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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和總幹事的話
1997年，一群來自各教會的華人基督徒本著基督“愛人如己”的訓誨，成立了光鹽社。12
年來，雖然期間各項人事和工作項目或多或少有所變遷，但是創社宗旨和精神卻始終如一，
就是期望“結合社區的資源和人力，來幫助他人渡過人生的困境，並重新找著人生的盼望和契
機”。
2009年對許多人而言，算是很艱辛的一年，因受到房貸風暴的影響，美國經歷了三十年來
未見的高失業(10%)，周圍許多親朋好友，不是失業，就是戰戰兢兢，固守工作岡位，深恐自
己成為下一個失業隊伍中的一員。俗話說得好：「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聖經中也明確
記載：「世上有苦難……」。因此，苦難和困境是人生的一部份，很多時候是無法避免和改變的，唯一我們能
掌控的是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它。中國人用“危機”兩個字來形容苦難和困境，把這兩個字拆開，就變成“
危險”和“機會”。換言之，人生中的苦難和困境就好像一把雙刃的劍，一邊是可帶來危險的刃（如失業，甚
至喪失生命），但是另一邊是帶來新契機的刃，可以幫助許許多多人重新找到和看見人生中的真、善和美的境
地。光鹽社的使命就是要藉著我們的服務項目，讓許許多多面臨困境的朋友們，重新找到人生的契機和盼望。
過去幾年，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下，光鹽社的工作項目，在質和量方面都有顯著增長；2009年更是達到另一
個高峰。除了既有的癌友和特殊家庭關懷與服務，及教育宣導以外，我們新增加幾項服務。
2009年3月，方方和岑振強帶領一群年輕有幹勁的粵語義工，開創了休士頓唯一為說粵語的朋友們成立的廣
播節目“粵語飛揚”。開播以來，受到熱烈迴響，短短幾個月內，有超過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聽眾上網聆聽節
目。特殊關懷中心的家長們在曹王懿女士的帶領下獲得美國聯合基金會的贊助，“光鹽社特殊兒童手鈴隊”正
式成立。成立以來，已在社區和教會有十數次的表演，感動無數台下觀眾們。上帝給每人不同的恩賜和才能，
在光鹽社特殊關懷中心的小孩中，我們看見許多位孩子在音樂和繪畫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天資。手鈴隊的成立只
是一個開始，期望在未來裡，透過這些活動，特殊小孩能找到自己人生的舞台與存在的價值，社區也能更認
識、接納和肯定他們。
另外，在癌症教育宣導方面，我們編譯了兩本資源手冊：“休士頓地區華人癌症資源手冊”和“乳房健康
資源手冊”，期望華人癌友們在診斷和治療期間，能快速的獲得與癌症相關的正確資訊，進而提高癌友的生活
品質和生存率。
我們有上述傲人的服務成果，是因為有來自社區各教會、機構、公司行號，及各界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與
贊助才能達成的。在此，我們謹代表光鹽社全體理事和義工們致上衷心的感謝。同時我們也要向近60位來自不
同背景，默默付出的義工群們說聲謝謝！一路走來，我們攜手一起面對挑戰與挫折，同時，我們學習在相互包
容和接納中，讓光鹽社成為上帝祝福他人的管道。
這本年刊的誕生，我們要特別感謝提供廣告贊助的公司行號。也謝謝李瑋欣女士，從封面設計到內容排
版，處處可見她的心血與付出。Morana女士，幾年來光鹽社的稿件都是她一手打字和潤飾的。光鹽社的攝影師
胡兆祖先生，近兩、三年光鹽社所有的照片和錄影都是他的傑作。年刊中所有文章的作者和資料提供者，謝謝
他們的分享和割愛。也謝謝劉綱英女士最後的文章挑選及整理。因為這麼多人的付出與割愛，光鹽社能夠留下
文字記錄給我們的後代。
最後，在2010年初，願上帝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內心常存平安和喜樂，也期許自己都能成為祝福他人的管道
之一。
理事長			
鄧福真博士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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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孫紅濱博士

光鹽社(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9800 Town Park Drive, 258B, Houston, TX 77036
Phone: 713-988-4724; Website: www.light-salt.org

「用心、用愛、關懷社區」
光鹽社是政府註冊的 501 (c) (3)非營利組織，其宗旨是結合休士頓華人社區的人力與資源，關懷並照顧休士頓地區需要幫助
的人。自 1997 年成立以來， 光鹽社推動的活動有： 父親節嘉年華會、 老人公寓探訪、 捐文具給貧苦學童、 冬衣捐助、賑
災、 華人廣播網”心靈加油站”。2001 年成立癌友關懷網幫助華人癌友並提供癌症教育，倡導早期篩檢的重要性。2007 年
成立了休士頓地區第一個華人乳癌互助小組， 藉以服務華人乳癌病友、家屬和想認識乳癌的華裔婦女。2008 年成立特殊需
要關懷中心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家庭。2009 年成立廣東話生活福音廣播節目-「粵語飛揚」。藉著您的鼓勵與贊助，光鹽社才
能繼續提供免費服務給需要幫助的人。如您願意捐獻支持光鹽社服務項目，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Light & Salt Association， 捐
贈收據可依法抵稅。支票請寄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ive, 258B, Houston, TX 77036) 。

光

鹽

社 癌 友 關 懷 網

2009 服務成果

服務項目成長: 2006 至 2009 比較

專題講座及一般互助小組: 12 場 987 人次
乳癌互助小組: 9 場 138 人次
電話諮詢, email 及後續關懷: 546 人次
關懷探訪: 129 人次
免費中英文癌症資訊,及書籍: 883 人次
交通接送: 106 人次
病患輔導及資源轉介: 386 人次
就醫翻譯: 104 人次
關懷者訓練營: 1 場 31 人
乳房攝影: 55 人次
網站: 12,683 人次
月訊: 12 期
年刊
• 編譯「休士頓癌症資源手冊」，「乳房健康資源
手冊」及「休士頓移民資源手冊」

•
•
•
•
•
•
•
•
•
•
•
•
•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2009)
1. 關懷中心每月聚會: 聚會人數, 包括義務同工, 平均

每月 45 人。聚會內容包括: 分組聚會 (學生組, 家
長組), 聯誼晚餐和舞會。
2. 特殊需要圖書/信息室
購買和建立了與特殊需要有關的書籍,教材,和
資料。存放在光鹽社關懷中心辦公室,供大家閱
讀和使用。
3. 安排有關特殊需要的專題講座 7 場共 150 人
4. 特殊需要關懷網
義務同工通過電話, 家庭探訪, 月訊等方式對有特
殊需要的家庭和個人提供關懷和幫助, 共 560 人
次。
5. 特殊需要社區活動
組織特殊需要的家庭和個人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4
次共 130 人。
6. 手鈴樂隊成立和表演
成立手鈴隊,獲得 United Way 資助購買手鈴設
備。手鈴隊先後在社區和 8 個教會進行 10 次演
出。

光鹽社廣播節目-心靈加油站 (2009)
連結教會 關懷社區系列(31 集)

認識焦慮、沮喪和憂鬱症 系列 (9 集)

什麼是焦慮、沮喪、憂鬱症？
愛裡無懼怕
風雨中的信心
Jack 的心路歷程
菲菲 的心靈路程
愛你的鄰舍
唐崇榮牧師佈道會
如何幫助癌症患者的憂鬱症
神的計劃最美好 神救了我多次
蔡醫師的＂福音＂診所
誰是我的鄰舍
最美好的事
如何幫助癌症患者的憂鬱症
當科學遇見神學 天無常藍，但主恩永存
秋月師母信箱 (心靈疾病問答)
再活一次
神的國度觀
藍色毒病的預防針與治療特效藥
暗夜頌歌
用膝蓋來服侍的團隊
從約伯的憂鬱症醫治分析明白神的作為
神在我兒子身上行了大事 走過死蔭幽谷
華人聖經教會 訪問潘政喜牧師個人見證 最寶貴的身份─初嘗主恩
成為祝福的管道-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台灣颱風賑災籌款訪談
聖誕節系列 (4 集)

光鹽社廣播節目-粵 語 飛 揚 (2009 ,3 月至 11 月)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新聞 - 金玉良言
新聞 - 金玉良言
新聞 - 金玉良言
新聞 - 金玉良言

- 耶穌與你 (陳永明)
粵語飛揚網站:
- 生活與文化 - 生活小常識 http://fly1320.webnode.com
- 專訪 /蒙福家庭
流覽總次數: 2,687 人,
- 入厨樂 週末好去處
11,659 次

其他社區關懷服務成果
冬衣捐助: 11 和 12 月
臺灣 88 莫拉克賑災 (與教牧同工團契 、美國福音証主協會、 及角聲佈道團休士頓分
會聯合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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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癌症與健康專題

1. 如何用中醫的自然療法來提高自身免疫力
2. 年輕婦女骨骼保健
3. 骨轉移癌
4. 認識肺癌的症狀與篩選
5. 消炎去火與抗癌
6. 成人監護，遺囑，信托
與財產保護及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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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中醫的自然療法
來提高自身免疫力
劉青川中醫針灸師主講

韓雯整理紀錄

二月七日光鹽社一般癌症專題講座邀請到劉青川中醫針灸師為我們講解如何用中醫的自然療法來提高自
身免疫力。
劉醫師教了我們四種調養氣血的方法：
劉醫師開始時，深入淺出地翻譯了中醫的基礎理
論，對人體五臟六腑的認識與陰陽五行的平衡。五
臟是心肝脾肺腎，六腑是小腸、膽、胃、大腸、膀
胱與三焦。五臟與六腑相對應，一
個主表，一個主裡。

按心包經，早睡早起，敲膽經與氣功呼吸。按摩心包
經可以提升心臟的能力，幫助脾臟對抗疾病。按摩這
個經絡的穴位時， 在人體胸前肋骨的下方（
如圖），可以聽到流水聲的變化。在按摩前
先聽其聲音，按摩穴位時再聽，就能比較其
差異，其聲音的差異就像在擠出容器中的液
體一樣，壓了穴位一會兒就能聽到一些東西
流了出去。由於按摩的穴位和聲音的出處有
一段距離，因此從手壓下去，直到聽到聲音
的變化，有一段時間差。按摩每個需要按摩
的穴位都會產生聲音，如果長時間按摩一個
穴位，既沒有痛感也沒有回饋的聲音，就表
示這個穴位沒有問題，不需要按摩。

劉醫師強調在五臟之外還有一個獨
立的經絡叫作“心包”，許多病症
都和這個經絡有關。心包是心臟外
部的一層薄膜，和心臟之間有部份
體液，做為心臟和這層膜之間互動
的潤滑劑。在某些情形下，會使這
些體液增加，使得心臟的活動受到
影響，心臟泵血的能力也就減弱
了。

由於按摩時會阻斷經絡中體液的流動，因此
按摩時，先壓住穴位，心裡數一到二十，然
後放開一會兒再壓，如此反覆進行，每次三
至五分鐘。如果自己一個人在家，沒人可以幫忙聽，
可以到藥房買一個醫生用的聽診器，用帶子將聽筒固
定在肋骨下的位置，就可以自己按摩自己聽了。

從中醫的理論，認為人體的五臟六
腑與自然界的五行必須取得平衡，
當身體狀況正常時會相互滋生，不正常時則會相互
制約，也就是相剋。好比心屬火，脾主土，火能生
土，心臟的能力提升，必定能夠提升脾臟的能力。
由於心包經的通暢，能使心臟發揮正常功能，間接
提升了脾臟的能力。脾臟是人體免疫系統最重要的
器官，因此按摩心包經可以提升人體的免疫能力。
多數疾病，按摩這條經絡都能對身體有很大的幫
助。

簡化的按摩的方法：
雖然整條經絡的按摩，能夠得到最好的效果，但是在
日常生活中，有時並不能坐下來好好的按摩，而身體
又正好不舒服，例如：暈車或暈船時，或平常突然感
到胸悶、氣喘不過來，手腳無力等，只需要按摩胸口
任脈的膻中穴，就能很快使症狀得到緩解。

心包積液的形成，主要是身體中出現了疾病，脾臟
將主要能力用來和疾病對抗，就將運水的工作暫時
擱置下來，心包中的廢水就積了下來。由於人體多
數的維修工作都在夜間睡眠時進行，因此，多數的
積液情形會出現在早上，通常到下午就會退去。

早睡早起的重要性是有許多醫學根據的，劉醫師為我
們詳細的解說每天在不同的時辰，我們的氣血流注到
那一條經脈，在每一個時辰，適合練功來治療相應的
病症。我們的氣血由凌晨開始，流注肺經、大腸經、
胃經、脾經，午時流注心經、再流入小腸經、膀腸
經，傍晚時流注腎經，再流入心包絡經，至三焦經。
晚上十一時左右流注膽經，再流注肝經。肝膽是相表
裡的，由肝排毒，所以不能晚於十一點睡覺。

但是當疾病嚴重時，人體會不停和疾病對抗，這時
積液就會長時間不退，使得心臟的機能減低，脾臟
對抗疾病的能力也跟著下降，進一步惡化心包積液
的情形，形成了惡性循環，人體會和疾病形成對峙
的局面，就出現發燒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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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醫師準備了許多豐盛的材料，最後時間所剩不
多，她仍然詳盡地解說四個養生方法：不生氣，
保持潔淨的腸胃，常曬太陽與飲食多樣化。

劉醫師非常強調敲膽經的重要，並親自為我們示範
如何由後背腰下，一直敲到腳面。敲膽經可以護
肝，對小孩與成人的脾胃最重要。膽經如有問題，
有時會偏頭痛。坐骨神經痛也有可能是肝膽的問
題。膽經是經由眼外角至耳, 頭側至肩到胸腹側面再
到大、小腿側至足小趾側，肝經由腳走到腿內側，
到腹至肺。膽經的穴道很多，只要肝膽氣血通，就
不會生毛病。平時要多注意調理情緒，不要生氣。

生氣是慢性病的根源之一
中國人將發怒叫成“生氣”。而真的人在發怒
時，從中醫學的觀點是認為人體內產生了“氣”
的抗能變化，本來暢通的氣血被生氣而積聚過度
而不得發洩，引起阻塞，並會瘀阻成“火”，因
此“生氣”加重成為“發火”。《黃帝內經》靈
根篇這樣描述：「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源於燥
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起居」。我們老祖
宗們很早就明白，生氣是最原始的疾病根源之
一。生氣就如打仗，不但浪費身體的能量血氣資
源，並造成各種疾病。例如長期生氣在人的身上
留下的痕跡：

敲膽經可與氣功呼吸一起做。氣功第一步就是要調
息，練呼吸。練習逆呼吸，氣由鼻子進去，嘴吐
出，屬於胸式呼吸。可以 “練氣”， 以晨練最好。
還要練順呼吸，同樣地由鼻子進氣，嘴吐出，但
是一種腹式呼吸。可以 “養氣” 體弱者先練 “養
氣” 。氣一定要通，血才會通。中醫說癌症是痰滯
與血瘀所造成，所以一定要靠調理氣息與活絡血脈
來預防癌症的發生。

1.長期火爆脾氣 經常
處於發怒狀態
↓暴怒
輕者
肝內出血--→血瘤→
↓進一步
吐血（肝出血）

→氣往上衝
直衝頭頂

(治癒需長期保
養，當血氣改變
時，身體才會處
理這個問題)

