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友圣经学院 33 周年院庆 

书法灵修抄经乐（硬笔组） 

诗篇 省份 姓名 诗篇 省份 姓名 诗篇 省份 姓名 诗篇 省份 姓名 

1 广东 钟弟兄 42 浙江 陈姊妹 83 陕西 潘姊妹 119 

2 河北 李弟兄 43 重庆 戎姊妹 84 吉林 赵弟兄 65-80 童真牧师 

3 广东 柴姊妹 44 山东 滕弟兄 85 陕西 王姊妹 81-96 殷言老师 

4 北京 赵弟兄 45 甘肃 张姊妹 86 陕西 刘姊妹 97-112 罗加怡老师 

5 黑龙江 王姊妹 46 陕西 杨姊妹 87 陕西 刘姊妹 113-128 文灿老师 

6 陕西 李姊妹 47 四川 蒋弟兄 88 陕西 王姊妹 129-144 李兰老师 

7 吉林 李姊妹 48 天津 杨弟兄 89 陕西 王姊妹 145-160 杜怀民老师 

8 上海 谢弟兄 49 天津 夏姊妹 90 浙江 刘姊妹 161-176 马贵老师 

9 山东 王弟兄 50 天津 李姊妹 91 浙江 徐姊妹 120 张得仁牧师 

10 浙江 梁姊妹 51 河南 贺姊妹 92 陕西 李姊妹 121 马大朋老师 

11 香港 黎姊妹 52 天津 李姊妹 93 李姊妹 李姊妹 122 周广亮牧师 

12 上海 徐姊妹 53 河南 李弟兄 94 陕西 朱弟兄 123 陈伟老师 

13 陕西 肖弟兄 54 内蒙古 刘姊妹 95 陕西 杨姊妹 124 甘肃 张姊妹 

14 吴加恩老师 55 贵州 易姊妹 96 陕西 殷弟兄 125 陕西 石姊妹 

15 陕西 王姊妹 56 山东 刘弟兄 97 广东 付姊妹 126 陕西 戴姊妹 

16 河南 李弟兄 57 内蒙古 郝姊妹 98 湖南 卢弟兄 127 山东 吕姊妹 

17 新疆 万姊妹 58 内蒙古 孙姊妹 99 陕西 任姊妹 128 甘肃 李姊妹 

16 重庆 蒋姊妹 59 黑龙江 周姊妹 100 香港 黎姊妹 129 内蒙古 崔姊妹 

19 江苏 高弟兄 60 陕西 李姊妹 101 湖北 詹姊妹 130 江苏 贺姊妹 

20 陕西 肖姊妹 61 江苏 吴弟兄 102 陕西 崔姊妹 131 浙江 江姊妹 

21 陕西 宁姊妹 62 河南 王弟兄 103 湖南 林姊妹 132 陕西 刘姊妹 

22 江苏 权姊妹 63 陕西 陈姊妹 104 陕西 杨姊妹 133 江苏 陈姊妹 

23 广东 李姊妹 64 四川 胡弟兄 105 云南 莫姊妹 134 陕西 陈姊妹 

24 湖北 邹姊妹 65 陕西 冯姊妹 106 陕西 王弟兄 135 内蒙古 贺姊妹 

25 广东 林姊妹 66 陕西 王姊妹 107 北京 郭弟兄 136 朱如月老师 

26 甘肃 汤姊妹 67 浙江 缪姊妹 108 陕西 李姊妹 136 山东 韩姊妹 

27 山东 娄姊妹 68 广东 李弟兄 109 内蒙古 孟姊妹 137 黑龙江 王姊妹 

28 陕西 李姊妹 69 浙江 张姊妹 110 陕西 陈姊妹 138 陕西 党姊妹 

29 河北 刘弟兄 70 河北 李姊妹 111 山东 高弟兄 139 陕西 晋姊妹 

30 北京 丁姊妹 71 河北 张弟兄 112 陕西 徐姊妹 140 陕西 刘姊妹 

31 福建 彭姊妹 72 河北 黄姊妹 113 香港 张姊妹 141 甘肃 王姊妹 

32 安徽 陈弟兄 73 河北 郑姊妹 114 陕西 朱姊妹 142 陕西 马姊妹 

33 甘肃 张姊妹 74 河北 黄姊妹 115 山东 张姊妹 143 山东 娄姊妹 

34 河北 周姊妹 75 甘肃 韩弟兄 116 陕西 宋姊妹 144 陕西 刘姊妹 

35 陕西 刘姊妹 76 河北 郭弟兄 117 上海 孙姊妹 145 浙江 刘姊妹 

36 陕西 杨弟兄 77 河南 万弟兄 118 陕西 段姊妹 146 河南 钱姊妹 

37 安徽 李姊妹 78 山西 刘姊妹 119 147 陕西 周姊妹 

38 广东 黄姊妹 79 江苏 陆弟兄 1-16 周素琴老师 148 陕西 刘姊妹 

39 香港 凌姊妹 80 甘肃 杨姊妹 17-32 林诚牧师 149 内蒙古 马姊妹 

40 河南 马姊妹 81 内蒙古 姚姊妹 33-48 阮一心老师 150 浙江 林姊妹 

41 河南 黄姊妹 82 天津 张弟兄 49-64 文惠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