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耵向基金費助人

周弟兄 蔡朝明 許崇大 陳作滭 時以諾 紀經智 吳恩溥

唐芏譧 羅智明 廿安逸 陳國楖 悢惠芳 陳良卿 章 家

許尚武 吳夭易 陳本生 曾文爪 葉維生 江育背 陳邦19k

陳若嫻 蒙恩人 陳渝芬 吳留王 時恩葵 譚光袓夫婦

廞舜煌 梁嘉潮人婦 蕄亮明夫婦 周學光夫婦 鍾錤榮夫婦
上的名 宋華忠夫lm. 陳 耀夫啼 葉大維夫婦 栴景堯夫婦

楊梵城 葉景兆夫婦 胡文愷夫婦 李堯達夫婦 周榭芬夫婦

姚祈華夫婦 陳志仁夫婦 陳至德夫婦 林祥開夫婦

江育靈夫婦 陳兆初夫婦 夤渙基夫婦 陳贀緯夫婦

揚淑英姑娘 麥宇宙兄妹 劉希達太太 徐曹有太太

菼洪淑惠夫人 林萵菊宋會母 女尒鳳仙太太 陳坡l,W先生紀念

印尼黃弟兄夫婦 陳翼平醫生基金會 林重三牧師肺母紀念

鄒王素琴女士紀念 紐約申華海外宜道會 許仁和伉儷金婚紀念

姚錫光全家 時雨基金會 許′●頌基金會 呂明才基金會

韓雷生伉儷綠賁石婚感恩 張啟勝失婦 錢冠城夫婦

李挂花女士紀念 羅廖慕貞師母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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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泉 研經 馬太福音尊  吳恩溥

百合集 殷 穎

耶穌基督家甜屮的幾位伸大傑出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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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 (四 十 )

七年大災難 (一十=)
道成肉身

如何傳福音系列

先立乎其大耇

蓶光熙

黃古鎮

范學德

末世嶨銈 tt善罰惡 (一)  鍾維能

約書亞記 彿勝的生9舌 (:) 陳鴻沬

極樂與永生        孟雅力

腳蹤佳美         徐如華

窷裏的母+)l        陳潔貞

滌然信箱          滌然

凌兒育女 廾難之謎 (一 〉  蘇緋雲

野狼為虎彴∥長      黃撒母耳

古難            娃柔

仍住了兩夭         彩棠

商速食譜 小塊忌士沙拉   小芹

你伴我行過’9L蔭的幽谷   方仁念

故事新講 房太守身範教孝  楊約瑟

我的母親         康秀琴

女兒的禮物         成珍

我的第一個疝人      貴國真

在牶獻中分 ,.1怏 樂     歐陽恩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    馬利亞

封底詩中譯 教導我   f中 旻譯

歷史與女子         施偉

背頭一棒          趙荔

末了的話 用微笑誽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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