2. 生悶氣（壓抑火） → 氣在胸腹
→
(悶在心裡)
氣腔中橫逆“滯 “
			

額頭兩側形成發光 的M字形微秃
(輕者)↗(性急)
→頭頂 → 久之“秃頂”
發熱↘(嚴重者)
頭頂形狀改變,中頂中線拱
起 形成光頂的頭形

婦女乳腺小葉增生
↘
↙
重者乳癌

悶氣型的前秃：額
3. 氣無處發的窩囊氣
↗ 頭高呈半圓形前秃
外表修養很好， → 心裡常處於 → 氣滯 → 十二指腸潰瘍或胃潰
似不發脾氣
生氣狀態
潰瘍（重者）胃出血

人體內部能夠找出與自身細胞有區別的細胞，並且消除這些異常細胞的防禦系統，這種防禦系統的能力就
是免疫力。
我們人體有一種免疫細胞，能對抗癌細胞這樣的強敵，當人不生氣時，這些免疫細胞才活化，所以生氣對
免疫系統不好。一生氣這些免疫細胞就會縮小，連續生氣幾小時，這些免疫細胞就沒有活力了。免疫細胞
是無法由外界注入體內，一定要靠自己有恆心地鍛鍊而產生出來。癌症的預防最重要是靠良好的生活習慣
與有恆的運動鍛鍊；當我們身體免疫系統強壯時，癌症不容易產生，即使發現癌，也有較佳的治癒機會。
劉醫師在會後解答了無數癌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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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婦女骨骼保健
MiMi I Hu醫生主講

鄧福真翻譯和摘要

骨骼基本常識
女人一生，從出生到青春期是骨骼的形成與發展期 (formation) 。25歲左右是骨骼發展的最高峰期。之後到停
經是穩定期 (stable) 。更年期後，骨質開始流失。因此骨骼的保健最好是在年輕時，中老年以後只能維持或
用藥物來避免過度的流失。
骨質疏鬆是一種無聲的疾病，它並沒有任警告症狀。此疾病的症狀包括：低骨質密度 (low bone mass)，骨質
細微桔構的退化(microarchitectural deterioration)，骨骼變得很脆弱，容易骨折。骨折最常出現在脊椎 (vertebra)
，髖關節 (hip)，和手腕處 (radius) 。脊椎骨折可以造成駝背姿勢，身高減低及慢性背痛。骨質疏鬆症最嚴重
的結果是髖關節骨折，此處的骨折可造成終身殘障，甚至死亡。
在美國婦女中，每年約有150萬的骨質疏鬆導致骨折的案例。這個數據遠超過婦女罹患心臟病 (513,000)，中
風 (228,000) 和乳癌 (182,500) 。
造成骨質疏鬆症的風險因素包括：
可以改變的

不能改變的

．長期鈣攝取量不足
．維他命D攝取量不足
．身體活動不足
．缺乏日曬		
．荷爾蒙流失(hypoestrogenism)
．吸煙
．酗酒
．使用某些藥物

．體重過輕
．更年期間和後沒有服用荷爾
蒙補充劑
. 初次月經來得比較晚
．經歷過非意外骨折
．近親中有成年骨折史
．身高減少
．有腎結石的病史
．Hypoparathyroidism
．Hyperthyroidism, Cushing's
．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如欲瞭解個人得骨質疏鬆症和骨折的風險，可以到下列網站(www.shef.ac.uk/frax/index.htm)，輸入個人資料
後，電腦螢幕會顯示你目前的風險程度。

癌症與骨質流失
因醫療進步，乳癌的治癒和生存率已顯著的改善，但隨著生存率的提高，一些因治療所造成副作用，如骨
質流失也隨著增加。可能造成乳癌病人骨質流失的因素包括：治療後服用Aromatase inhtbitors，雙邊卵巢切除
(bilateral oophorectomy)，服用steroids，和接受化學治療，這些藥物和治療會造成荷爾蒙降低 (Hypogonadism)，
進而導致骨質流失。
一般來說，化學治療會導致更年期提早5至10年。化療對婦女更年期的影響如下：
化療藥物

CMF
FAC

導致更年期

63%～85%的病人
超過50%的病人

年齡

30～39歲
40～49歲
50歲

33%的病人會停經
96%的病人會停經
100%的病人會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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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四十的年輕婦女（少於40歲），治療後六個月經期會恢復。因化療導致的停經會造成骨質的快速流
失。根據一項研究報告，因化療造成停經的婦女，骨質流失的速度平均高於一般正常更年期婦女的四倍
(Shapiro et al., J. Clin. Oncol 2001 19:3306～3311)，另一項研究也證實乳癌生存者因骨質疏鬆導致骨折比一般人
多出28%的發生機率(Chen Z et al., J. Bone Miner Res. 200318 (Suppl 2) S22 Abstract 1077) 。
很多乳癌患者因癌細胞是屬於Estrogen或者是Progestron
receptor
陽性反應，在一般治療後，醫生建議服
用一些藥物，以防止癌症的復發。這些藥物包括Tamoxifen和Aromatase inhibitors如Anastrazole, Letrozole和
Exemestane。一項研究發現Tamoxifen對骨質密度的影響與婦女是否停經有關，對停經前的婦女，服用
Tamoxifen會造成骨質流失。但是對停經後的婦女，反而會增加骨質密度(Powles et al., Jco 14: 78～84, 1996) 。
另一項針對停經後婦女的研究發現，服用Tamoxifen和Aromatase inhibitors會提高骨折的機率。
		
（3125樣本） （3166樣本）
		
Anastrozole
Tamoxifen
髖關節 (hip)
.4%
.4%
脊 椎(Spine)
.7%
.3%
手 腕(Wrist/ Colles)
1.2%
.8%
所有骨折
5.9%
3.7%
(The ATACT Trailists’ Group, Lanoet, 2002:359～2131)

（3125樣本)
Both（兩者）
.3%
.5%
.9%
4.6%

如何預防和治療骨質流失
預防骨質流失，我們可以做什麼呢？胡醫生建議：
第一、確定自己是不是屬於骨質流失的高危險群。根據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 的指導原則，高危險群包
括：
1.所有65歲以上的女性。
2.任何年齡服用過Aromatase inhibitors且已停經的婦女。
3.所有介於60到64歲，有家族史，體重少於70公斤，曾經有非意外產生的骨折經歷的女性。
4.非自然的停經或年輕時就停經了的女性 (Premature menopause)。
第二、儘早進行干預性的治療，以避免骨折，疼痛，或生活品質的降低。
ASCO針對非末期（未擴散到其他遠距離器官或部位）的乳癌患者，提供下列診斷原則：
屬於高危險群者→ 進行骨質金屬密度檢查 (Bone Mineral Density)
初期乳癌病患
屬於低危險群者→ 不需要BMD檢查→ 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攝 取足夠的鈣和維他命D→ 年度審查是否
是屬於高危險群
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
攝取足夠的鈣 (Calcium): 停經前每天應攝取1200mg，停經後每天應攝取1500mg。
攝取足夠的維他命D，每天至少800～1000 IU。
持久有恆的做肌肉伸展和負重(weight- bearing)運動。負重運動包括步行、爬樓梯、跳舞和舉重。
避免吸煙和酗酒（飲酒一天不超過三杯）。
減少咖啡因的攝取。
減少鹽的攝取。
一項研究發現，每天攝取500mg的鈣和700iu的維他命D，可以減少骨折的發生機率達50%。
骨質疏鬆症的治療
如果BMD(骨密度)的檢查，發現你的骨密度較低，患有骨質疏鬆症，醫生可為您
進行治療，治療的方法包括補充鈣與維他命D，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藥物治療。
目前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USFDA)批准的藥物包括：
A lendronate, Risedronate, Ibandronate, Zoledronic acid, Teriparatide, Raloxif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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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轉移癌
前長庚骨科主任施麗媛醫師
step，這裡面牽涉到一些沾黏分子及將組織基質
分解的因子，使得癌細胞能夠黏附到血管上並且
藉著將組織基質分解通過血管壁進到血流中。到
了target organ，比如說骨頭處後，癌細胞又經過
類似但是相反的方法通過骨頭的血管進到骨頭
內，這時骨頭可能分泌一些物質吸引這些癌細胞
停留下來，稱之homing mechanism。癌細胞在骨
頭停留下來後，再經過新血管增生，提供營養
使癌細胞能增生長大，在骨頭停留下來的癌細
胞，並且能進一步分泌各種細胞激素、生長因
子、protease及hormone，使得蝕骨細胞被激活或
增生，造成進一步的骨頭破壞。

一、前言
在末期癌症病患中，癌細胞會轉移至身體
的其他器官，而其中20%末期癌症病患會產生骨
轉移癌，機會僅次於轉移到肺臟和肝臟。而在所
有的骨頭中，以轉移到脊椎最為常見。乳癌、攝
護腺癌和肺癌是較常見易產生骨轉移的癌。根據
統計70%的乳癌和攝護腺癌的病人最終會產生骨
轉移，其他的親骨癌症也有15%到30%會產生骨
轉移的現象。在美國的數據告訴我們，2002年有
35萬個因癌症死亡的病人有合併骨轉移，可見併
發骨轉移癌的病人真多！比較值得慶幸的是轉移
到肺臟或肝臟的病人較可能影響其生命，但是骨
頭基本上不是一個vital organ，一旦產生骨轉移
也比較和存活率無關，有些癌症產生骨轉移後，
經過妥善的治療，甚至可以有存活超過10年以上
的報告。但是這些病患，常會因為疼痛、神經受
壓迫、或病理性骨折必須接受化學治療、放射治
療、或手術治療來改善其症狀，不僅病人的生活
品質不佳，也耗費相當多的家庭及社會的資源。

三、臨床症狀
骨轉移癌好發的部位以身體的中心軸為
主，包括脊椎、肋骨、骨盆、股骨、頭顱骨及肱
骨等，就脊椎受侵犯部位而言，胸、腰椎多於頸
椎。疼痛是骨轉移癌最常見的症狀，其次是病理
性骨折和脊髓神經受壓迫引起的神經障礙。骨轉
移癌的疼痛特性是：疼痛通常是持續的，而且越
來越嚴重。即使在臥床休息或夜間睡覺時亦無法
減輕，這種疼痛剛開始可能可以用一般的止痛藥
來控制。因此，常常被誤診為一般退化性關節
炎，或腰椎不穩定所引起的疼痛而掉以輕心！因
此凡是癌症病患感覺疼痛，一定要先仔細的檢
查，排除骨轉移癌的可能性再做治療，切勿當一
般退化性關節炎治療或無效再處理，平白耽誤了
治療的時機。神經功能的障礙可從明顯的感覺痲
痺，運動功能無力到大小便機能障礙。症狀較輕
者可能只出現輕微的麻痛，常常被誤診為肌肉纖
維炎，或椎間盤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經痛。

二、骨轉移癌的機轉
醫生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為何會產生骨轉
移？其實骨頭和肝臟或肺臟一樣，是癌症轉移
的一個preferred site of stop，主要的原因和血流
動力有關。骨頭、肝臟和肺臟這幾個器官都是
血流量大的器官，加上venous drainage pattern和
valveless的血管，使得血液特別容易滯留在這些
器官上。但是cancer要真正產生轉移其實要經過
一個非常複雜的process，包括癌細胞從腫瘤的原
發部位detach下來，侵犯入血管中，在血流中存
活，在遠處的器官停留，再從血管中跑到組織
中，最後還要在組織中生長，長出新生血管使腫
瘤能成長。
早在1889年，Dr. Paget 就提出所謂的seed
and soil hypothesis(種子與土壤假說)來解釋為
什麼會產生cancer metastasis。 近幾年來，由
於biological science的進步，又將seed and soil
hypothesis細分成幾個步驟，其中牽涉到許多細
胞和分子結構，這也是最近及將來可能發展出
改善癌症轉移治療的新機會。若將癌症轉移細
分為幾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是migrate及exo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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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診斷性的檢查

句話真正是所羅門王的智慧之言！台灣名作家曹
又方女士的抗癌經歷鼓舞了許多癌症病人，在他
的書《淡定與積極》中他說，她總是想，這麼多
年來，自己一直是早睡早起，不抽煙，不喝酒，
每天早晨6點鐘進健身房，每周打三次羽毛球，
連吃飯都是少油不加味精，怎麼說也是一個注意
健康的人，怎麼會得癌症？後來慢慢明白了，得
癌症沒有理由！一個生病的人總是在探究自己生
病的原因，然後批判自己，這種思想對身體的破
壞性往往不亞於疾病本身。其實即使一個人的身
體生病了，還是應該力保心靈的健康。猶太人有
一句話說：「把每天當作人生的第一天」。對癌
症患者而言，曹又方建議把每天當作人生的最後
一天，當你知道所剩不多時，你更應該珍惜，好
好的活！曹女士如此走過來，醫生預測的一年已
經過去甚久，他反而將生命活得更豐富！

診斷性的檢查可以幫助醫師作治療計劃，
以及評估其預後。對已知原發癌的病患，若為親
骨癌症或是病人有疼痛或神經症狀，則診斷的目
的第一在界定是否有骨轉移及骨轉移的範圍，是
單一處轉移(solitary bone metastasis)？還是多處
骨轉移(multiple bone metastasis)？這時可能需要
全身的骨掃描檢查。確定骨轉移的範圍後，再進
一步要界定骨頭被侵犯的部位是否會引起病理性
骨折，須先進一步固定或強化骨頭。普通X光大
約在骨質受侵蝕30~50％以上才能看出變化，所
以X光檢查只有用來判斷是否有病理性骨折或即
將病理性骨折(impending pathological fracture)。
若病人有神經症狀或是脊椎骨頭被侵犯，則須進
一步檢查CT或MRI，評估是否會
引起脊髓神經壓迫，需要進一步
的處理。

治療骨轉移癌引起的疼
痛的另一種方法是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包括體外與體內的放
射治療，但是較為普及的是體
外照射。通常是使用一種直
線加速器的特殊儀器，可將放
射線直接對準治療區，藉著一
次次的照射，愈來愈多的細胞
被破壞，達到治療的效果。通
常體外放射治療並不是馬上
會達到止痛的效果，而是要
有一段lag period，放射治療
後3到4星期可達止痛的最高
效果期，至少80%到90%的病
人對體外放射治療會有partial
response，50%到85%的病人
甚至有complete response，據
統計體外放射治療一次可持續
有效3至6個月、而且可重複治
療。

有少數骨轉移癌病患，並
不知其原發腫瘤為何？這時診斷
的目的在先找出其原發腫瘤才能
做進一步的治療計畫。根據台
北榮總的報告，不明原發骨轉移
癌的原發癌通常有幾個特色，
第一、這些原發癌通常是deep
seated organ，第二、這些原發癌
通常是所謂的親骨性癌，第三、
這些原發癌通常是在當地或該種
族好發的癌症。如此一來，在台
灣的華人中，不明原發骨轉移癌
的原發癌，幾乎就只有幾個癌，
其中最多的是肝癌和肺癌，其次
是腎細胞癌。
五、治療原則與方法

體內放射治療
radiopharmaceuticals，是注射
親骨性放射性元素，這些放射線容易注射，一次
注射可治療多處骨轉移，而且放射線只局限在骨
頭處，不會傷及其他器官，適合體內放射元素注
射的情況是widespread painful bony metastasis，尤
其是體外放射治療已經超過其他組織的tolerance
時最適合使用。

