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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智長老
院慶籌委會召集人

2020 年是滿有挑戰的一年，學院現正開始物色下一
任院長帶領學院走新里程。社會運動和新冠肺炎打亂學院
日常運作，部分活動要取消，奉獻收入受影響，外地到港
學生要安排隔離，課堂要改網上教學……現今情況稍為穩
定，11 月 27 日的院慶來得特別有意義。

但若與早期學院面對的困難相比，我們今天的挑戰實
在算不得甚麼。

19 世紀初期，清政府封建腐敗，人民貧困生活艱
苦，國家瀕臨崩溃，但不少歐美宣教士回應上帝的召命，
無懼困難，甘心來華開荒佈道，傳揚美好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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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是馬禮遜來華宣教 100 周
年，內地五百多名宣教士在上海舉行「中
國百年宣教大會」。來華的歐美信義宗差
會也趁機共商如何加強合作。翌年，多個
華中的信義宗差會在河南召開會議，認
同培訓中國牧者至為重要，是最為優先
的工作，議決全力興辦一所聯合神學院。

1913 年 3 月，四個華中的信義宗差
會在湖北灄口創辦了「信義神學院」。

建校期間，曾遇上村民反對，及後
又經歷水災、內戰、日本侵華戰爭，師
生撤離，學校停課。1949 年內地政局變
天，又要急忙撤退到香港，借用道風山
繼續上課，後遷址白田村，又遇上政府
收地，需籌款在道風山重建校址。1977 
年，信義會、崇真會、禮賢會和台灣信
義會同意協辦神學院，故改名為「信義

宗神學院」，為香港、內地、亞洲和湄公
河流域教會培訓愛主忠僕。

今年的院慶活動在 11 月 27 日（五）
分兩部分舉行，上午 11 時在學院有紀念
先賢活動，之後有感恩聖餐崇拜。晚上
8 時，在禮賢會九龍堂舉行以「感恩不
斷、繼往開來」為主題的感恩晚會。今
年晚會不在學院舉行，是考慮到疫情期
間，改在市區舉行會更方便同學親友及
校友一同參加，讓更多人認識學院。

讓我們藉著院慶，回望學院歷史，
認識到學院走過的路滿有挑戰，但是上
帝滿有恩典，一路帶領學院向前行。今
學年學院的主題是「結連主愛，繼往開
來」，正好提醒我們要學習先賢忠心愛
主，仰望基督，在滿有挑戰的世代，繼
續前行。

1913 年的信義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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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義宗神學院周年神學講座」
是香港神學界年度盛事，今年大會講
員是本院新約副教授何善斌博士。何
博士首天（10 月 9 日）以「重塑保羅
的社群身分─福音的轉向與轉化」
為題，探討腓立比書提及「天國公民」
（τὸ πολίτευμα ἐν οὐρανοῖς）的遊說目的。

二、講座內容節錄

保羅在腓立比書強調「我們」（原
讀者）必須與「他們」（犬類 / 仇敵）分
別開來。保羅在腓三 20-21 以「天上國
民」形容「我們」的新身分。這種改變
和榮耀的「新身分」，一般相信是書信的
重要遊說目的。學者過往以「反帝國：
鼓勵對抗政權」或「橋居猶太人：鼓勵
獨善其身」等方向解讀「天國公民」。不

過何博士按其研究嘗試帶來新解讀，他
認為保羅極可能是借用社會群體身分，
幫助讀者理解和建立屬天基督徒的身分。

何博士提出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重
述耶穌基督事蹟，是為鼓勵讀者應按基
督的模式在地上生活。若然耶穌基督願
意犧牲自己以追求永恆價值，讀者豈不
更應如此？然後保羅在腓三 17-21 借用
「腓立比城」常見和普遍的社群身分—
「商會成員」作教導。當時的「商會成
員」共通特性是以羅馬帝國為榮，他們
追求榮譽，更願意放下眼前權利爭取將
來生意利益。保羅極可能借用「商會成
員」的概念轉化為「天上國民」以幫
助讀者理解和建立新身分。保羅盼望讀
者放下現刻地上權利，爭取將來天上利
益。要專注敬拜真正的王（基督），追
求祂的讚賞，愛天上的國，在終末得到
「榮耀身體」（三 21）。這具體例子有助
腓立比信徒在地上行走正確的信仰方向。

