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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華人基督徒聯合書展已於10月31日結束（10/26∼10/31），今年主題：基督徒文化生活
創意展。比較過去幾年有歷史背景的明確主題（2014年：死海古卷，2015年：福音來台150年，2016
年：諾亞方舟，2017年：宗教改革500年），今年主題似乎缺乏吸引力，再加上綿綿細雨，人潮明顯
少很多。台灣聖經公會的攤位在電扶梯的旁邊，很遺憾主辦單位因為要省電，關掉上樓的電扶梯，如

此一來，參訪的人只能從較遠的電梯離開，間接減少造訪台灣聖經公會攤位的機會，相信有人還不

知道台灣聖經公會有參展。

這次聖經公會選擇在一間房間內擺設，再加上外面兩個攤位：展示和合本100年紀念版，與聖經
史地課堂DVD的播放。房間內有四面牆，正好可以將聖經公會的使命週期（Life Cycle）與特價消
息，分區展示：

聖經公會的使命週期（Life Cycle）：
A. Bible Availability（聖經可得到）

    1. Translation（翻譯）
    2. Publishing（出版）
B. Bible Accessibility（聖經可接觸）

    3. Distribution（發行）
    4. Literacy（教學）
C. Bible Credibility（聖經可信靠）

    5. Engagement（契合）
    6. Advocacy（推廣）
各地聖經公會的主要事工全包含在這六項使命週期內，或許不同國家、區域有不同比重的注

重、強調，但主要就是希望能將上帝寶貴的話語，讓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母語來讀，因此生命得到更

新，有永生的盼望，並能榮神益人。

基督徒書展是向全國信徒呈現台灣聖經公會異象與事工的好機會，透過事工的展示，清楚表

明：台灣聖經公會不是書商，而是從事文字事工的宣教機構。

願上帝親自記念、賜福各聖經公會的努力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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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律的世系

希律原為巴勒斯坦主前37-4年統治者的名

字（史稱「大希律」，見以下討論），但在新約

中也用來指稱在他後嗣中，統治巴勒斯坦或其

中部分地區的人。

希律家族的崛起

希律的祖父安提帕特一世（Antipater I，

主前二世紀，見簡表）原

為馬加比治下所任命以

土買（位於猶太南部與

南地〔尼革夫〕之間，與

以東有關）的統治者。

主前67年，安提帕特一

世的兒子安提帕特二世

（Antipater II，主前一世

紀，見簡表）趁着王后撒

羅米‧亞力山卓（Salome 

Alexandra，主前139-67

年）逝世後的亂局，藉由

羅馬人的幫助，控制了巴

勒斯坦的政治，並於主前

48-47年得到羅馬公民的

身分，且受羅馬指派為猶

太巡撫（地區首長）。安

提帕特二世隨即於主前

47年指派他的長子法撒

伊勒（Phasael，主前一世

紀，見簡表）管理耶路撒

冷，次子希律（見簡表）

管理加利利。此時安提帕

特二世雖為巴勒斯坦實質

的統治者，但他本身以土

買人的身分，使得他並未罷黜馬加比家族，自

立為猶太人的王，仍要求猶太人對馬加比家族

效忠。

大希律（主前47〔37〕-4年執政）

希律從主前47年起統治加利利，他的表

現得到加利利的猶太人與羅馬 利亞巡撫（省

長）的肯定。為進一步得到猶太人的接納，

本篇截取自聖經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

《使徒行傳》(286–293頁)