針對骨轉移癌的治療原則
可分幾個方向進行，第一是疼痛控制，其次是維
持骨頭結構的完整使病人有良好的生活功能。可
以使用的治療方法包括止痛藥物治療、放射線治
療、放射性藥物治療、手術治療、標靶性藥物治
療、荷爾蒙治療、化學治療及其他等。
骨轉移癌引起的疼痛，輕者可以給予非類
固醇抗發炎止痛劑治療，當疼痛未能獲得明顯改
善時，可改用進一步的弱鴉片類藥物，最後使用
強鴉片類藥物。WHO從1980年代開始develop出
所謂的三階段控制骨轉移癌痛的原則，其基本精
神就是不應將鴉片類藥物造成藥物成癮的觀念應
用在骨轉移癌的疼痛控制上，而強調要定時，按
step給藥。另一個要特別強調的要點是情緒的因
素會嚴重的影響疼痛的嚴重度和疼痛控制的效
果，骨轉移癌的患者常會 因為不安、抑鬱和發
怒而使得疼痛更嚴重或難以控制。聖經箴言上
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這

標靶治療(target therapy)，或 small molecule
therapy，或是以機轉為根基的治療(mechanismbased therapy)指的是針對癌症或轉移產生的機轉
去做的治療。這部分目前正處於發展階段，有許
多已發展出來的或是trial的藥物治療在進行，常
常病人也被搞得霧煞煞！不知道到底哪一種治療
法比較適合呢？其實這樣的問題，並不需要太擔
心，只要與醫師充份溝通，依照醫師的經驗通常
都能做適當的判斷。而判斷的依據包括病患的病
程、年齡、身體狀況、個人意願來評估，當然也
有可能是取決於醫師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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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可能產生病理性骨折的骨轉移或因病理性骨折造成不穩定性的疼痛，或是神經機能障礙惡化，無法
經由保守療法得到改善者，即應考慮外科治療。面對這些癌症接近末期的病患，在施行外科手術之
前，必先考慮下列幾個因素：
(一)病患的健康狀況是否能承受手術治療？通常健康情況不穩定者，如嚴重貧血或營養狀況
差，皆不宜施行手術治療。
(二)是否有多節脊椎骨同時受侵蝕？是否有多處神經受壓迫？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必需做更
大的手術，通常病患無法承受。
(三)原發癌的惡性程度及其可能之存活期限。
(四)有無其他主要器官，如肝臟、腎臟或腦部的轉移癌。
(五)脊髓受壓迫所產生的神經機能障礙的進行速度及其嚴重程度。

除了少數的特例外，一般對於骨轉移癌病人的手術治療認為是palliative treatment，只是個局部治療，
而非以治癒病人為目標。所以手術的原則是最好在radiotherapy之前做手術，手術方法的選擇應越單純
越好，以達到患肢立即的穩定為原則，同時也應該避免implant將來failure的問題。
六、定期追蹤

通常醫師會建議病患適合的追蹤計劃，並且安排患者進行適當的檢查，以確定疾病是否有復發
或是惡化，定期追蹤有兩項重點，第一、是掌握治療的情況，並且做適當的調整，第二、是避免疾病
復發或惡化。一但經過定期追蹤確認癌症沒有新的問題發生，就可以較為放心，但是這些定期追蹤，
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行的喔！一定要終身追蹤，以便掌握情況。
七、親友支持與宗教信仰

罹患癌症是許多人最懼怕的事情，但是癌症並不是那麼的可怕，現在的醫學發達，多數的癌症只
要早期發現治療，都能有不錯的治療效果。但是相信罹癌的事實是會讓你對人生產生許多不同的想
法，請不要自己承擔，勇敢的面對之餘，也要與你的家人溝通分享，因為有了家人的支持，康復之
路將會更順暢。除了家人的支持，癌症患者經常可以藉在團隊中相聚，分享癌症的調適經驗及治療效
果，就像許多因宗教信仰而讓病患癌症轉好的例子出現，這都是親友支持的力量表現，所以勇敢面
對，是你最好的治癒之路。

願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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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肺癌的症狀與篩檢
美國防癌協會, 鄧福真翻譯
肺癌雖然不是華人中最普遍的癌症，但它卻最具殺傷力，一直位居癌症死亡原因之首。造成此結果的
主要原因，是肺癌不容易早期發現，等到有症狀出現時，往往癌細胞已擴散到其它部位了。少數人早
期發現肺癌，常常是因為在做其它檢查時不小心發現的。任何癌症，包括肺癌，如在初期時就被診斷
出來，其治癒的效果非常高。
不少研究嘗試用胸部X光照相，和顯微鏡下唾液檢驗(Sputum Spit) 等方式，來試看能否找到癌
細胞，但是結果發現，這些檢測並無法發現早期肺癌，因此對挽救生命的效果不大。正因如此，肺癌
早期篩檢並不被重視。
最近有一種新的X照相──Spiral CT篩檢，對吸煙者或過去曾經吸煙者發現早期肺癌有些前
景。但是目前無法證明，是否這個檢驗可以降低肺癌患者的死亡率。這個檢驗往往檢查很多其它非癌
症毛病，為此，病人需經歷更多的檢查，甚至手術。目前一項大型研究，National Lung Cancer Trial正
在進行評估此項檢查是否能真正達到肺癌的早期診斷，及達到挽救性命的目標。
雖然一些研究發現，CT檢查可以發現有治癒希望的早期肺癌，但是很多時候此項檢查並無法
確認癌症診斷。為此病人要經歷更多檢查來確認，有些進一步檢查花費很高，且有很大的副作用。
如果你想選擇上述的篩檢，請務必與你的醫生詳談，且選擇具有診斷肺癌經驗的醫療設施和專
業醫護人員。請注意，對吸煙者來說，避免肺癌最有效的方法是戒煙。
肺癌症癥 ( Signs and Symptoms)
大部分肺癌的症癥是在癌症擴散到其它部位才出現。但是當你有下列症癥，請馬上與你的醫生
聯絡。
肺癌的共同症癥：
．長期咳嗽。
．胸痛，尤其疼痛變得更嚴重，當你深呼吸，咳嗽或大笑時。
．沙啞。
．體重減輕或無食慾。
．痰裡帶血或鏽色。
．呼吸短促。
．經常患有支氣管炎或肺炎。
．最近突然出現的氣喘。
當肺癌擴散到其它器官時，會有下列反應：
．骨頭疼痛。
．手腳無力或無知覺。
．皮膚和眼睛變成黃色或出現黃疸。
．頭痛、頭昏和頸瘤。
．身體上出現任何腫塊，這是當癌症擴散至皮膚和頸部附近的淋巴腺，會出現這些症癥。
(資料來源: Lung Cancer: Symptoms and Screening-Lung Cancer Center-Everyday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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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炎去火與抗癌
陳康元醫師

「發炎」原本是人體用來保護自己，趨除病
菌，吞噬病原，療傷瘉合的正常功能。但
是，當我們經常攝取有害健康的食品，或是
不良的生活品質，就會增加體內發炎的頻率
與火侯，產生過多的自由基，或轉變成慢性
發炎，持續不斷的受自由基的侵擾，有傷身
體。科學界發現「發炎」與「癌症」、以及
其它許多疾病，都有密切的關系，包括心血
管病、肺病、糖尿病、關節炎、老年失智
症、神經系統的疾病、以及身體防禦系統方
面的疾病。

上班族三大死因
近年醫學研究已逐步發現「慢性發炎」與許
多癌症似乎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關聯，例如肺
癌、口腔癌、唾液腺癌、食道癌、胃癌、肝
癌、胰臟癌、膽囊癌、結腸癌、直腸癌、膀
光癌、卵巢癌、子宮頸癌、淋巴癌…。
根據今年九月《自由時報》的報導，現今職
場三大死因是﹕少動、腰粗、高壓力。因為
這些上班族嚴然已成為「辦公桌馬鈴薯」，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逐年攀升，醫學界呼籲，
不運動加上超時工作，恐怕會引爆「猝死」
的不定時炸彈。
少動、高壓力、腰圍粗的上班族，因為不運
動，常吃外賣速食，加上超時工作，不但增
加了心血管內壁膜的慢性或急性發炎，也使
全身的發炎指數增高，以至其它的疾病綿延
而生，尤其是癌症。只要運動並且改善生活
習慣，就可以減少八成的死亡風險。

血液化驗發炎反應
「發炎」與中醫所謂「上火」似乎有許多不
謀而合之處。我們身體的慢性發炎指數可

王琳博士

以用血液中的「C反應蛋白質」(C-Reactive Protein, 簡稱
CRP) 測量。 它是一種由肝臟排出的反應性蛋白質，當
身體中任何一個部位或器官組織有發炎現象的時候，
由肝臟排至血液中的「C反應蛋白質」便會升高。抽血
前不需禁食，也不需作其它任何預備。
雖然它只是一種撫助診斷疾病的參考數據，而不是絕
對性的診斷工具，但是它可以預測一個人未來十五年
至二十五年內的健康與疾病的風險。醫生也可以用它
來衡量藥物或治療的果效。每年體檢時，不妨向醫生
要求作為血液檢查項目之一。檢驗結果可分三等﹕
•
•
•

低於1.0 mg/L ，表示低風險
在1.0 mg/L與3.0 mg/L之間，表示中等風險
高於3.0 mg/L，表示高風險

一般來說，沒有發炎現象時，血液中的「C反應蛋白
質」應該是接近零；當CRP升高的時候，它只能做撫助
性的參考數據，因為下列各種疾病都與發炎有關，因
此都有可能使CRP升高﹕癌症 Cancer，心肌梗塞 Heart
attack，結締組織病變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感染 Infection，腸炎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以及其它。
消炎去火六則要
如果想要降低體內的發炎現象，也就是「去火」，可
以從環境、飲食、生活起居三方面著手。包括﹕避
免精神壓力，減體重縮腰圍，多動少坐常運動，不多
不少而又充足的睡眠，戒煙，以及多吃消炎去火的食
物。
1.適度的壓力:
過度的壓力促使腎上腺分泌過多的糖皮質類固醇激素
(glucocorticoids)，進而刺激全身的發炎反應，增加各
種癌症的風險；又增加交感神經的傳導，以至心臟血
管病變，導致心肌梗塞、高血壓、中風；更加添副交
感神經的負荷，導致消化不良、食道逆流、腸炎、便
秘……進而增加消化系統的各種癌變，造成有傷身體
的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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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由心生，喜樂的心是良藥。當我們每天回味
的，都是生活中值得感激的積極面，對生命有熱
忱，自然有精力處理壓力，這就是所謂的向上迴
旋，良性循環。相對的，當我們常常心裏想的都
是些倒楣事，當然越想就越不開心，這就是向下
迴旋，惡性循環。

缺乏一小時的睡眠，血液中的發炎指數「C反應蛋
白質」便增加8%；報告中更進一步指出，不但癌
症，其它疾病諸如心臟病和糖尿病的死亡率也相
對增高。
科學家發現，夜間的燈火與罹癌率成正比﹕夜晚
的燈火越亮，罹患癌症的比率越高。例如乳腺
癌，普通亮度的晚間燈火，它的相對罹癌率比起
暗中的睡眠高出了37%；而在晚間燈火通明的狀況
下，其乳腺癌的罹癌率更是比普通亮度的另外高
出了 27%，換言之，總共高出了64%。此外，攝護
腺癌也有相似的報導。

按照承受者心中對壓力的感應，我們又可將壓力
分成二類：被動壓力、主動壓力；前者有傷健
康，後者有益身心。因此，我們不要養成受氣包
心態，當壓力來臨的時候，總要嘗試化被動為主
動，有前瞻性，觀察在變化中的大環境裏，自己
如何能找機會與它相輔相成。千萬不要故步自
封，卻要堅持標桿人生的信念，認定生命中發生
的任何人、事、物，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激勵，化
危機為轉機。

晚間燈火污染 (night light pollution)是不可忽視的健
康問題。因為夜間的燈火可抑制大腦松果體 (Pineal gland) 對褪黑素 (Melatonin)的正常分泌，進而增
加發炎反應，有傷健康。成人每天需要6 至8小時
的正常睡眠時間，不能多，也不能少；或多或少
都有害健康。

2.減體重縮腰圍:
歐洲最新研究發現，去年有十二萬四千多人因體
重過重或肥胖而罹癌，還有數萬人因為體內脂肪
節節升高，而有罹患癌症之慮。許多有關癌症的
研究報告均相繼指出，身體超重腰圍過粗是除了
抽煙以外，最主要的罹癌因子。在相關新增病例
中，子宮內膜癌病例數量最多，其次是婦女停經
後乳癌，再其次是大腸癌與直腸癌。

5.戒煙:
茄煙是最高風險的致癌物之一，可致使血液中的
發炎指數「C反應蛋白質」直線上升；而且對血管
內壁膜的傷害，在戒煙後需將近十年方可修複。
茄煙除了導致肺癌以外，還會增加口腔癌、喉
癌、鼻咽癌、食道癌、胃癌、腸癌…。戒茄煙是
消炎去火防癌的當務之舉。

多吃蔬菜水果及全榖雜糧，少吃紅肉，多用天然
食物，避免加工過的食品，少喝酒，多動，少
坐，這些都是幫助減體重縮腰圍的健康準則。

6.多吃消炎去火的食物:

3.多動少坐常運動:

消炎去火食物的首原則便是少吃飽和油(saturated
fat)及反式油(trans fat)。

運動是最好消炎去火的處方；不但可以防癌，更
可以大大的降低倖存者癌症復發率。在追蹤研究
了25,892位男士，從30 至 87歲的各種年齡， 科學
家發現﹕「最經常作健身運動」的男士，他們因
癌症而死的風險，比不作運動的人降低了55%；
其次，「常作運動」的又比不作運動的人降低了
38% 的風險。所謂「常作運動」就是每天跑步20
至 40分鐘，每週跑步 3至 5次。今年另有一份英
國的研究報告，也有相似的結論，每天運動30分
鐘，得癌症的比率降低了50%。

原生冷榨橄欖油(Extra-virgin cold pressed olive oil)
是消炎的好油；Omega-3也是消炎的油類，包括
魚油、亞麻子粉、核桃、油菜籽油(Canola)；但是
Omega-6是促進發炎的油類，包括玉黍蜀油、紅花
油、向日葵油、蛋黃，應該少吃。
一般來說，我們食用的Omega-6和Omega-3的比率
應該是1比1；但如今市面上Omega-6充斥，西方國
家食品Omega-6和Omega-3的比率是17比 1；因此，
我們需要多吃Omega-3，使Omega-6和Omega-3的比
率變成4 比 1，甚至更低到1比1。

一般來說，只要每日運動30至 45分鐘，每週運動
3至 5次，就可以達到消炎去火與防癌的某種目
標。這些運動包括﹕慢跑、快走、游泳、騎腳踏
車…。
4.充足的睡眠:
今年新的研究報告顯示，缺乏睡眠因而引起的發
炎現象，可能就是健康受損的最大原因之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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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監護、遺囑、信託
與財產保護及授權書
林志豪律師主講 劉綱英整理摘要
8月1日，在恆豐銀行大樓十二
樓會議室，由恆豐銀行與光鹽社聯合舉
辦一次講座，邀請著名律師林志豪先生
講成人監護、遺囑、信託與財產保護及
授權書等議題。講座十點鐘正式開始，
前往會場的聽眾達180人左右，是光鹽
社歷次舉辦講座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
次。
首先，林律師根據他工作中所
遇見的案例，談到了成人監護權問題。
他說，如果一個成人，特別是單身族
群，或是配偶過世，沒有預先指定監
護人，一旦此人喪失行為能力，就會造
成銀行戶頭或財產被凍結，無法支用。
想要從銀行拿出錢，需要向法院申請監
護權；而法院還要幫喪失行為能力的人
再找一個律師，一個調查員，做開庭審
理。在這一系列認定程序中，要交保證
金，根據情況數額數千元不等。
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發生，林律
師建議預先找律師，花100到300元，做
一份文件，指定好監護人，做一份法定
授權書（法定授權書有生效期問題：立
即生效、喪失能力後生效），再找兩個
證人，當場簽字作證；文件只有一、二
頁紙。你就可以不必擔心財產之事，了
卻一件心事。
林律師談到遺囑問題。如果人
已過世，事先沒有留下遺囑，那麼過
世人的房產、財產（不動產），都不
能動，必須到法院申請繼承人的任命程
序。要把過世人的所有財產集中列出，
再將過世人的家人（妻子、孩子等等）
列出。按照德州法律來分配財產。這個
程序同樣是法院要請律師和調查員，根
據過世人的財產情況，也要花費一筆錢
來完成這複雜的繼承人程序。