從腓三 20
看「天國公民」的
遊說目的之反思

梁清恒
本院神學博士生



4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82期 2020年 12 月

三、講座而來的反思

學術研究為讓教會更準確理解聖
經。筆者非常欣賞何博士指出「天國公
民」可理解為「一群盼望將來屬天榮譽
的愛國公民」。筆者提出兩點反思。

一、追求屬天榮耀：按筆者觀察，
在教會裡願意聽道、信主、參與聚會的
人不少，但甘願委身、改變生活、認真
追求信仰的信徒卻不多。所以近年不少
教會舉行「門訓」，背後理念是盼望培
養更多真正「基督徒」。參考保羅在腓
立比書以地上廣為熟悉的身分例子，幫
助信徒理解基督徒應有表現和追求。今
天教會在課程以外又應如何幫助信徒理
解「基督徒的身份」，又如何幫助信徒

看到「將來屬天榮耀」以讓他們甘願轉
化生命？

 
二、愛天國的公民：基督徒與「愛

國」之間的關係是近年教會熱門討
論。何博士的講論為這議題帶來兩方面
重要提醒。保羅在腓立比書並不是提倡
「反帝國」，  1 基督徒與地上政權不一定
站在對立面。但另一方面，基督徒的
「愛國」應是指向天上的國。我們真正
愛慕、追求、維護的應是「天國」。或
許這些發現有助我們澄清正確的討論
方向。

真正了解何謂「天國公民」，絕對
有助建立今天的信仰生活。

1	 		另參何善斌博士在「答問環節」的回應。

公開講座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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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轉化                
Roi Seng
本院神學碩士生

2020 信義宗神學院周年神學講座
中，何善斌博士於第二天（10 月 10 日）
發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福音的轉
化︰保羅對待叛教者的新態度」。 “How 
Did Paul Deal with “Black Sheep” in the 
Jewish Community and Christ-Follower 
Community?  Impl icat ions to “Paul 
within Judaism” Hypothesis”. 

何博士在文章中著墨福音如何改變
保羅對信仰群體中叛教者的態度，如何
處理基督徒群體中的叛教者，採用暴力
還是非暴力手段。

何博士用社會科學理論仔細講述保
羅如何在信主後重建其社群身分。他首先
用社會心理學角度，界定叛教者效應。
一般而言，相對局外人，群體中成員間
都會有較嚴苛的批判，無論正面和負面方
面。例如兩隊對壘，我們評論自己支持
一方的隊員的表現都會有較大的反應，
無論正面和負面方面。文章再而討論保
羅從前是猶太教成員，他在猶太群體和
基督徒群體中如何處理當中的叛教者。

何博士指出保羅曾訴諸武力強壓猶
太教內的背叛者，原因他堅守他的猶太人
身份和傳統，根據猶太人傳統，用暴力對
付不守律法者是約定俗成的手段。但保羅
在大馬士革路上與主相遇是他一生的轉
捩點，他不單悔改信主，他的社群身份
也有改變，他在基督內有新的社群身份。

何博士又指出保羅用極嚴厲的說話
和表達方式批判群體中違規的信徒，原

因是他信主後認同他所屬的基督徒群體
身份 ( 加一 8-9, 五 12, 腓三 2 及林前五
5) ，但他絕對無意鼓吹讀者用暴力對付
離經叛道者。

最後，何博士指出保羅同時也向離
經叛道的信徒詳細解釋福音真意 ( 加一
15-16a，五 13-15, 腓三 3,9,20-21, 林前
五 6-8) 。保羅認同上帝話語所教導的價
值觀，也明白甚麼是福音，知道一切都
是從上帝而來的恩典，因此他不會用暴
力對付離經叛道的信徒。 

何博士總結，保羅與主相遇後，
明白熱愛主基督與熱愛猶太教的律法是
截然不同的事。他在猶太教時，會用
暴力對付叛教者，但在大馬士革路上與
主相遇後，明白全是靠主基督寶血得蒙
救贖，因此要活出基督的樣式。由此可
見，基督的福音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
社群身份、價值取向和我們對離經叛道
者和甚至敵人的態度。