凱撒利亞港的遺址

約在主前42年，他決定休了第一任妻子多利

（Doris，應為以土買人，見簡表），與馬加

比家族的米利暗妮（Mariamne I，見簡表）訂

親。主前40年，由於帕提亞人介入馬加比政

爭，造成法撒伊勒身亡，希律被迫出走羅馬。

希律後來在羅馬的支持下，於主前37年以「猶

太人的王」的身分，攻下耶路撒冷，接着迎娶

米利暗妮，正式成為巴勒斯坦的統治者，史稱

大希律。

大希律以土買人的身分，使得他無法兼任

大祭司，但他即位初期並沒有容許馬加比家族

繼續出任大祭司，而是指派其他祭司擔任。馬

加比家族後來雖一度復任大祭司，最終仍為大

希律所殺，以其他人取代。大希律之後陸續除

去許多馬加比家族的成員，其中包括他的妻子

米利暗妮。

主前25-14年為大希律統治的高峰，其統

治的範圍包括猶太、撒馬利亞、加利利、特拉

可尼，並加利利海東北方其它地區（見地圖

a）。大希律為堅固其統治，於主前24年再娶大

祭司西門的女兒，另一位米利暗妮（Mariamne 

II，見簡表）為第三任妻子。在這期間，他在境

內廣建軍事要塞，興建港口，並命名為凱撒利

亞（即沿海的凱撒利亞），以表達他對凱撒奧

古斯都（主前約63年－主後14年）的尊崇，他

同時期望該港口能夠取代埃及的亞歷山大港，

成為地中海東岸的第一大港，然此壯志最終並

未實現。主前24年，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希律

宮殿。主前20年，開始重修並擴建耶路撒冷的

聖殿，這項工程，一直到他死後近70年（主後

63年），方才竣工。

大希律一生前後共有10位妻子。在他執

政最後10年（主前14-4年），其中五位妻子所

生的兒子（見簡表）為爭奪繼承權，使得宮廷

內紛擾不安，大希律也為此六次更改遺囑。太

2:1-12所提，耶穌誕生造成大希律屠殺嬰孩的

記 ，應發生於這段宮廷政爭的末期，主前約

6-4年間。主前4年春，大希律於耶利哥逝世，

猶太人按其最後一次的遺囑，擁立馬耳莎基

（Malthace）所生的亞基老為王（見簡表）。

大希律遺囑的爭議與解決

面對猶太人的擁立，亞基老並未接受

「王」的稱號，也拒絕讓自己被加冕，因為大

希律的遺囑需得到羅馬皇帝的批准方能生效。

與此同時，馬耳莎基的另一個兒子安提帕按

大希律第五次的遺囑，聲稱他才有王位繼承

權。兩人為此爭議前往羅馬，訴請凱撒奧古

斯都裁判，而克利奧佩特（Cleopatra）所生

的腓力（見簡表）隨後也跟着前往羅馬。凱

撒奧古斯都最後判決，三者均不得使用「王」

的稱號，並立亞基老為以土買、猶太、撒馬

利亞的「分封王」（tetrarch，或作「分封領

主」、「分封領袖」）並猶太人的「部族領

袖」（ethnarch），安提帕為加利利與約旦河

外（即約旦河以東）的比利亞（Perea）的「分

封王」，腓力為特拉可尼、以土利亞的「分封

王」（參路3:1；另見地圖b）。

亞基老（主前4年－主後6年執政）

亞基老以殘暴的方式統治猶太與撒馬利

亞（對照太2:20-23的記 ），最終使得原本彼

此為仇的猶太與撒馬利亞聯名向羅馬皇帝上

訴。安提帕與腓力也在此時共同向羅馬皇帝

上訴，指責亞基老並未盡其部族領袖的職責。

主後6年，凱撒奧古斯都將亞基老放逐到高盧

（今日法國境內），將其領地劃為羅馬轄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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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省，由羅馬設巡撫（地

區首長）直接治理（另見地

圖b）。

分封王腓力（主前4年－主

後34年執政）

腓力所統治的區域，主

要為 利亞人與希臘人，因

此治下以外邦人為主。他的

統治極為平和，深受他子民

的愛戴，與亞基老的殘暴形

成強烈對比。

腓力將境內的彼尼亞

（Peneas）擴建，改名為凱

撒利亞‧腓立比（意為腓力

的凱撒利亞），以表達對羅

馬皇帝的崇敬，同時腓力將

首府設於該城。太16:13-20; 