林律師說，如果事先有遺囑的原件，找律師做好
文件，法院只要看到這份原件，就很簡單地用法律條文做
出批准認證文件，既少花錢，效率又高。給後人減少很多
不必要的麻煩。
林律師談到信託問題，他說，信託分兩種：1.寫
授權書給別人；2.法律上的擁有權轉給別人。信託裡包括
三個角色：信託成立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第二種信託，
是把你的財產轉到信託公司裡去，你的名字改為信託公
司，透過信託來進行遣囑的整個執行過程。林律師說，信
託在德州不那麼重要，如果你在幾個州都有財產，又不希
望公開自己的財產，甚至不想讓家人親屬知道，可考慮與
律師討論，是否需要做信託。他還提到人壽保險信託，遺
囑裡信託及避稅信託等等。林律師還補充：單身人群要有
醫療授權書。當你有病需要治療，而你不能做出治療方法
決定時，把醫療授權書交給醫院，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最後林律師還談到了遺產稅的問題，並提供一些最新信
息：今年如果遺產不超過350萬，免交遺產稅，明年沒有
遺產稅（不用交遺產稅）。到2011年以後，如個人遺產超
過100萬，要交41%遺產稅。夫妻之間的遺產免稅贈予。
但夫妻都不在，如果財產還超過100萬，要交遺產稅。他
還強調，買人壽保險的人士注意，人壽保險額也算在財產
額之內。
在整個講座中，林律師講了很多實例，既生動，
又能使大家很快獲得法律知識。講解完畢後，林律師留下
時間，請大家提出不明白的問題；到會者提問踴躍，林律
師耐心一一解答。相信與會者們經過這次講座，受益非
淺，因时间有限，林律师不可能满足所有来宾的要求，他
欢迎大家有问题可直接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我們再一次
感謝林志豪律師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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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癌友與家屬分享

1. 走過死蔭幽谷（施麗媛醫師）
2. 法拉和麥可 （沈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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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死蔭幽谷
施麗媛
臺灣林口長庚醫學中心前骨科主治醫師

毒性菌，盤尼希林即可有效的殺菌，四個星期的
注射抗生素治療就OK了，所以一開始我還自覺蠻
輕鬆的。第二天，資深醫師迴診，見面第一句話
就說：「你很幸運，大約一半的病人住院前就已
經中風了，但是要小心，剩下的病人中還有約三
分之一的病人在治療初期的兩星期內會中風！」
緊接著心臟超音波檢查顯示嚴重的主動脈瓣破壞
造成血液逆流，加上長達一公分的細菌塊卡在主
動脈瓣上，隨時會有掉下來形成大血管栓塞的危
險。一部分醫師主張為避免中風的危險，應緊急
手術置換瓣膜，切除細菌塊。但有一部分的醫師
認為細菌感染未受控制前，置換瓣膜十分危險。
由於資深醫師主張先抗
生素治療，所以接下來
的兩星期，不曉得下一
分鐘細菌塊會不會掉下
來，天天就生活在中風
或大血管栓塞的威脅
中。身為醫師的我們知
道病情的危險性和可能
的後果，心中的恐慌和
驚惶可想而知。

身為臺灣第一位的骨科女醫師，我
一向給人身體強壯、體力旺盛的感覺。在我這個
年紀，我壓根兒沒有想到我會生一場重病，病這
麼久，病這麼多器官，最後還診斷出得癌症！加
上先天的過敏體質，使得病程曲折而複雜，勞動
了醫學中心除了小兒科(非我年紀也)的每一科，
其中一步出錯，可能會有和今日完全不一樣的結
果。當病程超乎醫學知識的想像或控制時，我和
先生在許多院內同事和主內弟兄姊妹的帶領下，
接受主。經由讀聖經和不斷的禱告，我體會到了
主的慈悲和大能，將一切信靠於主，主所賜的應
許---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樂，經由醫師內科治療
加上多次手術之後，現在身體
在慢慢康復中。我很樂意將這
樣的經驗和見證和許多許多人
分享，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和我
一樣，蒙受主的恩典。
白蟻屋垮了！
2006初我到美國德州去探
親，夜間感覺發熱及口渴，我
不以為意，認為可能是因為美
國天氣比較乾燥的關係。到了
2006年2月底，我開始有夜間先
打寒顫，然後發燒，退燒的現
象，到了早上醒來，一切好像又恢復正常。我可
以照常開刀、看門診、做研究。有幾次不舒服，
開了檢驗單檢查，血液檢查除了急性反應蛋白
(CRP)有點高外，一切都正常。到了3月，我的體
能狀況急速下降，從來不睡午覺的我會在午間累
極睡著，開刀的空檔也需要坐下來休息。

由於外子生在一個
佛教家庭，從小就會背
心經，一有不順或疑難
的事情，就會背心經求
平安。住院後的最初幾天他也是每晚背心經，但
是他卻發現心情極度紛亂，熟背多年的經文竟然
背不齊全，許多句子都錯亂倒置，而且每晚噩夢
連連，無法成眠。當時他心中的驚惶無助，是他
從來不曾經歷過的。我姊夫是一位牧師，因此我
與基督教接觸較多，也看過聖經和許多有關基督
教的書。但是從小接受科學訓練的我，學到的是
證據導向的思維，強調「看見了才相信」。對於
所謂的「信，然後你就會看見」，始終無法全心
接受。雖然姊夫從美國捎來信息，我知道在美國
的教會的弟兄姐妹們都為我禱告，心中的恐慌和
驚惶仍不能稍減。一夜，外子仍為惡夢所苦，輾
轉反側。他突然想到，來求助主耶穌吧！他就跪
下來禱告，禱告完，他自覺非常心安，也睡了自
我住院以來第一個好眠！隔天早上醒來，他想不
對呀，我求助了這麼多神，怎麼知道是不是主幫
了我們？於是他又禱告說：「主阿！如果是您，
請您顯示一點跡象告訴我們」。

到了3月23日我自覺情況有點嚴重，早上到
急診掛號，在一系列檢查和等候結果的空檔，我
還到實驗室做了動物實驗。動物實驗將完成時感
覺撐不下去了，自己步行到急診躺下，從此ㄧ病
將近四個月！
沒想到病得這麼嚴重！
內科醫師非常厲害，不到一天的時間，就
已經診斷出是細菌性心內膜炎併發主動脈瓣血液
逆流，細菌培養為牛型鏈球菌。由於此菌種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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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堅持發燒有可能是腫瘤引發的，建議先做
完大腸直腸鏡檢查後再停藥。所以，星期一就安
排了大腸直腸鏡檢查。

當日下午兩點左右，有人敲病房的門，外子
一開門，走進來兩位穿西裝的紳士和一位女士。
他們自我介紹，一位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另兩
位是牧師和傳教士。他們是姐夫的朋友，因為聽
說我的狀況，特別相約來為我禱告。三位基督
徒為我禱告，當他們唸到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四到
第七節：「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
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
了。應當一無罣礙，只要凡是藉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主所賜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我感動的眼淚不停的掉下來。外子心中更
為主所顯示的這麼明確的跡象而震驚。所以當三
位牧師離開後，我對外子說：我們專心求主吧，
他竟然一口就答應了！於是，我們就開始藉著
禱告，研讀聖經、荒漠甘泉等書，每天早、中、
晚、及睡前都向主禱告、祈求和感謝！祈求主賜
給我們的醫師智慧，為我們做最適當的治療；祈
求主賜給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樂。從此後，
即使後來的病程曲折而複雜，幾次面臨生命交關
的危機，我與外子互相鼓勵，藉由更多的禱告，
讓我們一路心裡平安，勇敢的面對每一個困境。

大腸內視鏡檢查顯示在離肛門約六公分處
有一腫瘤，當時立即作部份切除以供病理檢查，
而發燒的現象竟然在腫瘤部分切除後部分緩解。
第二天，病理醫師通知切除的腫瘤為惡性腺癌，
而且切除邊緣仍有癌細胞，所以趕忙連絡做正子
掃描看是否有轉移現象。在做正子掃描時，我心
中一直默唸著：靠主常常喜樂，心中一無罣慮，
一切信靠於主，主賜意外平安。唸著唸著，心中
感覺非常平靜，竟然在做正子掃描的一小時中睡
著了。醒來時，好友也是正子掃瞄中心的主任，
已經看完檢查結果，告訴我沒有轉移跡象的好消
息。緊接著的兩天，幾乎都在禁食狀態，以便各
種準備星期五做直腸腫瘤的切除及淋巴腺根除手
術。由於直腸腫瘤與肛門非常靠近，手術困難度
極高。醫師本來預備做保護性大腸造口術(俗稱人
工肛門)，以防範吻合處的泄漏。2006年5月5日手
術時，在完成結腸肛門的吻合術後，醫師判斷接
合處應該很牢靠，泄漏的危險性不高，所以臨時
不作保護性大腸造口術。這決定不但免去了人工
肛門的不便，後來也大大減少了我開心手術時發
生感染的危險性。感謝主！術後組織和淋巴切片
顯示切除得很乾淨，淋巴腺也沒有轉移的跡象，
應是早期的腫瘤。因為心臟的疾病讓我得以早期
發現直腸的惡性腫瘤，早期切除，增加完全治癒
的機會，我們心中除了感恩之外，還是感恩。若
留待腫瘤有症狀時再治療，後果不堪設想。

靠主常常喜樂，
心中一無罣慮，
一切信靠於主，
主賜意外平安

大腸手術後十天，正準備完成內科抗生素
治療時，我又開始發冷發燒。進一步檢查發現腹
腔內有小膿瘍產生，而且懷疑有腸接合處癒合不
良的現象---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直腸手術後的併發
症。有些醫師建議禁食及由中心靜脈導管給全靜
脈營養，有些醫師則持反對意見，認為經長期抗
生素治療後，正常的菌種已經嚴重改變，給予中
心靜脈導管全靜脈營養，可能導致黴菌感染，後
果不堪設想！在禁食和發燒讓我全身無力的時
候，我和外子仍然全心的禱告，祈求主賜給我的
醫師們智慧和正確的判斷，給我最適當的治療。
經過了幾天的觀察，靜脈注射到幾乎無血管可打
的時候，大腸直腸外科的醫師由臨床經驗認為腸
接合處癒合不良的機會很低，建議可以給予幾近
無渣產生的元素食品提供養分，也可避免由中心
靜脈導管給全靜脈營養的壞處。只是一般的元素
食品味道不好，病人的忍受度不高。外子趕忙買
了一包元素食品給我試試，感謝主的安排，發燒
了十週的我，對於元素食品的味道沒什麼感覺，
反倒是它給我的高營養，讓我的身體覺得精神大
振，經過幾天的元素食品加上口服抗生素治療，

開始靜脈注射抗生素後兩週，我仍然有發
冷顫及高燒的現象。電腦斷層血管攝影顯示腦部
有多處栓塞造成的細菌性動脈瘤和小膿瘍。感謝
主！雖然腦部有多處病灶，但是卻未波及重要的
部位，我也沒有明顯的神經症狀。為了控制腦部
的病灶，醫師改變了抗生素。起初，新的抗生素
彷彿十分有效，連續一星期沒有發燒了。不幸的
是，到了第四週，我又開始每天下午先打寒顫，
一兩小時後就發高燒到將近40oC，到了隔天早上
才會退燒。如此反覆發燒了一星期，所有的醫療
團隊醫師每天都在檢查到底為何發燒？是細菌感
染控制不住？藥物過敏發燒？或是腫瘤造成的發
燒？如果是細菌感染控制不住，則唯有進行緊急
手術，切除感染病灶，才有存活的機會。可是此
時手術危險性極高，若手術後仍無法有效控制感
染，將可能立即危及生命。醫療團隊的十幾位醫
師，經過幾次開會討論，仍然無法達成決議。在
這段危急卻不知所措的時間，我們經由不斷的禱
告，得到神所賜予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沒有驚慌
沒有恐懼。一星期後，臉部像有一千隻螞蟻爬，
也出現紅疹，確定是藥物過敏，換抗生素治療，
病情也穩定下來。如此又過了兩週，週末時，我
又開始寒顫和發高燒。由於有前面藥物過敏的經
驗，加上已經抗生素治療了六週，所以有些醫師
建議停藥。此時，唯獨有一位感染科醫師因為牛
型鍊球菌和腸道癌尤其是大腸癌有相當高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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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內小膿瘍被有效的控制，而且我的身體狀況也明顯改善，可以在床邊行走了，總算安全的度過危
險的前兩關了。
直腸手術後暫時回家將身體養好一點，一方面觀察是否需要後續的心臟手術。出院後追蹤了兩星
期，心臟的超音波檢查顯示狀況穩定。到了第三星期，我開始有臉及腳水腫的現象，然後病情急轉直
下，三天後就變成心肺功能衰竭，所以緊急住院，隔天就做了開心及瓣膜置換手術。手術後在心臟外
科加護病房住了三天，許多同事都擔心我在加護病房待久了會受不了加護病房不分日夜的吵雜，得到
所謂的加護病房精神病症。藉著不斷的禱告，奇妙的是我竟然能在吵雜的會客時間裡睡著，得到應有
的復原。開心手術後，身體總算慢慢的康復中。
換副好心腸--感謝主及主內認識與
不認識的弟兄姊妹的代禱及愛心
這將近四個月的時間，我經歷了嚴重敗血症，感染性心臟瓣膜炎及許多器官栓塞，直腸癌，和
心臟衰竭；開了直腸癌根除手術和開心瓣膜置換手術，加上先天的過敏體質，使得病程曲折而複雜。
回頭看這病程，有如走鋼索一般，任何一個步驟若作了不同的抉擇，都可能有不堪設想的結果。而每
個抉擇點都有太多的變數，已經遠超過醫師所能評估與計劃的範圍。我能平安的走過那死蔭的幽谷，
實在是依賴神的慎密計劃，才能有這麼周全的過程。聖經上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則什麼都
能。」而主內熟識與不認識的弟兄姊妹的代禱及愛心更是支撐我度過重重難關的重要動力。我和外子
一向自許是個好醫師，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而且關心病人。經過這次的生病，我鼓勵來關心我們的親友
們說：「開了直腸，又開了心臟的手術，從此以後，我是換副好心腸了！」我想真正改變我們的是我
們深知道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