總結

何博士的文章幫助我們認識使徒保
羅信主後的改變，福音改變他的生命，他
有新的信仰和世界觀。文章也教導我們每
位信徒都要認識福音的大能，保羅與主在
大馬士革路上相遇後，福音轉化了保羅的
生命。當我們今天讀保羅書信，也會更明
白當中很多令人不解的嚴厲指責的說話
( 林前一 8-9, 五 5,12, 腓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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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研討會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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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又到了信義宗神學院兩
年一度的步行籌款。回顧上次步籌，猶
然記得我們一大隊人在 2018 年 10 月 28

日，如常地從大圍宣道會鄭榮之中學浩
浩盪盪地步行上學院，最後很感恩地為
學院的翻新及維修工程籌募了港幣 230

多萬元。至於今年，當我們開始構思如
何籌備時，便意識到今次將會是個不一
樣的步籌，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我
們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考慮到參加者的健康風險，加上政
府限聚令的限制，籌委小組一開始便朝
著「增加彈性」和「縮少規模」兩個方
向而行。雖然我們可以學像坊間一些在

不一樣的步籌，感一樣的溫情
曾浩賢博士
助理教授	

疫情下的步行籌款活動那般，簡化至由
學院的老師代行，只是我們真的很想保
留一些能讓弟兄姊妹一起親身前來學院
參與的活動，以讓他們對學院有著更多
的認識和回憶。如此，我們便想了一個
具「彈性」的步行方案，就是分為 A 和
B 兩種參加模式。模式 A 是在疫情穩定
和限聚令的容許下，參加者在 2020 年
11 月 8 日一同從道風山山腳步行至信
神；而模式 B 是參加者在 11 月份內自
行安排有關步行，並在指定的 7 個地點
拍照。假如疫情不容許模式 A 的進行，
我們便邀請所有參加者以模式 B 進行。
最終，疫情和限聚令等因素真的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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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一個「共同步行」的活動，但學
院仍希望各參加者除了步行，也有著一
個與學院接觸和結連的機會。於是我們
在 11 月 8 日下午 3 時在明節堂舉行了
「『源路有你』感恩崇拜暨啟始禮」，讓
參加者無論親身前來或透過網上直播，
一同參與。

11 月 8 日當天，上帝賜給我們一個
舒適的晴天。來參加崇拜及啟始禮的，
有院董、本院師生及同工、教會的弟兄
姊妹等，當然我們也有著上帝的同在。
感恩崇拜沒有甚麼花巧的設計，但卻簡
潔美麗。崇拜由讚美上帝奇妙的創造開

始，轉而為我們有份於生態破壞而認
罪。在聖道禮（讀經與講道）中，我們一
起思想「源路有你」這步行籌款主題與
上帝託付世人管理和愛護大地之關係。
而在回應禮，我們除了為各界能更多地
參與環保代禱外，也有久違了的學院詩
班，代表會眾向上帝呈獻美妙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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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被差遣，亦進入了「源路有
你」步行籌款的啟始禮，就是在院董和
正副院長帶領下，全體一邊唱著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一邊步出
禮堂，並以手上的小太陽能板（以貼紙代
表），一起併砌出一幅大的太陽能板，以
表示我們一起為學院安裝大陽能發電系
統的籌款而努力。

這樣，究竟我們最終籌到多少款
項？能否達到港幣 70 萬元這目標，還是
更多？在這個不一樣的步籌，其實到今
天執筆寫這文章時（11 月 12 日），都未
有答案，因為整個活動要到十一月底才結
束。不過從整個籌備過程，看到負責同工

和肢體們的同心協力；從 11 月 8 日的感
恩崇拜暨啟始禮所經驗到的喜樂；再見
到不少師生和弟兄姊妹在疫情下仍積極
參與，這一切都使這個不一樣的步籌，
讓人感受到同一樣的溫情。在香港這個不
容易的時刻，上帝依然與我們同在，依然
以溫暖的陽光照耀大地；在疫情帶來多
方面的影響下，肢體和各界友好仍很支
持神學院，很關心學院的需要。凡此種
種，都是我們繼續努力做好學院工作的
動力。在此再次感謝支持「源路有你」
步行籌款的每一位，也讓我們一起把一
切榮耀、頌讚和感謝都歸與那位萬物之
源，愛護我們到底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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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問一位在信義宗神學院（下稱：
信神）讀書或已畢業的同學：「信神的生
活有何特色？」其中一個答案，想必定
是「重視多元的崇拜禮儀生活」。

