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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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書卷搜查 
電話：(852) 2986 9968 傳真：(852) 3013 9501 明道社書籍 
電郵：Order@mingdaopress.org 網址：www.mingdaopress.org 
  歡迎到本社網站，瀏覽產品或書籍簡介。 

日期 : _____________    
                       

客戶類別：請在適當空格剔選  

 個人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 英文：________________ 

自取 (明道社辦公室)：可獲 8 折優惠 

郵遞：滿 300元可免郵遞費用 (快遞店自取或郵遞家居) 

 機構/教會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教會 / 神學院蓋上印鑑，可獲 8 折優惠； 

折實總金額滿 1,500元可免費運送，否則須 

另付運費。 
付款方法： 

支票 轉數快 銀行轉帳  八達通  Paypal (海外訂購) 

 

 

 

 

印鑑  

送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個人資料，只會作為傳遞本社資訊和聯絡之用。 

 

 

書籍產品系列 作者 定價 
(HK$) 

數量 金額 
(HK$) 

明道研經叢書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上冊） 鄺炳釗 等 85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下冊） 溫清華 等 140     

創世記（卷上）─創造與拯救的上帝 

（附研習本） 

鄺炳釗 135     

創世記（十二章至二十五章 11 節）─從女人
後裔的應許(彌賽亞)看上帝的拯救計劃（附研
習本） 

陳錦友 130     

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附研習本） 

2022 優秀神學研究著作奬作品 

高銘謙 230     

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附研習本）  

金書獎得獎作品 

陳錦友 250     

士師記─動盪中的穩固根基（附研習本） 黃福光 200     

路得記─恩惠的故事（附研習本） 黃天相 85     

歷代志上─預備天地同步的聖殿敬拜  

（附研習本） 

高銘謙 185     

http://www.mingdaop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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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下─啟動天地互通的聖殿敬拜 

（附研習本） 

高銘謙 230     

詩篇（一～二十篇）─稱頌顧念人的神 

（附研習本） 

鄺炳釗 160     

詩篇（二十一～四十一篇) ─立於地，仰天 

而禱（附研習本） 

張智聰 210     

傳道書─試看人生（附研習本）   

金書獎得獎作品 

謝慧兒 130     

雅歌─情牽永約（附研習本）  謝 挺 130     

耶利米哀歌─悲哀質問與盟約盼望 

（附研習本）  

高銘謙 90     

以西結書(一～二十四章)─生命載道的守望

者（附研習本）  

戴浩輝 160     

約珥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亂世中的盼望
（附研習本）  

胡維華 100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公義與慈愛 

（附研習本）  

黃天相 100     

彌迦書─有何神像耶和華？（附研習本）  周永健 100     

哈該書、瑪拉基書─禍福的逆轉（附研習本）  何俊華 140     

馬可福音─福音之始（附研習本）  孫寶玲 200     

哥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附研習本）  張永信 160     

哥林多後書─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 

（附研習本）  

張永信 120     

以弗所書─在基督裡合一的新群體 

（附研習本）  

黃浩儀 100     

腓立比書 (修訂版)─僕友的生命與事奉 

 （附研習本）  

黃朱倫 120     

歌羅西書─尊主基督為主（附研習本）   梁美心 130     

帖撒羅尼迦前書─成為聖潔預備迎見主 

（附研習本）  

馮蔭坤 100     

帖撒羅尼迦後書─持守作工，候主再臨 

（附研習本）  

孫淑喜 85     

提摩太前書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附研習本）  

辛惠蘭 100     

提多書─立於恩典的健全生命（附研習本）  張  略 100     

腓利門書─為奴、自主彼此服侍的美好見證
（附研習本）  

何善斌 70     

希伯來書 (修訂版)─ 沿著新路來到施恩 

寶座前（附研習本）  

吳存仁 200     

彼得前書─經歷苦難進入榮耀（附研習本）  賴可中 100     

約翰一二三書─教會復興攻略：愛弟兄、守誡
命、斥異端（附研習本）  

張永信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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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萬主之主（附研習本）    