法拉(Farrah Fawcett)
和麥可(Michael Jackson)
沈 悅
法拉(Farrah Fawcett)和麥可(Michael Jackson)兩位演藝界巨星做夢也沒想到居然同一天和世人揮別；一
個死於纏身的癌症，一個則是心臟罷工。
這陣子想想，有點替法拉抱屈。她雖無高超的演技，但好歹她靠那頭罕有的美麗金髮，使她在"
霹靂嬌娃”(Charlie's Angels)影集中竄紅。七○年代多少男士把她的玉照高懸牆上。但她的光環是法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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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五歲起就上台的麥可相比，連日來媒
體對她報導的篇幅是遠遠不及麥可。今
天我們要給法拉一個公道，用這版面專
談法拉和“肛門癌”搏鬥的經歷。她自
從知道癌症復發之後，請友人把治療過
程錄影，如此一來，幫助增加大眾對肛
門癌的認識，她的精神可佩，勇氣可
嘉。
提起“肛門癌”，第一串浮起
心頭的問題就是：怎麼很少聽到這種癌
症？它的症狀是甚麼？甚麼人是屬於高
危險群？如果我得了這病，醫生會怎樣
治療我？
的確“肛門癌”是一種較罕有
的癌症，我們較為熟知的“大腸癌”（
也就是結腸癌和直腸癌）在美國每年有
14萬8000個新發病例，大約有5萬人死
亡。而“肛門癌”每年只約有5000個新
病例，有680人死亡。相較之下，“肛
門癌”的殺傷力不及“大腸癌” 。如果
運氣好，及時做最適當的治療，而且對
治療的反應也很好的話，五年下來的存
活率很高。症狀的初期像是患有痔瘡，
有出血現象。用“肛門抹片”檢查可獲
診斷。但由於患者人數少，因此“肛門
抹片”檢查不被包括在例行的身體檢查
項目之中。
病灶的起因有一種可能是由“
人類乳突狀瘤病毒”(HPV)這種過濾性
病毒引起，這病毒已被證明是導致子宮
頸癌的元兇。一聽到這種病毒就會想到
如果一個人的性伴侶多，肛交則是屬於
高危險群。另外若對愛滋病毒成陽性反
應的人(HIV positive)，免疫系統受壓制
者，如器官移植需要長期服用類固醇
(Steroid)，曾患婦科癌症，抽煙都屬於
此群。由於一部份病患的病因與性生活
習慣有關係，患病的人多不願意外人知
道，甚至延誤就醫。而其實有一部份的
病因是與性生活完全無關。醫生對這種
癌症的治療方法，大多數是用外科，化
療及電療。對付尚未轉移的病人，能救
命的方法是切除括約肌的外科手術，但
是一旦喪失了括約肌，病人的腹部就必
須要開一個“人工肛門”和配帶一個收
集糞便的貼身口袋。

談到這裡，我們也就不難想像法拉2006年被
診斷後，不願接受人工肛門的手術，而採用化療及電
療。
但她運氣不好，治療後不到一年就復發，顯
然她對化療所用的藥物反應不佳。另外也不知道是否
她受了她那頭傲人的美髮所害，她的醫生有沒有為了
保存金髮而採用了不會使頭髮脫落但療效較差的化療
藥物。在她的紀錄影片中，一位醫生談到她復發後所
接受的治療，還提起他如何謹慎地從盡量能不傷及她
頭髮的那些藥物中挑選。當時我心中暗罵：就算病人
要求如此，做醫生的也該解釋藥物是對所有分裂很快
的細胞一律封殺。癌細胞，我們的頭髮和白血球都屬
於這類細胞，因此掉頭髮不就表示藥物產生作用嗎？
頭髮掉了是會再長出來的，命都沒了，還留甚什麼頭
髮？
她在UCLA的治療沒有成功，原處復發，更不
幸的是已經擴散到肝。法拉對這批醫生很不滿，他們
也不願意在已經接受過放射治療的肛門做任何割除腫
瘤的手術，因為皮膚已受創，恐難癒合。當時法拉聽
聞德國有醫生對這種手術頗有信心，她就飛去德國。
德國醫生一方面誠實以告，她的病況是很嚴重，擴散
後基本上不能痊癒。當然醫生看她求生欲望非常強，
也會說些樂觀，有希望，盡力而為的話。病人和家屬
在這種光景下常常會只選擇自己想聽的句子，因此既
然醫生還說仍有希望，法拉就接受了當地對肝方面的
一些治療。此地電視訪談節目上請了四位醫生專家參
與討論她的病情。談及德國醫生對她肝臟腫瘤的治療
法，其實美國醫院也都可以做。她長途跋涉，一次次
地往返德美之間，精力耗損不算，她又倔強，在德國
做完第一次手術後，第二天就堅持長途飛行回到南加
州，這些都是不智之舉。到最後看她容顏已改，頭髮
也落盡，整個床上都擺滿了各種藥物，一聲聲有氣無
力的說：「我要活下去！」真令人不忍卒睹。
法拉走了，我們從她那裡總該學到點功課。我
們不是名人，也許這是我們的運氣，可以在沒人打擾
下安靜的養病。我們不是美人，所以一切治療以救命
為前提。我們不是富人，談甚麼飛到歐洲去治療，好
好的在這裡盡量配合醫生尋回健康。做了人工肛門的
病人大有人在，醫技的步已可做到完全無臭，滴水不
落的境地。我有一位朋友十多年前就做了人工肛門，
至今仍每年興高采烈地出門旅行。想想，我們真比法
拉運氣好。
肛門癌的病例是遠遠不及大腸癌的普遍，在此
奉勸五十歲未做大腸鏡(colonoscopy)的朋友不要拖延，
在做時順便請醫生做個肛門抹片也不妨。

轉載自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談癌季刊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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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乳癌互助小組

1. 黃豆與乳癌的科學新知
2. 情繫乳癌
3. 困境中的豐收
4. 生病改變了我
生命的優先次序
5. 世上有苦難，
主裡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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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與乳癌的科學新知
Soy and Breast Cancer: The Emerging Consensus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E.Newsletter, October, 2008

鄧福真翻譯

過去幾年來，黃豆一直被視為健康食品之一，但是對於黃豆製品是否可以預防或是促發乳癌，各界一
直都沒有一致性的結論。科學界最早對黃豆的興趣是在研究亞洲人口的飲食習慣時，發現亞洲人罹患癌
症的比率比西方人口低。於是研究人員懷疑，這可能與亞洲人經常且很年輕時就食用黃豆製品（如豆
腐）有關。黃豆含有一種“異黃酮類”(isoflavones)的成份。這個成份可以束縛(bind)乳房組織的雌性激素
的接受器 (estrogen receptors)，如此能阻礙(block)體內雌性激素的分泌。過量產生雌性激素會提高乳癌的
罹患機率。但是相對的來說，如果是異黃酮類對身體有類似雌性激素的效用，它是否也可能促使乳癌的
發生？如果這說法是正確的話，可是為什麼有一項研究證實亞洲婦女每天吃至少一份黃豆製品，比偶爾
吃黃豆製品的婦女們得乳癌的機率至少降低百分之三十呢？
有些科學家認為，造成不一致結論的原因可能與一個人一生中什麼時候開始吃黃豆製品有關。一項研
究針對亞洲婦女在很年輕時開始吃黃豆製品時發現，如果在青春期便開始食用黃豆製品，黃豆中的“異
黃酮類”可以改變乳房細胞的結構；此細胞結構的改變，可以減少往後癌症的發生。另外一些研究也發
現，乳癌發生的機率與體內過多脂肪有關。一般來說，人體內的雌性激素會刺激癌細胞的成長。更年期
後的婦女，卵巢可能無法製造雌性激素，但是體內的脂肪(fat)仍然可以製造雌性激素。研究證實，更年
期的婦女，如果體內有過多的脂肪，體內的雌性激素也會比較高，得乳癌的機率也相對的提高。這些發
現是不是建議過重的婦女，或其它高危險羣婦女同胞要避免食用黃豆製品？
2008年6月在Nutrition Journal出版的一項新的科學報告發現，黃豆中“異黃酮類”所產生類似雌性激素
的效用相當微弱。因此，對健康婦女的乳房細胞並不會造成嚴重的影響；甚至對於已得過乳癌的人來
說，也不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另外，一些對動物或在實驗室裡的研究結論也可能無法直接應用在人體身
上，因為這些實驗中所使用的“異黃酮類”的量也超過一般亞洲人平日的攝取量（大約超過5到16倍)。
相信科學界會對此議題繼續的研究，但是就目前為止，我們可以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對想食用黃豆製
品的人提供下列建議：
1. 對大部分的婦女，每天食用一份到三份的黃豆製品食物是相當安全的(不超過100 milligrams
isoflavones）。“一份”大約等於一杯的豆漿（8盎司,oz），4盎司的豆腐或tempeh，或是半杯
的綠色黃豆（毛豆 ; green soybeans, edamame）。
2. 為了慎重小心起見，正在接受抑制雌性激素(anti- estrogen)治療的婦女們要減少攝取黃豆製品
或至少要避免服用“異黃酮類”補充品(supplements) 。
3. 研究證明食用黃豆製品，並不會幫助你預防乳癌，但是黃豆製品是一種很好的健康食品。它含有
很低的飽和式脂肪和高量的營養素(nutrients) 、纖維和抗氧化劑(antioxidant)等植物性化學
成份(photochemical) 。
切記的是：要注意整體不同的飲食攝取，而不是某一項特別的飲食。黃豆是攝取植物性蛋白的一個很
好的方式，但是它只是一種食物，不是萬靈丹。所以不要以為多攝取黃豆製品可以幫助你預防乳癌，或
因為它會增加罹患乳癌的機率而避免吃它。
黃豆製品包括毛豆(edamame) 、豆漿、tempeh，和味噌。但一些黃豆加工品中含有soy lecithin，如醬
油、黃豆油，不應把它們當作黃豆製品的一種，也不能把它視為“異黃酮類”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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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府的乳癌故事
郭守仁醫師，捍
衛乳癌醫療工作
長達三十三年，
從島之北到島之
南，現任彰化基督
教醫院（簡稱彰基）
院長，始終以“我是
一個基督徒”自詡。

情繫乳癌

外祖母 ─
悲劇收場的年代

五○年代，郭院長只有
五、六歲還沒上小學，
外祖母罹患乳癌，當時
台灣民風保守，乳癌婦女
不敢面對現實，致使腫瘤
都長得很大，膿水流得很臭，
極為痛苦。正因醫療極度匱乏，
宣判乳癌幾乎等於宣判死亡。有一件
事讓他小小年紀卻是印象深刻，對面鄰居
得了乳癌，苦不堪言，結果跑到嘉義公園上
吊自殺身亡。

郭院長救人無數，醫院的
乳癌患者不足為奇，郭府兩
代卻有三位“最愛”是乳癌女
性！如果這麼形容他的生命歷程：
「與乳癌為伍，情繫乳癌」，應不為過。

 	

鐵人院長郭守仁
 	
台灣婦女在那個乳癌醫療幾乎沒有的年
代，大多是很悲劇淒涼的收場。

 	
一九七六年，郭院長畢業於高雄醫學
院，當時外科醫師什麼都做，“乳房外科”因病
人太少又不入流，都一窩蜂湧入肝、膽等外科。
時代變遷，整個疾病模式都改變 了，現今乳癌
變成台灣最主要疾病之一，於是大家又都轉回乳
房外科，他卻是本著“別人不做，我做”堅持捍
衛乳癌醫療工作，數十年如一日。
台灣乳癌臨床診治具世界水準，“彰
基”曾接受嚴格國際評審，獲頒金牌，被世界認
可。目前在醫院被診斷為原位癌約佔百分之十
二、十三，即為明證。同時“乳癌全方位中心”
，讓女性看診一次完事，朝向“手術不流血、不
痛、沒傷口”的目標前進。

母親──撿石頭的小孩
 	
早年沒有柏油只有石頭路，陽光照射下
的石頭很燙很燙，郭院長幫母親撿石頭放在她
的乳房，印象中那乳房很硬很大，當時他只有
七、八歲，不曉得那就是乳癌，原來母親是採
用坊間偏方來治療。 最後母親被送到嘉義省立
醫院切片，再送台北做病理檢查報告，最後證
實為乳癌，切下來的腫瘤放在家裡，看起來很
大很嚇人。醫院看母親，記得她很痛很痛，當
時乳房根除性手術，大胸肌小胸肌全被切除，
傷口開得很大。郭院長憶及母親的生病歲月，
說她不一定死於乳癌，有轉移到肝臟、整個腹
部，最後選擇安寧。他感嘆「以前都是很悲
情」。

 	
郭院長不僅管理院內事務，還兼顧醫
療、政府、全球等政策。如何照顧“乳房外科”
，尤其是依賴他的病人？先來看看被訓練的堅強
醫師群，有七位主治醫師，專門看診乳癌不做別
的，在台灣算是最多的！郭院長也看一診，若有
問題一定找得到他。

岳母──乳癌康復不是夢
 	
十多年前岳母得乳癌時，郭院長幽默形
容：「醫生就在身邊」，是他親自動刀，當時
他就在“彰基”服務，早已是醫界乳癌權威。
岳母目前與郭院長同住，愉快喜樂平安，得乳
癌可說是另外一個生命的重生。

 	
“鐵人院長”不虛此名，他每天準時五
點起床，六點到醫院，晚上十、十一點才回家。
利用中午開會，因為平日沒時間。幾乎沒有休
息，如何保有體力？走路！來回醫院靠走路。搭
高鐵常惹來異樣眼光，手扶梯就在旁邊，他卻跑
去走樓梯。

 	
經過四、五十年時代的進步，許多肝臟
轉移可以經過化療、開刀，指數正常甚至癌細
胞不見了，肝切除也可以康復，相對照之下，
台灣醫療進步，已有世界水準，乳癌康復不再
是夢。

 	
問興趣，郭院長想了想才說：「工作是
我的興趣」；又問為何獨獨鍾情於乳房外科？於
是他談起一段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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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覺醒
 	
外祖母、母親是母女直系親屬，岳母、太太、女兒也是母女關係，會不會擔心她們步上後
塵？ 郭院長的回答值得讓女性同胞覺醒 ：
「很擔心，但沒辦法，這世界到處都是擔心的事。」「不僅僅是女兒」
上帝差來的天使
 	
郭院長是第一代基督徒，二十年前在美國受洗。坊間很少看到專訪他的報導，因為他不會
接受，也因為個性如此，唯獨“開懷”例外，而且“做什麼都可以”，理由只有一個：「妳們是志
工！」。網站介紹郭院長密密麻麻的學經歷檔案中，“台中市開懷協會顧問”赫然在內，原來許多
開懷姐妹都是追隨他的病人，甚或有更早期的，他竟然隨口可以叫出姓名。毫無疑問，郭院長開懷
最緣深的資深顧問之一。
兼具醫師、乳癌家屬身份的郭院長，認為醫師不是只做診治，而是病人最好的朋友，同時也鼓勵癌
友及家屬，不必恐懼，要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與人群結合，最好去當志工，讓人生更有意義更精
彩。上帝給世人很多的愛，最能表現在乳癌母性身上，郭院長稱許乳癌志工是上帝差來的天使。
守仁、守主得仁
 	
郭夫人是台灣臨床藥學會理事長，是藥界領導者，也畢業於高雄醫學院，當時並不相識，談
起這段姻緣，郭院長神情更見愉悅……。居然是媒妁之言，並且認定“就是她了” 。 他在台北“
榮總”，她在“彰基”，愛情長跑在南北之間，為了贏得佳人歸，他轉換據點到彰基，一直到今
天。 一雙愛女都在美國大學讀書，也做乳癌研究分析，常在網路看到父親文章（他早年即著墨甚
多，並論及男性乳癌），父女一起來關心乳癌，美事一樁。
 	
今年六十大壽的郭院長以“我是一個基督徒”自詡。他積極、開朗、平易近人、體恤部屬、
公私分……，他說：「生命有限，一定要做一些事」，又說：「把上帝的話語傳給世間需要的人，
世界會更好。」
“彰基”不同於一般醫院，是一個屬於上帝的醫院。
郭院長的服侍奉獻── 「守主得仁」、「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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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辦公室有八個字，也許最能詮釋