每天早上九時半以後，全學院的師
生都會陸續從四方八面走向明節堂，預
備參與十時開始的早禱會。不同國籍的
老師和同學負責帶領早禱，藉著唱詩、
讀經、信息和祈禱等，以敬拜來開始新
一天的工作和學習。這時段也會舉行不
同的禮儀或專題分享，例：新生奉獻
禮、跨文化宣教分享、學生會分享及就
職禮、將臨期和預苦期禮儀、聖週早禱

等，早禱時段成為了師生彼此在主裡同
行互勉的重要時刻。除了早禱以外，晚
禱亦是學校崇拜生活重要一環。每逢星
期一、二和四的黃昏時刻，同學會聚在
明節堂進行不同形式的敬拜，包括：聖
餐崇拜、泰澤祈禱、詩歌默想、專題祈
禱會等，讓大家在一天結束之時，以禱
告感謝上帝一天的看顧，又以頌讚盼望
新一天的來臨。當然不少得的，就是全
院師生及訪校嘉賓一同參與每月一次按
節期主題舉行的週五聖餐崇拜，例如：
開學禮崇拜、宗教改革紀念崇拜、諸聖
日崇拜、苦路崇拜、立聖餐崇拜和畢業

信神的崇拜生活
趙慧德牧師
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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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差遣禮等。藉著聖餐崇拜的禮儀，師
生一起參與並重新經歷三位一體上帝的
救贖奧秘；藉著聆聽聖道，我們的生命
被更新改變；藉著參與聖餐，大家不單
與基督聯合、更與彼此的生命共融，具
體地宣告主內的合一。

信神的崇拜生活能夠這樣豐富和多
元，除了因師生們投入參與外，還有要
感謝同學們自願參與「學生崇拜委員
會」和「翻譯組」的服侍。每一個早
禱、晚禱、聖餐崇拜或特別聚會，這一
眾同學，都不辭勞苦參與很多「幕前」
或「幕後」的工作，由策劃、聯絡、添
置用品、場地安排、事奉人員、音響、
招待、執拾……雖然工作量不輕，但同
學都帶著學習和喜樂的心積極服侍，一
呼百應。這個「團契」讓信神的崇拜生
活更見活力。

上學年的秋學期，因著疫情緣故，
學校暫停了所有實體教學，信神的崇拜

生活也轉為網上形式進行，而這情況相
信在新學年仍需維持一段日子。縱然要
不斷優化網上崇拜的表達方式和牽涉的
技術，當中遇到一定的難題，但我相信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訓練，為要開拓
我們服侍的境界，也要操練我們在逆境
中如何靠著主謹守崗位，運用百般智慧
謙卑地服侍。而我們的崇拜生活來年也
計劃加入更多的形式，包括泰澤早禱、
詩歌敬拜、午間聖樂靈修聚會、師生祈
禱會等，我們又期望能建立信神敬拜隊
及製作 virtual choir（網上虛擬詩班），藉
著不同的方式帶領大家向上帝獻上讚美。

信神不單是一所追求聖經和神學知
識的學校，也是一個重視崇拜和靈修的
地方，讓人更認識上帝、生命得以被更
新造就，也讓整個群體實踐合一和服侍
的生命。但願我們所作的都蒙上帝的喜
悅，又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那創始成㚵
又愛人到底的父上帝，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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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

 蒙上帝的恩典，新學期 5 名來自緬
甸的新生順利來港。經過 14 天在本
院的隔離，我們於 9 月 4 日舉行簡
單的剪手帶禮，並贈送八達通以方
便他們融入香港的
生活。

