遵行的有福了（下）
— 啟示錄（十二至二十二章）精讀
曾培銘
日期：10/7-18/9（放假 31/7、7/8）
時間：週三晚 7:30-9:30 pm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1樓；港鐵炮台山站B出口）
堂數：9堂

61期 7-9月 明道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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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
心聲

是人生的必修課！

三年多前的秋天，李錦棠老師跟我們暫別，遠赴英國
接受牧會的挑戰。今個夏天，他將回歸明道社，繼續
與我們一班同工和精讀團契學員走「上行之路」。離
去的時候，李Sir身兼出版和培訓的工作。今趟歸來，
他將全職擔任講師，負責聖經教導事工。三年多的時
間，少不免環境和人事都有些變化，李Sir回歸有何感
言呢？讓我們來聽聽：

1
1.

原來下雪不是想像中那麼浪漫，
至少在超市的食物被搶購一空，
感覺好像在香港打風一樣。

2.

叫我想起「足印」這首詩歌：「憶
當天的那段舊夢，祂仿似與我夜
裡共行……」

3.

很 難 得 看見這幅心 曠神 怡 的圖
畫，不 過 若身 旁 的 人 突 然 說：
「羊腩煲很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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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很多人喜歡到英國的教堂參觀，
但宗教情況就不一定成正比例。

5.

感謝神給我教導和宣講的機會，
叫我樂此不疲！

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好像是平常生活司空見
慣的事，不過我們總是永遠無法習慣離別的
感覺，回想起三年多前，要離開一個自己出生、
成長、事奉的地方，一踏入機場的離境區，淚水
已緩緩流下；想不到三年後，這情景或許會再
一次出現，離開一個叫我難以忘懷的地方。
雖然有人說，離別是為了重聚，但重聚又是否
必然？卻似乎沒有人知曉。不過，正正是世事
難料，正如人生就是帶雨傘時不下雨，下雨時
卻忘了帶傘，不過，無論是有帶傘或沒帶傘，
我們仍可享受當下的一切。所以離別叫我們更
珍惜每一段關係；並若遇上重逢的時候，那份
喜樂便加倍的來到。
花開花又謝，春去春又回，歲月不停流轉，唯一
不變的是我們在主內這一份寶貴的情誼。無論
茶水是濃是淡，那份清香永駐在心間。正如保
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17至20節所言：「弟

兄們，我們暫時與你們離別，是面目離別，心裡
卻不離別；我們極力地想法子，很願意見你們
的面。所以我們有意到你們那裡；我保羅有一
兩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擋了我們。我們的盼望
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我們
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
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
保羅在突如其來的情況下，與帖撒羅尼迦教
會道別（參徒十七章），可見保羅對教會那份
思念是筆墨難以形容，不過他在帖撒羅尼迦

4

5

前書二章17節指出，我們暫時與你們離別，離
1
別直譯可作「使成為孤兒」， 由此可見，離別
確實帶來傷感和難過，然而，他接著補充是面
目離別，心裡卻不離別，即是縱然身體分開，
但內心的情誼是無法斷絕的；即是縱然撒但可
阻擋我們的行程，卻不能阻擋我們內心的盼望
和喜樂，因為我們都是天路的同路人，持守我
們所信的，站立得穩，一同切切等候主耶穌再
來的日子。因此，離別雖然有傷感，但只要我
們都在主裡面，我們就必有盼望和喜樂。
人生在世，雖然一直不斷在離別與相聚中度
過，不過至少離別讓我學懂珍惜，重聚教我學
懂感恩，叫我成為一個有情的人，更體會弟兄
姊妹的感情彌足珍貴。雖然離別與重聚，兩者
總是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三年前經歷了
一次，現在三年後又再經歷一次，不經不覺，已
經沒有返香港三年多了，有人說香港已變了很
多，我不敢太多猜測，然而，繁星依舊點點，蒼
穹依舊深邃，神的話語絕對不會改變，能夠繼
續以教導服侍弟兄姊妹，這也是神給我的一種
莫大的福氣，叫我非常珍惜。

你的弟兄 錦棠
3

李Sir將於6月再度成為明道社同工。7月第三季，
他就重返精讀團契，在香港堂和荃浸分別教授阿
摩司書和民數記。三年的歷練，必有神的恩典和
陶造！我們都期待著李Sir的分享和教導。

1. 參《呂振中譯本》：「我們呢、弟兄們，我們既如喪失父母的孤兒
和你們暫時地分離─ 面目分離，心卻不分離─ 就越發竭力地
想法子、很切願地要見你們的面。」

61期 7-9月 同工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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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掠影

時代信息叢書

《苦罪之謎─約伯記信息》
作者：蘇穎睿

作者簡介
蘇穎睿牧師畢業 於 香港大學，獲一級榮譽文學士（BA）及哲學博士（PhD）。又於費城西敏
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獲道學碩士（MDiv），普林斯頓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 y）神學碩士（ThM）及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學博士（DMin）。曾任香港播道會窩福堂主任牧師及三藩市播道會主任牧師。
現為該兩堂之義務顧問牧師。著有《福音性研經》《成長路》《教堂以外的信仰》《基礎神學》
《四季成長路》《委身》《情緒逼人來》《生之盼》《從掙扎到成長》《人啊！人》《信心之旅》
《風雨中成長》《忠恕之道》《每日一詩》及《苦罪之謎》等。

推薦
我們不能改變苦難，卻可以改變自己對苦難的態度，約伯記正是教導我們以正確的態度面對苦
難。約伯記中沒有耶穌的名字，但蘇牧師引導我們從字裡行間看到約伯預表主耶穌基督，祂就是
苦難的出路、永恆的救主。創造宇宙萬物、滿有尊貴、榮耀、智慧、能力和慈愛的神（伯三十八∼
四十一章)，是我們受苦中的曙光和指望。（陳永明 基督教永明基金創辦人）