可8:27-30; 路9:18-21所提，

彼得認耶穌是基督的記 ，

即發生於此地。此外，腓力

將加利利海北岸的伯賽大

從漁村擴建成城市，並以凱

撒奧古斯都妻子之名，命名

為猶利亞。可8:22-26提到，

耶穌在此將一位瞎子的眼

睛治好。

腓力於主後34年逝世。在他死後，凱撒提

庇留（主前約42年-主後37年，主後14-37年在

位）將其領地併入 利亞省。

希律•安提帕（主前4年－主後39年執政）

安提帕為三位分封王當中，政治能力最佳

的一位，後來蒙羅馬允許使用希律的頭銜，史

稱希律•安提帕。在他執政初期，首府設於賽

弗哩（Sepphoris，於拿撒勒附近），太2:19-23

提到，此時約瑟帶着馬利亞與耶穌從埃及回到

加利利，他們定居在首府賽弗哩旁的拿撒勒，

很可能與當時建設賽弗哩所提供的工作機會有

關。之後，希律•安提帕於加利利海西岸興建

新的首府，命名為提比哩亞，以表達對凱撒提

庇留的尊崇。約6:1; 21:1以提比哩亞海稱呼加

利利海，有可能是以提比哩亞居民的角度來描

繪，或者指加利利海臨提比哩亞的區域。

希律•安提帕的元配為亞哩達四世（即林

後11:32的亞哩達王；主前約8年－主後約40

年）的女兒，在主後28/29年左右，希律•安提

帕前往羅馬途中，拜訪住在巴勒斯坦海邊，他

同父異母的兄弟希律（希律為其名字，太14:3; 

