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shedby
UverseasEvangeioa〡 Mission
P。 Bo× 3694,HunⅡ ngt° nBeach,CA 926。 5VSA
Cl,.lirinan:、 Ir∫  Evc!yllU Shih
ViccCh缸 lluan:Rc、  StanlcyTan$
$cc｛ t.li｝ :Rcvs:tnluclKll(〕
1rc.l∫ ul(r 

、
Ir 

、
l加〕Szcto

Edjm:in.Chic●
、
Irs E、 clyn。 Shih

PrUmUtionDi㏄ ctor:Rcx′ PaulHo&、IrAndr〝
、
Yang

、
｛cditR〝 〕Uhl1cllu

GfncraIDircctUr:RcV Πiωla、Vu

。

verSeaSEvangeⅡ caIMission,Canada
Ch缸lman:RcV汍 aI1lcyT.(l1g

Vk.Chzlirman:RcvSanluclKho
Scc㏄tarN:N“sJanc、VYiP
Fin.lncε Rcv、 I碄 C∫ ChCng
T:℃ asurcξ

、

IrDa〝dYu.1
DiΥcct.｝ UΓ ThcBoald:Rd′  S〔phcnIfc&、｛r1l,UIη asN K

主曆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總    帝L:P° Box36,4,Hunun斟 UnBedch,CA92●U5USA
Te︳ F́ax:(914)848-8U95

力口拿大社址 :9° Box8113U,BuΓ nabyBCV5H4K2Can.lda
Tel:(°°4〉433-4413  FaX:(° U4)433-°443

香港通訊處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5號海郗大度四樓 E座
(製 作發行 ) TeL(8521’珀749I9m〔 (852滓7I34° 99

社 長 :吳恩溥 RcvEhsha〝πu

總編輯 :滌 然 M〝 Evc9n。 Shl,

總編i阻助埋 :向  陽 M、 Hdcn、 lan

廌驆:霩麤褡℉譙F:甲古1
業務經埋 :吳夭樂 NⅡIdlcd駹 ctU

●° Box3694,Hunun墊 Unl(cach,CA92°°5USA
網絳主任 :朱俊隆博士
蓽向網址 :htil9〃 w9Nn.旼 CC㎡ nS”gˊ

●m砡lSkcHng@cm缸 lcUm

琢向墓金贙助人

用弟兄 蔡朝明 許崇大 陳作滭 時以諾 紀經智 吳恩溥

唐市謙 羅智明 黃安逸 陳國輝 張惠芳 陳良卿 章 家

許尚武 吳天易 陳本生 曾艾鳳 蘗維生 江育青 陳邦偨

陳若嫻 蒙恩人 陳渝芬 吳質工 時恩葖 譚光袓夫婦

盧舜煌 梁嘉潮夫婦 肅亮明夫婦 周學光火婦 鍾鎮榮夫婦
主的名 宋華忠夫婦 陳 耀火婦 槳大維夫婦 梅景堯夫婦

楊梵城 葉景兆夫婦 胡文愷夫婦 李藀達夫婦 周樹芬夫婦

姚祈莘夫婦 陳志仁夫婦 陳至德夫婦 林祥開夫婦
江育箠夫婦 陳兆初夫婦 黃漠基夫婦 陳賢緯夫婦

楊淑英姑娘 麥宇宙兄妹 劉希達太太 徐曹有太太

黃洪淑惠夫人 林高菊宋會母 黃余鳳仙太太 陳慶輝先生紀念

印尼耷弟兄夫婦 陳翼平醫生基金會 林重三牧師師母紀念

鄒工業琴女I紀念 紐約申華海外宣道會 許仁和伉儷金婚紀念

姚錫光全家 畤雨基金會 許心頌基盒會 晑明才基金會

韓雷生伉儷綠費石婚感恩 張啟勝夫婦 鈙冠城夫婦

李桂花女士紀念 羅廖慕貞師母紀念

各地代理人

美  國 
。
wIscaChl1,csc、Ⅱs㎡UllBUUkstUrc(福音書室〉

吥4H$tcrSt,Nc、 vYoΥ k,NY lUUl3USi↘

加 拿 大 ☉Sc垵PhiiⅡ ch㎡ s“anBook∫ (天 使書室 )

llU-823l Cam〡 〕icRUad

巷扥芾
｛
t盓 t礬r楑趕謽蔧

26° ΓairchildSquarc,4+U。 Hazcll〕 ㎡dgeV6ay
RIchmond,BC V6X3R8Canada

靈泉 研經 吳恩溥

百合集 看神的旨意怎樣帶領 殷穎

分享 2
3

｛

6

8

lU

12

家庭  18
2U

‘
9‘9

23

2｛

26

28

29

3U

32

3+

38

英文 呥

E2

千禧年(四 十﹁

L年大災難(二 十五
)

如何傳福音系列

藍光熙

范學德

莊友岩

康秀琴

滌然

貴雲燦

楊百合

鄋以勒譯

林月嬌

容 靈

王彥

朱洸洸

李玉珍

馬靖

總編輯

EtJ”IUS五 Ii,

CJUiia Ct7〃 cv

化解民族主義情結

末世甹鐘 賞善罰惡(四 ｝   鍾維能

約菁亞記 得勝的生i舌 (六)  陳鴻沫

加拉太書 屬靈的人(三｝   宋華忠

13 兩條誡命 曾式中

l+ 涳槃一幕 ——眾生解妙義乎 ?孟雅力

16 與神同工

19 懤告

、又藝

滌然信箱

腫瘤與飲食

苓碎集

封底詩中譯

將你的癌症給我

從中國人的人際交往看

教會生活

中國基督徒作家對真實

的追求 (下
)

簡速食譜 健康素菜湯

印尼的保羅達巴尼

佳美的腳蹤 — 記趙世光牧師 凌勵立

馴獅記

過埠新娘的困惑

末 了的話 誽得合宜

Ap●ySpUkcn

2U、 VUΥds/Phr.l、cs

Jc$usNcvcΥ U騝d

El  rΓ he I)ay Nly Pcn      6汀 ciIIcη t yε v】哷

RaI〕 UutUΓ Ink

封 底   Glx.c瓜玨cYourCanccr HsiaU＿r9IIiIg

PRINTED IN H° NG K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