困境中的豐收
賈紫平／口述
陳卉怡／採訪整理

我很確定的是，生病改變了我的人生
觀，而“開懷”也讓我肯定自己存在的
意義與價值，我想在困境中的豐收，常
是最讓人感動的。

我生命中的秋天

果你要宣判哪個女人是乳癌的時候，就請她打電
話給我，我相信我可以幫助她。」恰好當時榮總
社工室正計畫找一些願意站出來的乳癌病友，共
同籌辦“病友座談會”。第一場的病友座談會就
有一百二十一人參加，我和我先生一起去，當時
就決定成立一個病友互助團體，那就是“台中市
開懷協會”的前身“開懷俱樂部” 。

很多人生病時，都想找最好的醫生，但我
是一生病就嚇壞了，只想著能找到醫生就好，沒
想到就這樣遇上最好的劉自嘉醫生，真是幸運。
醫生比我還積極，住院、檢查，一次化療之後開
刀，之後又定期回台中榮總接受十一次化療，為
期半年。

或許是長期在生命線服務的關係，讓我
有助人的理念，而身歷其境，也讓我更能體會病
人最大的需求，所以我才敢這樣做吧！生病讓我
探索自己有什麼事情是想做而沒做的，草創“開
懷”，給我一個機會重新發現自我和訓練自我，
也比較勇於承擔以往畏怯的責任。

開刀不痛，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從知道生
病後的這段時間，對許多事情都有不確定感，對
死亡的恐懼，是一種未知的可怕。而化療的過程
很辛苦，我咬著牙，在家人的支持下撐了過來。
我先生在化療期間，一定請假陪我，他為此花錢
買了新車，天冷的時候先上車開暖氣，天熱了就
先開冷氣，就為了讓我舒服一點。

面對復發與死亡

最後一次化療完畢，在四十分鐘回家的車
程中，由於難過欲嘔，我們停下來休息了三次，
當時正值秋末，坐在已收割完畢的稻田邊，暮色
裡吹著冷風，一片蕭瑟，一如我當時心情的寫
照。

身為“開懷”的創辦人，每次有病友去
世，我都很快接到通知，十年來，總有近百次了
吧，每一次我都必須面對，而每次也都帶給我許
多的思考：「如果是我復發一次、兩次，會有
什麼感覺，會怎麼做呢？」我也曾想過這樣的問
題，活下去的慾望是有意義的，而治療的過程也
有不堪的一面，困難的是我們總無從知道這攸關
生死的大事，到頭來的結局是什麼。「會再爭戰
一次，努力的延續生命？」還是「只追求三、五
個月痛快的生活，時候到了就走？」我不能給自

開懷的第一步
化療結束後，我在一張小紙條寫上自己的
名字、電話，交給劉自嘉醫師，我告訴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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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答案，不到關鍵時刻，誰也不能協助我做出決定吧！
有句話說：「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日常生活和環
境裡的很多事情，都會讓我想到死亡，死亡好像很接近我，
我不能否認自己會害怕死亡，它是一直存在那裡的，就如同
每年到醫接受乳癌回診，結束後幾乎都立刻離開，不願意多
待兩秒鐘，其實是心裡害怕，但是卻也不得不試著用更積極
的態度去面對。
“開懷”有為復發病友舉辦的工作坊，從身心靈各方面撫慰
病友，希望在黯淡中重塑生命，不論這生命還有多長，希望
能活得平靜有品質，我曾參加過幾次，那會讓我思考自己是
走在生命的那一個段落，路應該要怎樣走下去。我想，對於
曾經罹患癌症，但又存活多年的病人來說，感受死亡或接近
死亡，對人生的修養應該會有正向的影響吧！
放手，需要一種勇氣
南投生命線是我另一個家，我是
僅餘的第一期志工。過去幾年
裡，兩度受邀擔任生命線主任，
前後有將近五年的時間，如果沒
有生病，我不一定有勇氣去擔任
生命線的主任。過去我一直是家
庭主婦，而生命線主任這個職
位，除了奉獻，還有一點工作的
意義，能擁有一份工作，肯定自
己的能力、價值與成果，感覺很
不錯，但真正讓我激動和回味
的，還是同甘苦的伙伴與服務的
內容。

賈
紫
平

我在生命線擔任主任時期，辦理九二一地震與桃芝颱
風救災工作，當時有七位社工員和一百多位志工，加上號召
全國各生命線陸續支援的一百多位志工，統籌起來需要一些
智慧。跟災民在一起，在哀傷，有成就，更有感動。前陣子
在水里再度遇到村長夫人，她一把抱住我，眼淚就這樣流下
來，我想：我們會很久很久地活在彼此心中。
離開一個可以發揮自己的環境，離開時還有人捨不得
妳，應該需要一些勇氣吧！我也許受到先生“不求勝，所以
少輸”的影響，選擇了適當的時候放手生命線的主任職位，
現在回顧，覺得是正確的。
我一直屬於生命線，也一直屬於開懷協會，在心底深處，“
開懷”對我的召喚始終沒有停過，總覺得“開懷”有更急迫
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去做。我很確定的是，生病改變了我的人
生觀，而“開懷”也讓我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我想
在困境中的豐收，常是最讓人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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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改變了我生命
的優先次序
韓雯

料，增加了不少對乳癌的瞭解。在我回美國之
前，媽媽特地叮嚀我回去要做乳房攝影，因為她
聽朋友說，乳癌有時會遺傳給女兒的。

2001年10月，我照常打電話回台灣問候父母親，
連續兩次爸爸告訴我媽媽去逛街了。對於外向的
母親，出門逛街、跳舞、運動都是常事，我也
不以為意。第三次媽媽接了電話，我說：「啊！
妳終於沒有去逛街啦！」媽媽說：「逛什麼街？
」我說：「前兩次我打電話回家，爸爸都說妳去
逛街了。」媽媽說：「我得了乳癌，在開刀住院
呢！」我強忍著奪眶欲出的眼淚，問她怎麼回
事，媽媽慢慢告訴我，她的子宮下垂很長一段時
間了，最近特別不舒服。看了一位年輕的女婦產
科醫師，建議她服用女性荷爾蒙；才服了兩個
月，就發現胸部有紅紅的硬塊。在開刀切片檢查
時，確定是乳癌，醫生立刻走出手術房請爸爸簽
字切除整個左邊乳房。一切發生得很快，媽媽事
後還曾懷疑醫生是否為她做了不必要的手術。

我自從在麻薩諸塞州念完書，與先生一起來到休
士頓，前十年多半從事建築設計與施工的工作。
這之間經歷三次流產，終於生了一個兒子，從此
他成了我的“最愛”，與我的生活重心。為了能
自由安排時間，儘量參與他的學校生活，我改做
房地產經紀。一九九七年，在許多因緣際會下，
又重新開始我的保險生涯。頭兩三年公司會緊迫
追蹤我們的工作成效，雖然我熱愛這份工作，順
利通過各項測試，拿到該有的執照，工作越來越
上軌道，但是隨著工作量的增加，一種無形的壓
力也越築越高，連做健康檢查的時間都很難抽出
來。

當晚我一夜難眠，恨不得立刻飛回台灣看望母
親。第二天早上開車上班的路上，突然發現後面
一輛警車在閃燈跟著我，我靠邊停下後，警察問
我：「妳知不知道妳剛才做錯了什麼？」我搖搖
頭說：「我真的不知道。」警察說：「妳剛才闖
了紅燈。」我立刻潸然淚下，對警察說：「很抱
歉！我昨晚得知母親得了癌症，正在想要去旅行
社買機票回去看她。」眼淚仍不聽使喚的流。警
察可能已查出我的記錄，沒有一張罰單與事故，
便對我說：「以後開車要小心，闖紅燈是很危險
的。」沒有開罰單就讓我走了。

2002年1月，我終於看了家庭醫師，並要求她為
我安排乳房攝影檢查。一個星期後，伊莉莎白楊
醫師親自打電話給我，說乳房攝影上有一點可疑
處，需要再做乳房超音波檢查。拖了一個月，好
不容易擠出時間來安排檢查，又接到楊醫師的電
話，要我去做切片檢查。我隱約覺得該去安德森
醫院檢查；打電話去，對方問我要做“哪一種”
切片檢查？她念了幾種方法，我一絲概念都沒
有，只好約了我的婦產科醫師去請教，理出一個
頭緒後，正式做開刀切片已經是五月了。

回台灣看到媽媽精神蠻好，恢復得很不錯。雖然
她對我敍述了整個過程，身上如何有一根管子跑
出來，接到一個小塑膠壺，但我仍然很難想像。
接下來陪她回醫院複診兩次，有一個星期日還碰
上國泰醫院主辦一年一度的乳癌病友關懷講座。
媽媽的主治醫師講述乳癌的病理，營養師介紹如
何吃得健康，護理人員講解治療期與術後的照

手術前我的開刀醫師荷理還捏捏我的腳，輕鬆地
說：「大概把這個小硬塊拿出來就從此不用再擔
心它了吧！」我也輕鬆地想：「希望他是對的」
；媽媽不是七十六歲才得乳癌嗎？一個星期後，
荷理醫師的護士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刻去見醫
師，還要我先生一起去；我心想，檢查結果應該
是癌吧！但是克成的父親病重，住在醫院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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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間不是沒有掙扎，掙扎的是“如何放下自
己”。過去我堅信什麼事都該盡量靠自己，少求
人，這是從我祖父與父親傳下來的家教。這場病
後，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學會了“放下自己”。以
前覺得非要我親自做的事，現在覺得交給別人做
也可以；以前像上緊了發條，不停地忙碌，現在
也懂得忙裡偷閒，享受一下人生，對自己好一
點。以前與先生的關係很緊張，病後也願意接受
他的幫助，為我開車，幫我做家事，陪我上教
堂，而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已買好飛機票第二天一早要飛回台灣；今天公司
也有好多事要交待。我問護士可否我自己一人
來？她說不行，我們一定要妳先生一起來。打電
話給克成，他說：「妳放心！我可以來，只要告
訴我時間地點」。於是我們一起聽了宣判：「是
癌症」荷理醫師要我立刻安排做切除手術，我對
他說：「很抱歉！我的婦產科醫師建議我，如果
是癌症，最好到安德森癌症醫院去治療。」
或許是因為經歷了母親得癌症的驚恐，由國泰醫
院乳癌講座吸收的知識，再加上我一向的自主獨
立，對自己的病症反而出奇的鎮定。克成在台灣
陪伴父親整整一個月，我在這一個月中仍然如常
地在工作、兒子、治病之間穿梭，找時間安排一
切。克成由台灣回來那天，人仍在飛機上時，他
的父親過世了，任憑我如何勸說要他再飛回去參
加父親的葬禮，我有好朋友安娜在安德森醫院上
班，會照顧我，他仍然堅持留下來陪我開刀。

有一次參加貝勒醫院珍妮陳醫師的演講，讓我驚
艷於鄧福真的學識。看到她自己走出乳癌的陰
霾，熱心致力於幫助新患病的癌友，積極建立中
文的資料網，便決心助她一臂之力。其實在籌劃
舉辦各式演講、座談會時，我所得到的比我付出
的多太多了。由一位位活得精彩的癌友身上見證
到他們的勇氣與信心，對我也是很大的鼓舞。
這六年多來，我時而活在復發的恐懼中，時而忘
記自己的承諾，又埋首在工作中。有幾回在我疑
心復發，虛驚一場之後，德理歐醫師的護士建議
我去看心理醫師。一位高高胖胖的女醫師問我：
「如果我現在告訴妳，妳只有兩個月可活，妳會
怎麼活？」我很快地回答她：「我還會繼續工
作，也許多抽一點時間出來給我所愛的人寫信告
別。」她說：「那妳就把每一天當成是妳的最後
兩個月，做妳想做的事，而不要擔心復發的事」
；我覺得很有道理。她問我還要不要安排下一個
療程，我說：「我想不需要了吧！」

手術很順利的完成，我也經歷了媽媽形容給我聽
的一切。第一次切片手術後，化驗結果發現我的
癌細胞是會蔓延型的，但是這次切除手術報告，
竟然未再發現癌細胞，腫瘤也只有零點九公分
大。我的開刀醫師(SINGLETARY)將我轉到腫瘤
病理科的醫生(THERIALT德理歐)，他告訴我，
我的病症預斷很不錯，不需要化療與放射線治
療，只要吃一種荷爾蒙抑制劑加上以後定期追蹤
檢查就可以。以後在一次返台陪母親定期檢查
時，問她的醫生，發現媽媽得的也是會蔓延型的
乳癌，腫瘤大小與期別均與我很類似，也消除了
她當年的疑慮──到底她的醫生是否做了不必要
的手術。

有生就會有死。曾經罹患癌症的人，只是比較有
更接近死亡的經驗。如何面對我們自己與我們所
愛的人的死亡，是一門藝術，也是一堂很重要的
課。讓我們思考到在死亡來臨之前，我們應該如
何規劃，如何活得有意義，如何把生命的優先次
序排好，才不致於在死亡來臨的時候，感到害怕
或遺憾。

我從小瘦弱多病，出生時雖然不是早產，體重只
有四磅；兩歲時得了胃出血，幾乎喪命。長大後
因著自己任性的個性，認為可以“以毒攻毒”，
越濫用身體會變得越健康，在讀書與從事建築工
作時，用了比常人加倍的體力與時間，幾次轉行
換工作，都拼命不顧一切的要做好。照顧家庭也
不遺餘力，唯一沒照顧的是自己。記得公司裡那
位希臘後裔的喬治常常提醒我：「雯！我們的人
生應該是上帝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妳怎
麼好像全倒過來了？」

一位中國時報的優秀記者冉亮在生命走到盡頭
時，引用聖經上說：
「所以我告訴
你們，不要為
生命憂慮……
你們哪一個能
用思慮，使生
命 多 加 一 刻
呢？不要為明
天憂慮，因為
明天自有明天
的憂慮，一天
的難處一天當
就夠了。」

癌症就像一記當頭棒敲醒了我。當開刀前，護士
為我準備插好點滴的針管，麻醉師來注入麻藥前
的一刻，我終於醒悟到，人生、工作、家庭，這
一切都不在我的掌管之下，這一針打下去我還能
做什麼呢？出院後，幾位信基督教的朋友來看
我，為我做吃的，也為我傳講福音。我深深體會
到一種溫馨、被愛的感覺，於是告訴克成，等我
病好後，要開始去教會，學習接近神。兩年後的
感恩節，我受洗成為基督徒。
28

世上有苦難 ，主裡有平安
賴春幣

有人問我說：為什麼妳不像一般癌
症患者，臉上滿是愁容害怕，而是平安的笑容
常掛臉上。我要說：我是基督徒，是神的寶貝
兒女。我愛我的主，我真知道我的主必保護,
看顧，醫治並帶領我人生的每一腳步。因為
經上說："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
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是這樣一個
信仰，讓我有依靠且堅定了我的信心，使我在
這幾個月的抗癌過程滿了從主而來的平安與喜
樂。

回答說："我太太王琳也跟妳一樣，很會照顧身
體熱心教會服事，但也是得了卵巢癌"。
感謝神，經過陳醫師用中文說明知道腫瘤已有
3.5公分是乳癌第二期必須做化療。如果把整個
乳房拿掉淋巴感染不超過3個，就可免掉放射治
療。這樣的解說使我們對抗癌不再那麼害怕與
徬徨。王琳也跟我分享化療期間如何面對無法
入眠、飲食健康、避免嘔吐。勉勵我抬頭仰望
神，再看看她現在生活得很好，千萬不要低頭
看難處。 我們也請問陳醫師，手術在Victoria 是
在 MD Anderson 開刀比較好?他建議在Victoria 開
刀，等報告出來後再送去MD Anderson 作second
opinion。