 本院師生在 10 月
5 日晚上為戴浩輝
博士舉辦生日會，
同時為胡玉藩牧
師舉辦歡送晚
宴，求主祝福
他們的事奉。

校   園   消   息

 周年神學講座「重塑保羅的社群身
分—福音的轉向與轉化」於 10 月
9 及 10 日舉行。在疫情下，仍有超
過 100 人次出席。

 「源路有你」感恩崇拜暨啟始禮已於
11 月 8 日舉行，有不少弟兄姊妹參
與崇拜和捐款。嘉賓們以剪綵方式
啟動步行籌款。感謝弟兄姊妹對學
院的支持！

 「你來看—後疫情時代福音使命與
裝備何去何從？」將於 12 月 19 日
下午 4 時在學院舉行，對象為有意
接受或有興趣認識神學教育的人，
設實體及網上聚會。請留意最後一
頁的宣傳海報。

 宣關小組計劃於 2020 年 12 月 9 日
（三）下午四時，到美林邨探訪當
地的街坊，今次活動包括傳福音、
派單張、與居民一起祈禱、也會派
發一些抗疫物資，希望除了在心靈
上，也在物質上表達我們對當地居
民的關心。歡迎所有老師及同學參
與這一次活動，有意參加者請聯絡
何善斌老師、許紹恆同學或劉文昇
同學，當天參加者需準時出席。

 本學期的週五筵席主題為「平安之
旅」。因疫情關係，部分只能透過網
上進行。最後一講為「平安—從
社群出發」，由蕭柱石博士主講，日
期為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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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共 19 集的「LTS 生命樹系列」已經順利播
放，甚獲好評。願此系列能繼續讓人得著從上
帝而來的安慰和平安！如欲重温，請參看本院
YouTube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KLTS 。

 感謝何善斌博士捐出一部投影機，以取代已損耗
的舊機，提升教學質素。

學生會消息

 感謝上帝，2020 年度最後一個學生
會活動順利舉行！是次活動名為 LTS 
Hunt，以校內定向比賽形式進行，
讓同學和老師們能在密集週輕鬆一
下，亦是本屆學生會卸任前送給大
家的一份小禮物。當天學院洋溢開
懷的笑聲，口罩無法遮蔽大家滿足
的笑容，足見活動非常成功！

校友消息 

 本院自 9 月有多位校友按牧，包括何
美寶牧師（2015 年神學碩士畢業生）、
徐展明牧師（2009 年道學碩士）、鄭
義森牧師（2011 年道學碩士）、陳穎
嫻牧師（2013 年神學學士）、黃志東
牧師（2013 年神學學士）、巫若燕牧
師（2015 年道學碩士）、周創權牧師
（2011 年道學碩士畢業生）、甘家
勇牧師（2017 年道學碩士）、梁群英
牧師（2009 年文學碩士）、梁志光牧
師（2020 年道學碩士）、莫鉅章牧師
（1996 年道學碩士）。願上帝賜福，讓
他們謙卑事主，事奉得力。亦求主帶
領本院，繼續培育上主忠心僕人。

 此外，陳卓游（2019 道學碩士）被
按立為教師及宋綺媚（2014 神學學
士）被按立為傳道，求主保守他們。

同工消息

 院牧胡玉藩牧師將於 11 月底離任，
學院感謝他過往的貢獻，多年來幫
助學生成長。願主賜福他！

 鄭期行先生已於 11 月調職為資訊科
技幹事，求主加力！   

支持．代禱

 周兆真院長將於 2022 年退休，本院
現正尋覓合適接任人選。讓我們同
心禱告，求主幫助找到合適人選，
繼續帶領信神事工。 

范涵博士主懷安息

 信義宗神學院前訪問教授范涵博士
(Dr. Terence Fretheim) 於 11 月 16
日安息主懷。范博士是世界知名的
舊約學者，曾於 2009 年及 2015 年
的秋學期於本院任教，學生獲益良
多。願主親自安慰范博士家人。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本地疫情稍緩，除了部份群聚的服務
改為網上進行，中心已於十月已全
面恢復實體輔導、督導服務，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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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青年領䄂神學
體驗日營