新書
預告

明道研經叢書

提多書─立於恩典的健全生命
作者：張略
（中國神學研究院周永健教席教授〔聖經科〕兼副院長）
提多書並非一卷熱門的書卷，也許有人以為這是保羅給他的傳道同工提多的勸勉和吩咐，與自
己無干。的確，這是一封叮囑提多如何牧養克里特教會的信函，但當中所強調敬虔真理的知識，
並對男女老幼信徒的道德生活指引，對我們今天追求美善生活，確有具體而富啟發性的提醒。
此書6月出版，屆時還會由作者張略牧師親自講解提多書的訓誨，怎能錯過？請立即報名，到時
還可即場以折扣價購買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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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協辦•明道社主辦

張略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
周永健教席教授（聖經科）
日期： 2019年6月21日（週五）
時間：7:30-9:30 pm
地點：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香港般咸道86A號）
內容簡介：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和提多書

只供網上報名：

這一組保羅書信一般稱為教牧書信，其中以提

_
電腦：http://bit.ly/MDP_0621_CL
手機：

多書為最短，且最不受注意。收信人提多當時身
處克里特— 一個以謊言、野蠻和愛吃懶做聞
名的城市。教會中有一些具影響力的人，受這等
敗壞文化所習染，傳講錯謬的道理，過糜爛的
生活。保羅再三敦促提多，如何教導會眾建立
健全的信徒生活，對現今的信徒極具啟發性。

費用全免
額滿即止

明道研經叢書

《士師記─立於動亂中的根基》
作者：黃福光（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聖經研究科舊約教授）

七月出版，敬請留意。

61期 7-9月 明道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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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明道社合辦

內容簡介：中國人說：「種瓜得瓜，種

之謎

約伯記信息
—

苦罪

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豆得豆」— 你做好事就有好報，做
惡事必有惡報，這正是我們所謂之報
應。不少基督徒都認同這個講法，甚
至引用約伯為證，指出約伯雖然受了
許多苦楚，但守得雲開見月明，始終
還是丁財兩旺，安享大福。然而，現實
往往並非如此。多少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好人得不
到好報，惡人反而享大福。

蘇穎睿

事實上，不少人都有類似約伯這樣痛苦的經歷，但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及
美國三藩巿播道會義務顧問牧師

有約伯這般結局的，則少之又少，這又該如何理

日期： 2019年5月10日（週五）

的遭遇和掙扎，引領我們從一個嶄新的角度來觀

時間：7:30-9:30 pm

看人生、苦罪，和盼望。

地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只供網上報名：

（九龍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二字樓）

解？約伯記正是探討這個苦罪之謎的書卷。約伯

電腦：http://bit.ly/MDP_0510_SWY
手機：

費用全免．額滿即止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明道社合辦

內容簡介：詩篇的豐富，不在 於真情
流露，而在於充滿了對上主的「真」認
識，蘊含了對信仰的「真」回應，有別於
一般禱告的呢喃冗詞、自說自話。詩篇
精彩，因為詩人從不滿足於對上主一知
半解，研讀詩人的話語，在人生起伏、

張智聰
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副教授
日期： 2019年5月24日（週五）
時間： 7:30-9:30 pm
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二樓聖殿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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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動盪中讓人深明該為何事而求，因
何而求。本講座會以詩篇第三十一和四十篇等為藍
本，剖析詩篇為何是「真• 祈禱」。
只供網上報名：
電腦：http://bit.ly/2z5c4ss

手機：

【報名表格】（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郵：
電話：

所屬教會：

修讀八堂（全科＄800）
在適當空格勾選

選讀單堂（每堂＄200）
在適當空格勾選
□ 4 /7

□ 2018年7月至今曾任或現任
明道精讀團契組長（17/ 5或之前 $400）
□ 明道精讀團契團友 / 伙伴教會會友 *
（31/ 5或之前 $720，1/ 6開始 $760）

□ 1 1 /7

□ 1 8 /7

以斯拉記 路得記 民數記

或

□ 1 5 /8

□ 2 2 /8

□ 2 9 /8

□ 其他參加者
（31/ 5或之前 $760，1/ 6開始 $800）

哈巴谷書 士師記

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共計）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伙伴教會名單，請登入本社網站

□ 2 5 /7

以賽亞書
□ 5 /9

尼希米記 約拿書

單堂不設任何優惠

www.mingdaopress.org查閱
網上報名：
電腦：http://bit.ly/MDP_OT5_GF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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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收取本社其他的宣傳資訊，法例規定閣下必須清楚申明意向：
個人資料用途之意向申明（請務必在方格內勾出 □ 你的選擇）
：

本人 同意 □ / 不同意 □ 明道社使用上述本人的個人資料傳遞貴社的宣傳資訊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支票或銀行存根郵寄或傳真（3013 9501）至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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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本社匯豐銀行戶口（賬戶編號：502-393523-838）

日期：2019年7月4日至9月5日

舊約經卷
研讀班（五）

（逢星期四；放假8月1日、8月8日）
時間：7:30 - 9:30 p.m.
地點：香港靈糧堂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禮頓里6號 ）

堂數：8堂
費用：$800（於5月31日或之前報名$760）
註：優惠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或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mingdaopresshk

董事 余毓繁（主席兼義務執行董事）、陳瑞盛（司庫）、馮耀榮、吳兆基、何志偉、辛惠蘭、高銘謙 ∕榮譽社長 鄺炳釗 ∕社長 陳鴻 ∕執行編輯 李芷晴、劉嘉儀∕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香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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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facebook.com/mingdaopresshk ∕地址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