回憶起2009七月當醫生檢查到有一塊很大的腫
瘤在我右胸時，我先生非常的緊張，要我馬
上去做Mammogram。但我卻一點不害怕，因
為在1999年我的左胸也有相同的問題，但並沒
事。做完mammogram後，醫生要我回去再做局
部放大的mammogram，那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大
對勁。所以每晚要睡覺前，我自己就按著右胸
禱告：宣告撒旦退後去，腫瘤消下去。診斷到
後來仍然需要進一步作切片檢查，而我先生已
經在為我的乳癌做準備。告訴我說："休士頓
光鹽社有那些活動可以幫助乳癌患者時，我仍
然用不相信的語氣對先生說：你為什麼在詛咒
我，我會沒事的"。

經過陳醫師的解釋分析，我心裡也比較踏實
了，但回家後我還是問神"我那麼熱心參與服事
且還有一些想作的事尚未實現，例如教會的三
福訓練，我正準備參加訓練。還要參加台灣的
鄉福短宣"。家父年初得了口腔癌我們也準備10
月回去探望他，我怎麼忍心讓兩位老人家為我
擔心呢? 神啊！祢為甚麼……祢為什麼沒聽到我
的禱告呢? 神啊！你要我學習的功課是甚麼?諸
多疑問湧上心頭，整個晚上輾轉不能入眠。隔
天靈修時神以一篇"等候神"的文章來安慰我：人
生的樂章少不了休止符，就是要等候神。

然而，當醫生確定並宣判是乳癌時，我真的
不知所措。醫生問我們要不要找腫瘤科醫生
second opinion? 他提到放射腫瘤科的陳康元醫
師，我不假思索的說"yes"。認識陳醫師已有十
幾年，當他看到我們時也是有點驚訝。我先生
首先就問他說："我太太是不是太忙才會引起
乳癌?因為她不知要節制，教會的活動每樣都
參加，從晨禱、詩班、禱告會、短宣，又負責
教會的財務，上班工作也忙"。 陳醫師回答他
說：忙沒甚麼不好，為什麼會得癌症並沒有一
定的答案。我也問陳醫師：我每天運動也注重
飲食健康，且每天很喜樂為甚麼會得癌症?他

【神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愛人的腳快，耶和華
喜愛敬畏祂和盼望祂慈愛的人】。
詩篇14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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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一切掛慮，安靜主前，用堅固的信心等
候神。主必開路，主必解決一切難題。祂的
道路最美好，祂的時間最恰當，祂的計劃最
全備。祂的方法最奇妙，等候神的必重新得
力，等候神的必蒙拯救。是這樣一個等候神
的應許讓我順服主前，順服依靠他的帶領醫
治之路。
在得知是乳癌後，即請教會的弟兄姊妹及我
三位孩子們的教會代禱。更有一位晨禱姊妹
從手術前週五開始為我禁食禱告，直到星期
一動完手術。他們敬虔來到主前，迫切懇求
上達穹蒼，為我手術開啟平安順利之門。感
謝神，祂差派天使天軍，為手術之路的順利
與平安來鋪路。神的同在，更是藉著醫生的
手親自為我操刀，縫合傷口，手術非常順
利，恢復過程更是一點也不痛。感謝神，癌
細胞並沒有擴散到淋巴。經過陳醫師及他
女兒(在MD Anderson執醫) 對我手術後報告
的了解及研究後，建議在Victoria 做化療即
可。然因為是HER2 positive所以除了每三個
禮拜一次的化療共四次外，另外需再加12次
的Paclitaxel及注射一年的Herceptin的療程來
防止復發。醫生詳盡心力的診治與建議，堅
定我至Victoria就醫的信心，免於我往返port
Lavaca至MD Anderson舟車勞頓之苦(車程5小
時)。使身體得充足休息，体力得補足，感
謝神。
每一次化療翻胃、噁心、呼吸困難、盜汗、
整晚難眠、沒胃口、讓我覺得很難受。然有
了王琳姊妹的經驗分享及鼓勵，加上教會姊
妹愛心飯盒的準備，讓我的體力得著補給。
在我4次化療的过程，一次比一次順利，副
作用一次比一次減低，真是感謝神。
若問生命中誰是我的貴人，我要說是神，神
是我的大貴人，神是我的大貴人，祂引導我
人生的每一個腳步。特別是在這幾個月的化
療期間更深深的體會到神的愛在我生命中所
成就的。

題。平日也作運動並吃的健康，對主的服事上更是
盡心盡力。多少的以為…..更是多少的問號?為什麼
癌症會發生在我太太身上?在他心中不停提問那有可
能…….這當頭棒喝讓他体會到人世間並無以為要怎
樣就怎樣，無一永恆。唯有神的信實與保守最為可
靠最為穩妥。
來自弟兄姊妹的看顧與關愛之情叫先生受助於人，
欠人人情的觀念得改變，並体會到那是基於神的
愛，肢体的彼此相愛。這些事你們做在我這弟兄中
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當這點點滴滴愛的
暖流進入先生的眼中，流入他的心房，叫他的心深
受感動，將擔心變為信靠，將埋怨變為感謝。就如
二週前兒孫回來看我時都說〝媽媽您除了掉頭髮外
一切都很好，媽媽您除了掉頭髮外一切都很好〞。
我深知道那是上帝所賜全方位的保護，先生在旁無
微的照顧，醫生由神所賜智慧的診斷與治療，教會
弟兄姊妹的噓寒問暖，愛心膳食準備及光鹽社同工
時時來電叮嚀親切的關懷，是這樣一個來自四面八
方的愛，這樣一個永不止息的愛陪伴著我增添我抵
抗化療得醫治的信心而每日的讀經禱告神的話語更
是成為我的力量與幫助。是的除祢以外，在天上我
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詩
73:25)
因為神的時間最恰當，神的道路最美好。在這生病
的過程深深的經歷了在這世界雖有苦難，但在主裡
有平安。癌症雖然可怕，但並不是絕症，讓我更体
會了誰掌管明天。人生有限，更珍惜每一天與家人
朋友同事的相處。
最後我要再說我是神的寶貴女兒，祂的看顧最全備
最完善並要把一切的榮耀歸給愛我的父神。
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祂受的鞭傷， 我們得
醫治。(賽53:5) 阿門

8/3 2009 開刀至9/3第一次化療至今四個月過
去了，回首來時路，生病的這段期間高山低
谷中，上帝與我同走過，與父神間的關係，
更緊密更靠近，與先生的關係也得改進。先
生常說：我的身體是鐵打的，強壯如牛。然
而此次的病對他來說如晴天霹靂。面對這樣
的沖擊除了心慌，更体會生命的脆弱……
原以為太太金頭腦，鐵身體，体力更是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真是萬能絕不會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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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1. 光鹽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2009 回顧
2. 泛自閉症障礙與維生素 D
3. 詩篇88 –一篇沒有答案的詩
4. 一位父親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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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特殊需要
關懷中心
2009回顧
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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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自閉症障礙與維生素D
陳康元醫師

王 琳博士

泛自閉症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是一種
心理狀況的譜系障礙，亦稱自閉症譜系障礙，簡寫
ASD。它的徵狀包括:
1) 社交及溝通上的廣泛性異常
2) 異常局限性的興趣
3) 高度重複性的行為
泛自閉症障礙主要有三類：
(1)自閉症Autism，
(2)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以及
(3)待分類的廣泛性發展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 PDD-NOS ) 。
自閉症在泛自閉症障礙中佔核心的位置。亞斯伯格症
候群的徵狀及可能成因，最接近自閉症；但是不同在
於語言發展並未出現遲緩的現象。待分類的廣泛性發
展障礙是泛指前二項目以外，不能具體歸類的自閉症
傾向，例如蕾特氏症 Rett Syndrome 。
泛自閉症障礙與日俱增
目前自閉症有與日俱增的現象，根據美國中央疾病控
管局CDC的估計，每150個兒童中就有一位會得泛自
閉症障礙，不分族裔，不論社會地位或經濟狀況；但
是，男孩比女孩的風險多四至七倍。
科學家們正極急的想找出它的原因，包括基因、環
境、免疫功能…等等，原因不能完全確定。有一個研
究指出同卵雙胞胎中，若有一個孩子得了自閉症，則
另一個雙胞胎有自閉症的可能性是40-80%。另外還有
一個研究指出兄弟姊妹中，若有一個孩子得了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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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其它兄弟姊妹有5-10%的可能性得自
閉症，或5-10% 有語言障礙的可能性。
所以一般來說，科學界多半同意，基因與
環境對自閉症可能都有關聯。根據有限的
科研資料，可能與泛自閉症障礙有關的環
境因素如下﹕
1) 體內過量的重金屬，例如水銀、
鉛、鋁
2) 過量的口服抗生素
3)小兒疫苗，尤其是麻疹、腮 		
腺炎、風疹 (measles,
mumps, rubella)
4) 殺蟲劑
5) 缺乏礦物質，例如碘(iodine)、
鋰(lithium)
以及尚在研究中或是尚未被發現的其它因
素
發育中的大腦需要維生素D
正在發育中的大腦，包括胎兒及孩童，需
要「活性維生素D」〔calcitriol〕，它是一
種神經類固醇荷爾蒙(neurosteroid hormone)
，從胚胎成形的第一天，便開使影響腦細
胞的成長與發育，以及神經網絡迅息的接
受與傳遞。它又有保護神經細胞、抗發
炎、抗癲瞷、調適行為…等等的多種功
能。
經過大腦功能磁震影像，醫學家發現自閉
症孩童左右大腦之間的連接網絡偏低。而

在動物實驗中醫學家又發現，妊娠期間嚴重缺乏維生
素D可導致蛋白質惡化調整， 使幼小老鼠發育中的大
腦受影響﹕腦室變大，大腦變大。與自閉症孩子的大
腦相仿。此外，因為缺少維生素D而有軟骨病的孩童，
有些被檢驗出有自閉症的標記，經過高劑量維生素D治
療後，自閉症標記便消失了。
近來醫學界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在過去二十年來，
為了預防皮膚以及其它一些癌症，醫學界建議少曬太
陽；加上紫外線使皮膚老化，以至各種的防曬護膚產
品充斥；此外，生活習慣的改變，人們用在三電（電
腦、電視、電玩）的時間遠超過戶外活動，以至現今
多數的人都缺少維生素D。近期美國小兒科學會醫學雜
志報導﹕根據檢驗6,000個兒童及青少年的資料顯示，
維生素D不足的兒童多達70%。
維生素D 攝取量
人體所吸收的維生素D3，經過肝臟的處後，轉
變成25-氫基維生素D3(25-hydroxyvitamin D) ( 25(OH)D3)
，在健康的成人血液中濃度應是30 ng/mL (nanograms/
milliliter) 以上；若是在15 至29 ng/mL之間，便是「維生
素D不足症」(insufficiency)；若是低於15 ng/mL，便是
「維生素D缺乏症」(deficiency)。如果希望達到健康的
水平；而又要避免曬太多陽光或紫外線，就需要從食
物中或補充劑攝取維生素D3。
根據美國小兒科醫學刊物研究報告指出﹕為防止某些
嚴重的疾病，從吃奶的新生兒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
應加倍攝取維生素D3。因母乳中的維生素D3有時足，
嬰兒至少在第一年要增加攝取量；但是以嬰兒奶粉為
唯一食物的嬰兒通常不需服用補充品，因為嬰兒奶粉
含有維生素D3D3。美國小兒科學院 (America Academy
of Pediatrics) 建議兒童每日需400 IU。
梅奧 (Mayo-clinic) 建議成人每日需攝取800 至 1,000 IU
的維生素D3。加拿大小兒醫科學會建議孕婦每日從食
物或補充劑中攝取足夠的維生素D3，以便降低胎兒得
泛自閉症障礙或其它疾病的風險。

此外，根據美國癌症研究學（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2007冬季刊
登的研究報告指出，越來越多的研究顯
示，維生素D3除了保持骨骼強壯外，還
可能會降低患各種癌症的危險，包括攝
護腺或前列腺癌、結腸癌、乳癌、卵巢
癌、皮膚癌、白血病。它也可降低糖尿
病和心臟病的危險。因此專家建議增加
攝取維生素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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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88
一篇沒有答案的詩
薛孔偉牧師主講

鄧福真整理

2月21日曉士頓中國教會薛孔偉牧師在百忙中撥冗應孫明美之邀，參加了特殊關懷中心二月份聚會，並
和家長班的家長及成人們分享詩篇88篇。以上是當日薛牧師的分享摘要。

詩篇88篇
1.
2.
3.
4.
5.

耶和華、拯救我的 神啊！我晝夜都在你面前哀求。
願我的禱告達到你面前，求你留心聽我的呼求。
因為我飽經憂患，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我被列在下坑的人中，就像一個沒有氣力的人一 樣。
我被棄在死人之中，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裡；你不再記念他們，他們也和你
（“ 你”原文作“你的手”）隔絕了。
6. 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裡，把我放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淵裡。
7. 你的烈怒重重地壓著我，你的波浪從四方八面把我淹蓋。（細拉）
8. 你使我的知己都遠離我，使我成為他們所厭惡的。我被囚禁，不能外出。
9.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昏花；耶和華啊，我天天向你呼求，向你舉手禱告。
10.你要為死人行奇事嗎？陰魂會起來稱謝你嗎？（細拉）
11.在墳墓裡有人述說你的慈愛嗎？在滅亡之地 （“滅亡之地”原文作“亞巴頓）
有人述說你的信實嗎？
12. 你的奇事在黑暗裡有人知道嗎？你的公義在那遺忘之地有人知道嗎？
13. 耶和華啊！我卻向你呼求，我的禱告在早晨達到你面前。
14. 耶和華啊！你為甚麼丟棄我？為甚麼掩面不顧我？
15. 我自幼受苦，幾乎死亡；我受了驚嚇，以致困惑不安（“困惑不安”原文意義
難確定）。
16. 你的烈怒把我淹沒，你的驚嚇把我除滅。
17. 這些終日像水一樣環繞我，一起把我圍困。
18. 你使我摯愛的和同伴都遠離我，黑暗成了我的知己。
  
首先，薛牧師表示自己不夠資格來此演講，但既然答應了，所以只好遵從了。幾個月前，薛牧師聽到
詩篇88篇，覺得此一詩篇和聖經中其他所有的詩篇很不一樣。大多數的詩篇，開始有痛苦，以後便有盼
望，祝福，或快樂的結語。全卷詩篇中，只有這一篇內容中沒有一點指望和快樂的話語，最後也以“
黑暗”兩個字來結束的。
一、詩人日日夜夜不停的禱告 (Day and Night) 1～2節
詩篇開始頭兩節，是作者希幔(Heman)向神呼求並渴望他的禱告被神接納，正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
一節中耶穌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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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亡幽谷的描述 (Shadow of Death) 3～5節
詩人描述自己的苦難就像在陰間一樣，沒有氣力，與在墳墓躺著的死人一樣，被人 丟棄，並被世界
隔絕了。

三、黑暗絕望的深淵裡 (The Present Darkness)