金書獎得獎作品 

孫寶玲 180     

查經組長 Easy Guide 曾培銘 110     

時代信息叢書     

泡沫中的彩虹─從傳道書看由虛空到有意義 劉承業 45     

寒梅綻放─從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看信徒如何
迎接主再來 

陳耀鵬 45     

人間信仰─從約拿書看如何活出信仰  

金書獎得獎作品 

梁家麟 78     

末世懸謎─啟示錄進解 林榮洪 78     

耶穌基督生平與言論（上冊） 林榮洪 58     

耶穌基督生平與言論（下冊） 林榮洪 55     

游刃有餘─從彼得前書看信徒如何跨越逆境 李振康 80     

正常的教會生活─提摩太前後書進解 林榮洪 75     

稱義、成聖與聖靈─羅馬書五至八章進解 林榮洪 55     

從屬靈領袖摩西談起─出埃及記一至十四章
的現代意義  

何述儉 65     

人間智慧─從箴言看如何活出信仰 梁家麟 90     

逆境奏樂歌─從腓立比書看快樂滿足的祕訣       郭文池 90     

非凡信仰─從希伯來書看基督徒的卓越生命   李振康 75     

異象的人生─從尼希米記看建造生命的工程      郭文池 90     

站立得穩─歌羅西書今讀 郭明昌 45     

前車之鑒─使徒行傳進解                     林榮洪 85     

屬靈歡欣之旅─從約翰書信看信徒的靈命 

成長    

何啟明 75     

誰是我王？─從士師記看敬虔人生            郭文池 90     

天國君王言訓─馬太福音淺釋                梁景賢 80     

生命與死亡的抉擇─從申命記看敬畏神之道 蕭壽華 75     

生命線上的解讀─從路得記看門徒的人生 

遭遇   

曾立華 75     

問題多多哥林多：哥林多前書一至六章           何啟明 92     

生之盼─傳道書信息                           蘇穎睿 105     

問題多多哥林多─哥林多前書七至十六章           何啟明 105     

想念基督─從路加福音看敬虔生命 蕭壽華 110     

苦罪之謎─約伯記信息   蘇穎睿 130     

行在地上的福音：馬可福音講道集  郭文池 175     

研習本     

研習本—創世記（卷上） 李均熊 等 12     

研習本—創世記（十二章至二十五章 11節）   李錦棠、曾培銘 13     

研習本—利未記  高銘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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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本—民數記   李錦棠 19     

研習本—士師記 李錦棠 15     

研習本—路得記          曾培銘 10     

研習本—歷代志上 高銘謙、李錦棠 20     

研習本—歷代志下 高銘謙 17     

研習本—詩篇（一～二十篇） 李錦棠 8     

研習本—詩篇（二十一～四十一篇） 李錦棠、曾培銘 15     

研習本—傳道書 陳月蓮 14     

研習本—雅歌 曾培銘 12     

研習本—耶利米哀歌 高銘謙 8     

研習本—以西結書（一～二十四章）   曾培銘 20     

研習本—約珥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 李錦棠、劉嘉儀 10     

研習本—俄巴底亞書、約拿書     李錦棠 9     

研習本—彌迦書──有何神像耶和華？ 李錦棠 14     

研習本—哈該書、瑪拉基書─禍福的逆轉 李錦棠 15     

研習本—馬可福音 曾培銘 14     

研習本—哥林多前書 李錦棠 14     

研習本—哥林多後書 明 思 等 12     

研習本—以弗所書 曾培銘 9     

研習本—腓立比書 曾培銘 13     

研習本—歌羅西書 曾培銘 14     

研習本—帖撒羅尼迦前書 明 思 等 8     

研習本—帖撒羅尼迦後書 曾培銘 8     

研習本—提摩太前書 曾培銘 15     

研習本—提多書 曾培銘 8     

研習本—腓利門書 曾培銘 8     

研習本—希伯來書 
曾培銘 

李錦棠、陳鴻 

15     

研習本—彼得前書 李錦棠、曾培銘 8     

研習本—約翰一二三書 曾培銘 12     

研習本—啟示錄 曾培銘 20     

靈修導引叢書     

默想上帝—靈修日引 鄺炳釗 25     

神創始─創世記主題靈修 徐濟時 32     

人出路─出埃及記主題靈修 徐濟時 32     

從紀念到委身：默想耶穌受難與復活 30 天 梁美心 85     

每日一詩─詩篇卷一～二 蘇穎睿 145     

每日一詩─詩篇卷三～五 蘇穎睿 150     

聖經信息叢書     

認識信仰─聖子                           鄺炳釗 38     

認識信仰─教會                             鄺炳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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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精讀叢書     

創世記（上）─從創造到揀選               謝 挺 100     

創世記（下）─從揀選到保守             謝 挺 120     

士師記─人民任意而行的時代(修訂版)     曾思瀚 120     

兒童研經叢書     

奇妙的耶穌—看看神蹟  

金書獎得獎作品 

眼核樹、 

鄧美心插畫 

85     

耶穌遇過的人 眼核樹、 

瑩瑩插畫 

105     

新視野釋經叢書     

細看哥林多前後書                            基 納 110     

再看出埃及記                            邁耶斯 110     

近看士師記‧路得記                                麥修斯 100     

三重看雅各書‧猶大書                        布羅森特 110     

從女人後裔的應許剖視創世記二十五至三十
六章 (新視野釋經叢書) 

陳錦友 220     

影音產品 講員    

第一屆明道研經大會 2007 MP3 《你所念的，
你真的明白？》          

曾思瀚 65     

第三屆明道聖經講座 DVD 《創世記、箴言─

智者看工作與家庭》 

華爾基 B. K. 

