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酊向墓金貸助人

周弟兄 蔡朝明 許崇大 陳作澤 時以諾 紀經智 吳恩溥
唐芏謙 羅智明 黃安逸 陳國輝 張惠芳 陳良卿 革 家
許尚武 吳天易 陳本生 曾文鳳 櫱維生 江育育 陳邦偨
陳若嫻 蒙恩人 陳渝芬 吳寶玉 時恩葵 譚光袓夫婦
盧舜煌 梁嘉潮夫婦 蕭亮明夫婦 周學光夫婦 錘鏌榮夫婦
主的名 宋華忠夫婦 陳 耀夫婦 葉大維夫婦 梅景堯夫婦
楊梵城 葉景兆夫婦 胡文愷夫婦 李堯達夫●nI 周樹芬夫婦
姚祈華夫婦 陳志仁夫婦 陳至德夫婦 林祥閉失婦
江育靈夫婦 陳兆初夫婦 黃漢基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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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余鳳仙太太 陳慶輝先生紀念

印尼黃弟兄夫婦 陳翼平醫生基金會 林重三牧師師母紀念
鄒1素琴女士紀念 紐約中華海外宣道會 許仁和伉儷金婚紀念
姚錫光仝家 時雨基金會 許心頌基金會 呂明才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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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錢冠城夫婦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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峚督降臨前99色 列人的菆命後興

末世警鐘 豐碩獎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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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得勝的生i斤 ｛十｝  陳鴻沐

信心的真義(一｝ t└∥召i昜

主愛感人         陳..t榮

姮成肉身 :一侗醫生的兄證  丈一民

堲誕住莆         孔祥民

特來幵祂         何術屮

一佃真 lilk的 禱告       沙燕

里誕節的〡改牛       傅 :川

蹄耶利║為叩       兮伯聳

從
「
十誡」肴

「
豋I寊訓」  殷憚道

的精義

何必 H利 。        郭超碔

神的恩典         許倖叫

滌然信箱          滌然

人生五幅圖註       懶建 llg

勿以貌取人        菣路裔

年終獻 1的感謝      林向陽

何竟 lxn此 。         冰光

簡速食譜 雞肉豆芽茉沙律  柯月珠

十命的背後         雪 Tl

錢不夠用 !        鄭 哼琴

屬靈的喜無        鄋宗漢

封底詩中譯 驀色之歌    蓮譯

傳統持歌與ljL代 持歌之探 i〢  陳君薔

末了的話 大使的話語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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