可6:17稱之為腓力，其母親為第二位米利暗

妮，見簡表）。希律（腓力）的妻子為希羅底，

當時已為希律（腓力）生了一個女兒撒羅米，

但希律•安提帕與希羅底卻在該次會面一見鍾



尚未出兵，便傳來凱撒提庇留駕崩的消息，

利亞巡撫（省長）便按兵不動，靜待下任羅馬

皇帝的旨意。

主 後 3 7 年，凱 撒 該 猶（克 里 古 拉

〔Caligula〕，主後12-41年）即位，並未下令為

希律•安提帕復仇，反而宣布任命希羅底的兄弟

亞基帕統領原分封王腓力與其他分封王之前的

領地，並准許使用「王」的稱號，史稱希律•亞基

帕一世。希羅底認為她的丈夫希律•安提帕應得

到同樣的榮譽，為此兩人連袂前往羅馬，但最後

卻因亞基帕的控告，希律•安提帕被放逐到今日

法國南部，領地也落入希律•亞基帕一世之手。

希律•亞基帕一世（主後37-44年執政）

亞基帕早年被送到羅馬，但因為生活揮

霍，又失去皇家的靠山，曾逃回以土買，又做

過他叔叔希律•安提帕治下的低階官員，在一次

與他叔叔爭吵、被他叔叔羞辱之後，他返回羅

馬，結識了該猶（克里古拉）。

某日，亞基帕不智地對該猶說，凱撒提庇

留應讓位給該猶，使得他自己被凱撒提庇留用

鎖鏈綑綁監禁在獄中。主後37年，凱撒提庇留

駕崩，該猶即位成為羅馬皇帝，他立即將亞基

帕從獄中釋放，賜他與綑綁他的鎖鏈同重的金

鏈，並賜他領地與「王」的稱號（見地圖c）。

由於希律•亞基帕一世之前與希律•安提帕

的過結，當他得知後者前往羅馬尋求「王」的

稱號，便先下手控告後者，讓後者被放逐，並

取得他的領地加利利（見地圖c）。當凱撒該猶

於主後41年被暗殺時，希律•亞基帕一世正好

人在羅馬，幫助克勞第（主前約10年－主後54

年，主後41-54年在位）即位成為羅馬皇帝。凱

撒克勞第為報答希律•亞基帕一世，便廢除猶

太省，將猶太、撒馬利亞兩地，加入後者的領

地。自此，希律•亞基帕一世所統治的區域，與

大希律統治的範圍相當（見地圖c）。

新約中，徒12:1-19提到他為取悅猶太人，

迫害初代的教會，徒12:20-23則提到他的死。

按其它文獻，希律•亞基帕一世於主後44年，

情，而當希律•安提帕從羅馬回來之後，便休了

元配，娶希羅底為妻。

施洗約翰為此譴責希律•安提帕，因為希

律（腓力）已有後代（女兒），同時仍然健在，

因此希律•安提帕的作為並不符合申25:5「為近

親留後」的規定，應視為通姦。希律•安提帕先

是將施洗約翰下在監裏，後來在撒羅米與她母

親的要求下，將他斬首處死（見太14:3-12; 可

6:17-29）。此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很可能是在

主後28/29年間。太14:1-2; 可6:14-16; 路9:7-9同

時提到，因着上述的事件，當希律•安提帕聽見

耶穌的名聲後，便認為耶穌是他所斬的約翰，

從死人中復活了。

在四福音中，獨有路23:6-12提到，希律•安

提帕與彼拉多原本有仇，但審判耶穌一事卻讓

他們成為朋友。他們之間的問題，很可能與路

13:1所提，彼拉多曾在耶路撒冷殺了希律•安提

帕轄下的加利利百姓一事有關。彼拉多讓希律•

安提帕審理耶穌，可視為他對後者的尊重，而

後者並未判決，而將耶穌送回，則為後者對彼

拉多在猶太省職權的尊重，如此一來一往，便

消弭了兩者之間的過結。

主後36年，亞哩達四世為他女兒所受的羞

辱，興兵擊敗希律•安提帕，猶太人視希律•安

提帕的失敗為上帝對他處死施洗約翰的懲罰。

之後，凱撒提庇留下令 利亞巡撫（省長）出

兵，攻打亞哩達四世，為希律•安提帕復仇。但

凱撒利亞‧腓立比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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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逝世於沿海的凱撒利亞，結束其短暫的統