Waltke 

120     

第四屆明道聖經講座 MP3  

《路加福音信息─路加筆下的耶穌》 

博克 D. L. Bock 65     

第五屆明道聖經講座 MP3  

《還看啟示錄 》 

威瑟林頓 B. 

Witherington 

70     

第六屆明道聖經講座 MP3  

《申命記信息─福音與異象》 

布洛克 D. I. 

Block 

95     

第七屆明道聖經講座 MP3  

《歌羅西書今讀─不再一樣的世界 》 

鮑維均 50     

第八屆明道聖經講座 DVD  

《耶利米書今讀今釋─尋求當代復興》 

華德凱瑟 Walter 

C. Kaiser Jr. 

120     

張慕皚講道系列-箴言 (一套四冊) CD 張慕皚 500     

聖經主題叢書     

講聖經‧話人生 鄺炳釗 40     

膝蓋的事奉─禱告之聖經基礎與生活實踐       張子江 45     

劍影詩情─士師記與詩篇選讀               黃福光 60     

她觸動妳心─聖經中的女性故事         梁美心 120     

舊約聖經中神的威嚴                        華德凱瑟 95     

敬拜生命的主—從聖經重尋靈修的意義 趙詠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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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導引叢書     

希伯來聖經導論                               黃天相 120     

聖經註釋叢書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卷上）  

金書獎得獎作品 

馮蔭坤 170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卷下）  

金書獎得獎作品 

馮蔭坤 170     

以弗所書 註釋（卷上） 馮蔭坤 180     

以弗所書 註釋（卷下）  馮蔭坤 180     

 

 

 

               總數︰HK$______________ 

               □   選擇到明道社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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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須知 
1. 填妥表格後 

1.1 連同劃線「支票」繳交明道社同工 或 寄回本社；或 
1.2 將表格連同「轉數快」截圖或「入數紙」電郵至本社 Order@mingdaopress.org；或 
1.3 於手機「八達通」應用程式 (app) 掃瞄以下 QR-code付

款，並將收據或商戶訂單號傳送電郵至明道社。 

 

 

交此號碼 

給明道社 

 

1.4 以「Paypal」付款(只供海外訂購)，請在備註欄輸入姓名、電話。 
 

2. 付款資料 
2.1 支票抬頭「明道社有限公司」或「Ming Dao Press Ltd」 
2.2 明道社轉數快 (FPS)：6729057 
2.3 銀行入數至滙豐銀行 #502-393523-838 ，帳戶名稱 Ming Dao Press Ltd 

2.4   

 

 

 

 

 

 

 

註：八達通付款教學： https://bit.ly/MDPOctE  

2.5 Paypal : paypal.me/mingdaopress 

 

 

 

 

  

 

3. 本社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至下午 12:30，下午 1:30 至 5:00 

4. 預約取貨    :  本社將與台端預約取貨時間  (查詢電話：2986-9968) 

5. 送貨服務    : ‧ 如須送貨，請填寫「送貨地址」。 
‧ 每訂單只送一個地點，不包括離島。 
‧ 若是個人的免費郵遞服務，本社將與台端洽談郵遞地點 (快遞店鋪或家居)。 
‧ 由收到訂單到送貨，一般需 5個工作天。 
‧ 聖誕節及農曆新年假期前後之訂單及送貨服務，或需 10個工作天。 

6. 郵遞費用    : ‧ 訂單折實總金額滿 1,500元可免費運送，否則須另付運費； 
‧ 個人客戶購滿 300元可免郵遞費用，於快遞店自取或郵遞家居。  
‧ 前往明道社辦公室取書，可獲 8 折優惠。 

7. 訂購優惠    : ‧ 一次過購買所有「研經叢書」或 所有「時代信息叢書」可享 8折。 
‧ 購買相同產品 11-20本/盒(9 折) 21-50本/盒(85 折) 51本/盒以上 (8 折)。 
‧ 教會﹑神學院蓋上印鑑之訂單，可獲 8 折優惠。 

八達通應用程式 

QR-code  

 

P a y p a l 
 

掃
瞄 
按
鈕 

 

mailto:Order@mingdaopress.org
https://bit.ly/MDPOctE
https://www.paypal.com/paypalme/mingdao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