你來看

獻身營  

12月19日

2月6~7日

3月15日

4月16日

黃德榮教牧學
講座

周年聖樂崇拜

復正常開放時間。請繼續禱告記念
疫情盡快平息，前線醫護及其他人
士安全，以及一般市民心中平安！

 專為社會及教會需要而設的「情緒急
救 DIY」短期網上課程自六月開始，
至今共舉行了七次課程，祝福了不少
教會及參加者，第八次課程在 11 月
24 日 ( 二 ) 正式開始，願主祝福參加
者從中得到幫助。如教會有興趣與中
心合辦這個課程，請與中心同工聯絡
了解詳情。

 「同行者小組六：疫情 ! 亦情 ? 如何
與莘莘學子的家長同行」於 2020 年
8 月 21 日正式開始，並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完滿結束。參加者在小組
中均甚得幫助，學懂如何與子女相
處，改善關係。願主祝福他們學以
致用，建立更親厚的親子關係。

 第二屆「助己助人畢業同學會」於
2020 年 9 月 26 日 ( 六 ) 開始第一次
聚會，每月相聚一次，共七位畢業

同學參加，互相支持，彼此學習，
有力地作有需要的人的同行者。

 為了配合事工發展，中心正在招募
義工參與不同的事工，第一次「組
長義工培訓」於 2020 年 9 月 6 日完
成，並參與「情緒急救 DIY」的服
務，第二次培訓亦於 2020 年 11 月
22 日舉行。如有興趣參與中心的服
務，助己助人，請聯絡中心，或填
妥網上登記表。

 因應社會及教會的需要，中心與基恩
敬拜合辦「更新我心」計劃，舉行一
系列免費課程，盼望與大家一起同心
同行，邁向「與主同行、扎根於神；
與己同行，健靈強心；與人同行，祝
福社群」的人生。第一篇「自由飛
翔」健心篇已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展開，第二篇「結伴同行」關懷篇亦
將於 2020 年 12 月 21 日舉行。有興
趣的人士，可於中心網頁上登記，或
致電 2111 0172 與中心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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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除直接寄支票到本院外，亦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直接存入信義宗神學院

 「大新銀行」040-645-701-23889 或

 「匯豐銀行」004-106-002330-001

2.  「轉數快」 開啟手機內的銀行應用程式後，

  在收款人欄上輸入：

  電郵 epay@lts.edu 或 電話 91895730

3.  PayMe 用手機掃描下面的二維碼

奉 獻 支 持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神 學 教 育 事 工

用方法 1 至 3 奉獻後，請將奉獻者全名、電話、地址
及奉獻金額電郵至拓展部 development@lts.edu。

信義宗神學院環境優美，位處道風山之巔。登臨於此，

令人讚嘆上帝創造之美麗，校園各處遍佈靈性啟迪，是

洗滌心靈的理想退修場所，又是香港合法舉行婚禮之教

堂。校園開放予教會、機構及主內弟兄姊妹租借（暑假

六月中至八月中可申請舉行退修營會）。

歡迎聯絡李小姐或劉小姐查詢

2691-1520 / booking@lts.edu

會員教會
享折扣優惠

租     借     校     園

退 修   婚 禮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九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個人奉獻	 $232,817.44	 薪金、強積金	 $3,641,261.10	

教會奉獻	 $402,000.00	 水、清潔、電話費	 $19,368.90	

學費	 $3,127,568.00	 電費	 $85,870.50	

學生宿費	 $428,175.00	 膳費	 $78,491.40	

學生膳費	 $437,695.00	 差餉	 $150,559.00	

租借校園	 $191,386.00	 印刷	 $3,775.50	

膳費	 $17,787.00	 校巴	 $13,849.28	

利息	 $103,102.24	 延伸課程	 $32,034.50	

印刷	 $661.70	 設備	 $29,033.49	

會員教會津貼	 $902,900.00	 郵費	 $4,534.90	

差會津貼	 $10,993.00	 差會助學金	 $10,993.00	

延伸課程	 $444,400.00	 圖書館	 $44,172.17	

其他	 $88,764.11	 維修費	 $99,608.40	

步行籌款	 $10,000.00	 學費優惠	 $324,055.00	

	 	 其他	 $212,798.72	

	 $6,398,249.49		 	 $4,750,405.86	

	 	 盈餘	 $1,647,843.63	

	 $6,398,249.49		 	 $6,398,2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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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借     校     園

退 修   婚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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