治。

希律•亞基帕二世（主後50年－約100年執政）

希律 •亞基帕一世留下三女一子：百妮

基、米利暗妮、土西拉，以及時年17歲的亞基

帕（亞基帕二世）。凱撒克勞第原想讓亞基帕

二世立即接續他父親執政，但因旁人勸說而

作罷，直到主後50年，亞基帕二世的叔叔迦勒

其（Chalcis）的分封王希律（亦即百妮基的第

二任丈夫）逝世二年後，凱撒克勞第方才指派

他接續其叔叔，任迦勒其的分封王（此處迦勒

其為 利亞的迦勒其，位於巴勒斯坦北部，今

日黎巴嫩境內，見地圖d）。主後53年，克勞第

重新將前分封王腓力的領地，指派給亞基帕

二世，他才開始統治範圍較大的區域（見地圖

d）。主後54年，凱撒尼祿（Nero，主後37-68

年，主後54-68年在位）即位，將加利利、比

利亞並鄰近地區，均賜給亞基帕二世（見地圖

d）。亞基帕二世為表達對羅馬皇帝的感激，擴

建了凱撒利亞•腓立比，並將其改名為尼祿尼

亞。

亞基帕二世的私生活是遭到當時猶太人

非議的。從主後48年，百妮基丈夫迦勒其王希

律逝世之後，百妮基便回到她兄長亞基帕二世

身邊，兩人有着亂倫的關係。為了弭平流言，

百妮基曾遠嫁到基利家（今日土耳其南部，沿

地中海岸），但很快又回到她兄長身邊。這亂

倫的關係，甚至在羅馬都是眾所週知。主後

59年，當保羅在凱撒利亞為他的上告受審訊

時，百妮基隨着亞基帕二世出現（參徒25:1–
26:32，特別徒25:13），當時兩人之間正有着亂

倫的關係。

主後66年，第一次猶太戰爭爆發，亞基帕

二世並未能在一開始便弭平亂事，但在整個

過程當中，他一直忠實地站在羅馬這一方。戰

爭結束之後，當時的羅馬皇帝凱撒維斯帕先

（Vespasian，主後約9-79年）再次確認亞基帕

二世在巴勒斯坦北方的統治權（南方則為羅馬

巡撫〔地區首長〕所管轄的猶太省）。

在第一次猶太戰爭期間，百妮基成為提多

將軍（主後39-81年）的情婦。戰爭結束之後，

亞基帕二世於主後75年陪同她前往羅馬，期望

讓她與提多重續前緣，卻遭到羅馬當地百姓強

烈反對，而被提多遣返。主後79年，提多成為

羅馬皇帝，她再次回到羅馬，期望成為皇后，

再次被提多遣返，此後她便從歷史的舞台上消

失。

在此之後，亞基帕二世亦無太多記錄可

循，有推斷他於主後93年離世，但似乎他繼續

活到主後100年前後方才逝世。亞基帕二世並

無子嗣，希律家族以羅馬附庸王國的身分對巴

勒斯坦的統治，也在他逝世後告終。  

 從加利利海對岸遙望今日的提比哩亞



●報名：詳細報名資訊、費用，請上台灣聖經公會網站查詢，一律採網路報名(www.bstwn.org)

        全年課程陸續開放報名，依網站公佈為準。

●聯絡：雷勝美姊妹(02)2664-9909  分機155    E-mail:may@bstwn.org

●繳費： (郵政劃撥)帳號0013070-9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主辦單位：台灣聖經公會  贊助單位：陳惠南牧師紀念基金會、耶路撒冷旅行社

●英國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新約博士
●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

          系列總編輯

講師：彭國瑋 牧師 講師：胡維華 牧師

●Th.D.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倫多大學神學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副教授

講師：葉約翰 牧師

●美國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約學教授
●華裔聖經研究協會

  (ECBC)會長

※三月之後課程，牧傳身份費用有調整。

日期	 地點	 場地	 講題	 講師

01月21~23日	 鹿港	 統一鹿港文創會館	 雅各書(候補報名中）	 彭國瑋牧師

07月01~03日	 鹿港	 統一鹿港文創會館	 釋經學初探	 彭國瑋牧師

11月04~06日	 鹿港	 統一鹿港文創會館	 以弗所書	 彭國瑋牧師

02月18~19日	 聖經	
宿：深坑福容飯店

	 路得記、加拉太書	
胡維華牧師

  													公會																						(種仔教師培訓)

03月04~06日	 高雄	 高雄蓮潭會館	 創世記	 胡維華牧師

09月09~11日	 鹿港	 統一鹿港文創會館	 創世記	 胡維華牧師

12月02~04日	 	 宿:深坑福容飯店	 創世記	 胡維華牧師

07月29~31日	 鹿港	 統一鹿港文創會館	 山上寶訓	 葉約翰牧師

2019聖經詮釋營 三天課程

聖經

公會

早鳥優惠：(各場次早鳥截止日不同)原報名費500元，早鳥報名費只需300元。

2019聖經詮釋講座 一天課程

			日期	 地點	 場地	 講題	 講師

01月26日(六)	 高雄	 新興長老教會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彭國瑋牧師 2018/12/24

03月23日(六)	 新竹	 北門聖教會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彭國瑋牧師	 01/21

06月22日(六)	 彰化	 彰化基督教醫院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彭國瑋牧師	 04/22

08月10日(六)	 台北	 和平長老教會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彭國瑋牧師 06/10

11月09日(六)	 台南	 新樓醫院禮拜堂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彭國瑋牧師	 09/09

08月05日(一)	 台北	 和平長老教會	
約翰福音研究：

	 	 	 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穌基督	 葉約翰牧師	 06/03

08月12日(一)	 台中	 場地確認中	 約翰福音研究：

	 	 	
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穌基督

	

葉約翰牧師	 06/10

08月19日(一)	 台南	 台南神學院國際廳	 	 葉約翰牧師	 06/10
約翰福音研究：

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穌基督

早  鳥
截止日

(二天課程)



  
活動消息 本 會 消 息

▲2018/09/10  鄭師母與志工團協助寄季刊

▲2018/09/20 客語聖經再版會議

▲2018/09/16 異象傳遞―興隆教會▲2018/09/13 阿美語聖經排版會議

▲2018/09/21 現代中文譯本2017研讀本排版會議

▲2018/09/29聖經詮釋講座―高雄德生教會 ▲2018/09/30 異象傳遞―金陵長老教會

▲2018/10/01-03 聖經詮釋營(雅各書)―鹿港 ▲2018/10/07 異象傳遞―週美長老教會 ▲2018/10/09 台北中會牧者蒞臨聖經公會

▲2018/08/29-30 教會關係研習營―韓國聖經公會 ▲2018/09/02 異象傳遞―高雄果貿長老教會 ▲2018/09/09 異象傳遞―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8

▲2018/09/25 異象傳遞―道生神學院



  

▲2018/11/04 異象傳遞―坪林長老教會

▲2018/11/11 異象傳遞―迦南會北部大專團契 ▲2018/11/12-16 排版訓練―台灣聖經公會▲2018/11/12 七星中會議會請安

▲2018/09/16 異象傳遞―興隆教會

▲2018/10/21 
   異象傳遞―聖公會天恩堂

▲2018/10/23 異象傳遞―台灣神學院

▲2018/10/22 鄭師母與志工團協助寄請安函

▲2018/10/28 異象傳遞―霧峰長老教會

▲2018/10/31 異象傳遞―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2018/10/26-31 2018年華人基督教書展

▲2018/11/02 異象傳遞―
                     聖光神學院

我們有LINE@
台灣聖經公會  
 ID:@bstwn   

▲2018/10/08-10 東亞聯盟+南亞聯盟 聯誼會―香港



以色列、西奈山、紅海、約旦

台灣、香港出發：

2019.5.25(六)～6.6(四) 13天
美國出發：

2019.5.25(六)～6.6(四)  13天

報名或欲知詳情

歡迎上網查詢

主辦單位：台灣聖經公會 承辦單位：耶路撒冷旅行社

	(預計2019年下旬出版)

	(定價700元)

定價：5,000元

最原始1919年版本，
竹片鑲布雕紋金邊，

每本刻印獨有的號碼並

附精美竹盒。

2018/11/1~12/31期間
預付書款，8折價4,000元含運費，
加贈一本

RCU64和修版中型軟皮金邊聖經，

並可挑選獨有4位數號碼。

2019/1/1~3/31期間
預付書款，8折價4,000元含運費，
並可挑選獨有4位數號碼。

2019/4/1~5/31期間
預付書款，9折價4,500元含運費，
只可挑選現有4位數號碼。

電話：(02)2664-9909		傳真：(02)2664-4599
郵政劃撥：0013070-9	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電子信箱：service@bstwn.org

優惠方案

  預訂

《和合本》100週年
限量紀念版

台灣聖經公會



訂購出版品及收件人資料

信用卡授權書

□我願為聖經公會＿＿＿＿＿＿＿＿ 事工

  奉獻＿＿＿＿＿＿＿＿元

  年度綜合所得電子化申報

  □同意   □不同意

□付訂購書款共＿＿＿＿＿＿＿＿＿＿ 元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收 據

上列出版品共計＿＿＿＿＿＿＿＿ 元＋郵費＿＿＿＿＿＿＿＿ 元，合計＿＿＿＿＿＿＿＿ 元（金額滿2,500元免運費80元，國外另計）

收件人：＿＿＿＿＿＿＿＿＿＿＿ 寄件地址：＿＿＿＿＿＿＿＿＿＿＿＿＿＿＿＿＿＿＿＿＿＿＿＿＿＿＿＿＿＿＿＿＿＿＿＿＿＿＿＿＿＿＿＿＿＿＿＿

聯絡電話：（手機）＿＿＿＿＿＿＿＿＿＿＿＿＿＿＿ 電話(O/H)＿＿＿＿＿＿＿＿＿＿＿＿＿＿＿ 電子信箱：＿＿＿＿＿＿＿＿＿＿＿＿＿＿＿＿

銀行匯款 永豐銀行景美分行　銀行代號807  帳號 122-018-0021367-6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信用卡基本資料（持卡人同意照信用卡使用約定，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與發卡銀行）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   商店代號00541819521002

有效日期：西元＿＿＿＿＿＿＿＿ 年＿＿＿＿＿ 月

發卡銀行：＿＿＿＿＿＿＿＿＿＿＿＿＿＿＿＿＿＿＿＿ 卡號：＿＿＿＿＿＿＿＿＿＿＿＿＿＿＿＿＿＿＿＿＿＿＿＿ 末三碼：＿＿＿＿＿＿＿＿＿＿＿

持卡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手機）＿＿＿＿＿＿＿＿＿＿＿＿＿＿＿   電話(O/H)＿＿＿＿＿＿＿＿＿＿＿＿＿＿＿  電子信箱：＿＿＿＿＿＿＿＿＿＿＿＿＿＿＿＿  

□1.付訂購書款＿＿＿＿＿＿＿＿ 元

□2.奉獻支持 □一次＿＿＿＿＿＿ 元　□定期＿＿＿＿＿＿ 元　每（月年）從 ＿＿＿＿ 年 ＿＿＿＿ 月～＿＿＿＿ 年＿＿＿＿ 月止

收據寄發方式：□按次 □年底彙總 □免寄

年度綜合所得電子化申報：□同意 (個人申報所得稅時可從國稅局下載免附紙本收據)  □不同意

刷卡金額：新台幣＿＿＿＿＿＿＿＿＿＿ 元整。（第１項＋第２項合計）

持卡人簽名 ：＿＿＿＿＿＿＿＿＿＿＿＿＿＿ 收據抬頭：＿＿＿＿＿＿＿＿＿＿＿＿＿＿ □同持卡人

 書    號    /     品　　名 數　　量 單　價 小　計

 書號 / 品名 數量 單價 小計

金額未滿2,500元加運費80元

(國外另計)



The Bible Society in Taiwan
台灣聖經公會財團

法人

22204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54號6樓
辦公室電話：(02)2664-9909  傳真：(02)2664-4599
供應中心電話：(02)2664-7299  傳真：(02)2664-7527

郵政劃撥：0013070-9 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E-mail：service@bstwn.org
Web-Site：www.bstwn.org

發行人：鄭正人  董事長：許承道   

董事會：林思川、姚培華、俞繼斌、星•歐拉姆、陳瓊讚、張員榮、蔡瑞益、薛伯讚、謝明勳 ( 依姓氏筆劃排列 )

出    版：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S2795-10.9M-1812 封面介紹：十字苦路第5站街道 ( 蔡鈴真牧師 攝 )

工具書優惠活動：

好書推薦

研讀聖經工具書
介紹本會全新出版的《達悟語聖經詞典》

及其他工具書(影音DVD)，

透過各式工具書，更貼近上帝的話語。

1 《活學聖經》
				尺寸：22x15.5cm	定價：590元

2 《聖經簡明詞典》
				尺寸：19x13cm	定價：300元

3 《新約希漢簡明字典》
				尺寸：18x12.2cm	定價：300元

4 《阿美語字典》
				尺寸：21.5x15cm	定價：1,000元

5 《達悟語聖經詞典》
				尺寸：26.5x18.5cm	定價：1,200元

6 《新約希臘文詞典》
				尺寸：29x21.5cm	定價：900元

7 《聖經史地課堂DVD》
				尺寸：21.5x14.5cm	定價：1,600元

8 《希臘文新約第4版附字典》
				尺寸：19x13cm	定價：1,150元

9 《希臘文新約釋義》
				尺寸：19x13cm	定價：500元

10    《希臘文新約釋義第2版》
				尺寸：19x13cm	定價：800元

11    《聖經光碟》
				尺寸：12.5x14.5cm	定價：250元

12《聖經隨身碟》
				尺寸：4.1x1.2cm	定價：500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即日起至2019/2月底止全面七折，全國基督教書房同步舉行，產品均為特殊工具書，

建議先行打電話至書房確認有無庫存。

●達悟語聖經詞典(全新出版)及阿美語字典(舊品再刷)，2018/12/31前特價五折。
●運費計算方式：單次寄送同地址折扣後滿2,500元(含)免運費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