6～9節

神允許苦難降臨在他的身上，就好像舊約中的約伯一樣。神給他很多財富和祝福，但突然間神也把
他所擁有的一件件拿走，生命變得非常痛苦，他甚至咀咒自己為什麼要來到人間，準備悲慘的面對
死亡，離開人世。此詩篇也告訴我們神可以直接或至少允許苦難發生在我們身上。這些苦難是在神
的計畫中，神要我們為愛的緣故服事祂，而不是只在物質上服事祂。但是詩篇88篇的作者希幔和約
伯，並沒有看見神對他們的計畫。我們也是一樣，我們經常看不見，也想不透，神在我們生命苦難
中所賦予的計畫是什麼？
四、墳墓中是無法讚美神的？ (No Praise from the Dead) 10～12 節
此節描述作者的情境就好像死的人一樣。死人是無法讚美和稱謝神的，也無法述說神的慈愛和行神
蹟奇事的。
作者藉此幾節向神呼求：「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甚至懷疑神，難道祂不要我們讚美祂嗎？
五、神的沈默 (Silent God) 13～14節
作者雖然不斷的禱告呼求，神還是沒有回應。
六、一生的苦難

(Life full of Sorrow) 15～18節

詩人在這幾節中描述他的苦難是可怕且深重，從小就受苦幾近死亡。對未來也沒什麼盼望，連周遭
的親朋好友也都遠離了，黑暗成為唯一的自己。整個詩篇是──黑暗兩字結束，和其他詩篇非常不
一樣。
真的如此嗎？
1.這些深重看似無法脫離的苦難，並沒有直接證據是來自神的不悅。你有健康財富，並不表示
神特别爱你，你有病痛苦难，並不表示神不爱你。等将来我們見主面時，一切就都明白了! 神
在我們身上的計劃就一目了然。
2. 這詩篇幫助我們拒絕把目前的苦難當成人生的最終站，在整個宇宙中有道德法規(moral order)
，此法規終究會平衡一切，如果不是在今世，也會在未來的世界回應。
3. 雖然處逆境，此詩篇的作者並沒有放棄持續日日夜夜的不斷親近神，向神禱告。
4. 詩篇的作者是希幔 (Heman) 。表面上看來，他好像被神拒絕，但事實上，他的存在是真實
的，就好像約伯一樣，神對他有一個更豐富的計畫(Divine Plan) 。此項為他準備的大計畫遠超
他們人在當時的情境下所能瞭解的。例如，希幔本人一定沒想到，他的詩篇會與其他比較“快
樂”(Happy)的詩篇一起被編進聖經中，遺傳萬代。
5. 在整個聖經中，我們也看到神親自來到世界，與我們一起受苦，正如羅馬書八：25～29節所
說的：「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預先
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37

一位父親的
心路歷程
彭灼西口述, 沈寶珠記錄整理
我不願意回憶過去，想要盡量忘記過
去。但對於神，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感恩，心裡
充滿了喜樂和感激。威利二歲的時候，在幼兒
院的阿姨就說他不正常，我們想，他以後長大
會恢復正常的。但五歲時，學區的心理醫生正
式診斷他有自閉症，我們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
事實。從那時起，我們的整個世界都改變了；
這就是從4月30日1998年至今的診斷治療記錄。
我們深感到威利是多麼幸福，能生
長在美國，他們對殘礙人何等的寬容和幫
助；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機會接觸到神，和
感受到神的大能。五歲的威利還不能講話，
醫生說以後也無法正常與人交流；醫生說我
們必須開始教他手語，否則別人不能了解他
基本生存的需求。您們可以理解當時我們作
父母的心情。我們把威利帶到北京再作診
斷，得到的是同樣的結論；那時好像天都塌
下來了，我們無法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

料；還到世界各地去參加各種不同的學術交流。在
家裡我們用中英文訓練威利，從彈鋼琴到游泳以及
各種活動；很奇妙的，威利也逐步地發生了變化。
十年，我們走過來了，其中有很多酸甜苦
辣，我們全家都因此產生了很多變化，我們全家都
變得更有愛心，更能容忍別人，特別是理解社會的
弱勢群體。尤其是在主的關懷下，威利的哥哥也成
長得很快；他只有十六、七歲就勤工儉學，完全自
立了；最近他來信說：「我很感謝您對我多年的教
育和樹立很好的榜樣，還給了我在社會生存的必要
技能。在我每天祈禱的時候，我知道神為我們準備
了很好的東西，雖然我們要經過艱難困苦才能得
到。」我熱淚盈眶，我是把他交到神的手上了。
威利現在和正常人沒有什麼不同，在學校的成績也
很好，感謝神！

就在同一個時期，我的房地產生意也失
敗了，還欠了很多債。我雖然失去了地上的財
富，但我得到了神的關懷，神萬能的手使我變
得謙卑。另外我們平時不能帶威利外出，因他
會亂跑亂叫、砸東西；當我們相熟的朋友對我
們說：「以後您們不要再帶威利來我家了。」
您們可想我們當時的心情；孩子的媽媽會一夜
一夜從夢中哭醒。
但當時我們找到了神，我們在這個教
會十四年了，大家都為威利禱告，我也開始低
下頭來。神進入了我的心中，那時奇跡就發生
了，我永遠也忘不了在Sunday School， 一位教
會的兄弟告訴我：「今天威利走過來拍了我一
下，說了一聲"Hi!"。」我當時感動得流下熱
淚，我感謝主。這是威利在7～8歲時第一次有
意識地說一聲"Hi!"。
同時我還受到了特殊的培訓，作為家長，
我經常到學校和圖書館參加講座，查詢各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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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廣 播 網

1. 四個法寶 粵語飛揚
2. 憂郁的良藥
3. 靠基督戰勝憂郁——
非非的見証
4. “耶穌是我唯一的熱情”
記康福中國教會的晨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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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良藥
禮約與秋月
我們在廣播上探討憂鬱症，也請了專家一起討論，更請了一些走過憂鬱的ㄧ些弟兄姊妹分享得
醫治的經驗，藉此也幫助其他人認識什麼是憂鬱症，總是為要帶出一個盼望信息，就是信靠
神的人，什麼好處都不缺，縱然看是憂鬱，苦處，卻是在基督裡可以變成祝福，經歷造我們的
神的奇妙，也確實知道人是何等軟弱，需要神成為我們生活及生命中的導師與祝福。廣播出去
後，很高興收到弟兄姊妹們的鼓勵與支持，很多人認識什麼是憂鬱，也有人願意為憂鬱的家人
更擺上禱告，關懷，與愛的行動，還有人說: 哇! 神是---然後給一個大拇指。更有人從不認識神
中，願意來依靠神，讓耶穌基督成為醫治他們憂鬱的神。因著一個愛的關懷或禱告，我們的家
人和朋友，就可以經歷神的慈愛，大能，與醫治了。
有一個父親來問我，他的女兒已從憂鬱症中得醫治，卻好像看見他的兒子有憂鬱症現像，如何
處理呢? 我很懇切的問了幾個問題，兒子有認知自己憂鬱症的情況嗎? 曾經尋求幫助嗎? 願意被
幫助嗎? 了解被幫助後生活生命將會有一個新的局面嗎? 如果我們繼續探討下去，會去想要發
掘更多的為甚麼，為什麼會有憂鬱症，為什麼它會循環性的出現在生命中，為甚麼有家族性產
生憂鬱症或甚至看到遺傳也會發生在心靈問題呢，而憂鬱帶出的行為更是可怕，輕度者，生活
習慣異於常人，例如吃或睡，重者可能自殺或殺人。為何心的問題生病，行為也變的病態呢，
或是身體生病後，心也生病了，身心靈為何像推骨牌一樣呢，息息相關呢，推倒一個，就全倒
了，若說沒有關聯，那是不可能的說法了。哪如何讓我們身心靈健壯，如同靈魂興盛一樣呢，
原諒我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了，耶穌是 唯一的答案。
憂鬱症的主題在我們的整個設計的課程裏，包含了有9個單位，它們是：
一、了解焦慮、抑鬱和憂鬱症
二、身心靈的傷害～憂鬱症的根源
三、從神而來的力量～情感與意志的重建
四、聖靈的職事～藉釋放得醫治
五、自我治療～走出困境與更新
六、內在生命～建立積極導向的思考模式
七、外在生活～建立服務的人際關係
八、人生的低潮～當藍色病毒再度來襲時
九、與聖靈同行～不斷更新的人生觀

我們在這一季地廣播裏，我們的焦點放在單元一，讓曾經經歷過憂鬱症的人分享他們的心路歷
程，並且有心理輔導專家和教牧同工一起探討這個社會的文明病。如果在未來還有機會在這個
主題上繼續在廣播節目當中分享，我們可能會朝向單元2單元3或單元6單元7的主題上一起跟各
位聽眾分享，並且可能會舉辦座談會或醫治釋放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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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基督戰勝憂抑—菲菲的見證
戴禮約牧師 戴秋月師母訪問
高唐萬千記錄整理
我從小常悶悶不樂，覺得人活在世上沒有意義，雖然我已於一九九九年在香港受了洗。當時以為是環
境使然，但出國並就業後，卻感到壓力更大，總覺得自己無論多努力，仍趕不上別人，天天活在恐
懼、被壓，不能勝任中。有時以為這是因我經驗不夠造成，可是多年過去，心情依舊，且更加嚴重。
後來就藉著吃好吃的東西來紓解，以後進食的快樂慢慢減低，身體愈來愈胖，以致不想見人，把自己
關鎖在家中，並一直睡覺以逃避現實，盼一覺不醒，就不再感到痛苦了。這種情況前後約有十年之
久。
我曾到美國專門幫助控制飲食的機構（如治療暴食症、厭食症等），沒多大幫助，一直到我再次
遇見神，再次重生。
再次重生後，我明白了，原來當消極的思想和感覺來襲時，我可以靠著聖靈來拒絕，藉著禱告祈
求神：「我選擇祢！請祢幫助我！」一次比一次我能更脫離那網羅。
在二○○五年，一度那種悲傷絕望的感覺蠻嚴重的，但同時卻又清楚地知道，有另一種喜樂、有
盼望的感覺也同樣地存在我裡面。到二○○八、二○○九年，我學會了一遇心緒不好，就讓裡面的主
來為我擔當，我以詩篇十六篇八、 九節：「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
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勝過憂鬱，以後不論何種壓力，
都能因主恩帶領，安然度過，心中有喜樂、盼望。
以前為了爭取上司讚賞，用幾倍於人的努力工作，裝笑
臉，深怕人知道我心中之掙扎，看不起我；也從未向家人、
朋友述說，以為靠自己可以解決，其實那時正是我最嚴重逃
避現實時。再次重生後，我能坦誠待己待人，並進而幫助教
會中有需要的人。
我認為人要活得快樂，有兩件事是必須要天天操練的：
(一)個人讀經、聚會生活；每天聽主跟我們講話，加以默
想，活在肢體中，聽聽他們的分享。
(二)隨時隨處藉禱告與主有親密交往；一旦憂鬱來襲，先安
靜下來，作三、五分鐘簡單的呼求並默想，這是我們對付憂
鬱最大利器，因祂永遠會指引我們方向，賜我們力量。
不要怕！遇到真過不去的事，要找愛主，並能幫助你的肢體
說出來。常住在主裡，必然一直生活在有喜樂、有盼望的境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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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我惟一的熱情”
記康福中國教會的晨禱會

唐萬千
“夜霧滴濕了我的頭. 我的妹子啊請開門。 我心憂傷血滴滴在地,可否與我儆
醒片刻。 聽哪這是我良人叩門聲。 看哪這孔裡伸出的釘痕。 熟悉呼喚迴回
盪在我心.尋見在客西馬尼。 十字架上我渴想。 拿噠馨香縈在我心,身子裂開
是為再看見你。 陰間死亡不能將我們分離! 耶穌! 耶穌! 你是我心惟一燃燒
的烈焰。 打破香膏甘願傾倒一生。 只是為了你!”

“心靈加油站”七月二十七日採訪謝淑惠教
授的見證.帶給我極深的感動。尤其最後這首歌.非
常激勵我。神藉著謝淑惠教授的見證與.歌深深觸
動我的心玄。聖靈提醒我: “你一生自以為很愛主
的心, 已漸遠離。應該更多尋求神的帶領!把我因長
期只顧服事先生, 逐漸遠離神的心, 一下子拉回了耶
穌身邊.聖靈強烈光照我:”放下身段(在主裡沒有這
些) 。 四年前我曾蒙神啟示買下的這房子 。 為作禱
告的殿. 神今日再度提醒我: 今天你已可以去實行。
為何一直猶疑, 沒有信心? 你看為不捨, 想以後還有
賴, 卻能牽動你心的。快快全部丟棄!” 我的心極其
傷痛, 哭泣不能已!
感謝神, 感動我將謝淑惠教授的採訪稿摘要記
下。盼凡讀這紀錄的, 那感動我的靈也能照樣感動
您, 使您獲益。
謝淑惠教授, 多年來為要更多認識主, 不論春夏,
每個晨曦, 漫步於高爾夫球場邊森林裡.。深秋踏著
滿山楓紅, 寒冬穿起雪衣, 在白茫茫的世界裡, 仍”
與主相會, 從不缺席”。
以後由她發起的康福 晨禱會, 每週三次清晨六時
至七時來到主前。尋求主 面 並為人代禱, 兩年來從
未停止。她們選在六時不單為上班族方便, 更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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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每清晨親近神.。神的百姓出埃及時, 也於
清晨拾得嗎哪。
他們 禱告前, 先唱詩, 採用加州江秀琴牧
師的基督慕主先鋒教會出版”飛出得勝的戰
舞”與”烈火中的思念”及其他多年與主深
交基督徒精心之作.。唱這些詩歌, 往往還未
禱告, 就被聖靈充滿.創傷被撫平, 身體得醫
治。
禱告前並須先求神光照內心, 先有饒恕
別人的心。 脫去老我, 得著潔淨, 先被神得
著。 進入一個謙卑柔和的靈裡, 同心合意為
神國度有爭戰式禱告, 然後才為其他人, 事禱
告。
代禱事項, 求簡單明確。 分享時也播放聖
詩的輕音樂。有讚美, 感恩和祈禱.。分享完
各人覓房屋一角, 跪地迫切懇求。于力功院
長曾說:” 禱告是用心靈誠實, 意志---身體力
行, 先對付老我。禱告會並需事前有嚴謹計
畫。”故帶領者需先在神前求智慧, 能力。
如果禱告會沒有聖靈在其中, 只像開會一樣,
結束後心靈仍照樣枯乾。所以要求聖靈厚厚
恩膏每個人。

禱告結束時, 大家再一起圍成一圈, 有一, 二位獻上感謝, 不要急著離開。等一, 二分鐘繼續享受
與主同在的甘美。
另外一個方式, 是由一個弟兄或姊妹擔任主持人, 大家圍圈圈坐著, 輪流分享代禱事項。第一個
分享完代禱事項之後, 大家馬上同聲開口為他禱告。以此類推, 直到大家都分享完為止。禱告時, 除了
為人代禱, 千萬不要忘記要為整個神國在世界各地的需要徹底代禱。這兩種方式都很好, 可採取其中
一種方式執行。
兩年來神在Port Lavaca藉他們禱告所作的:
黃國峰弟兄鼻咽癌很快得痊癒。在治療期間, 從牧師, 長老到弟兄, 姊妹負責醫院接送, 看顧孩子,
飲食需要等作全家庭照顧。
林旭宏弟兄的兒子Johnson換肝特別順利, 他並且信主受浸。此外, 康福教會也為為數不少緬甸難
民提供場地。讓他們用自己語言聚會, 敬拜。他們初來美國, 教會幫助他們實際生活需要。為他們開
設英文班, 協助找工作,定居等, 都盡力幫助。
謝淑惠教授在幫助緬甸難民學習英文時, 認識了參米。 參米與母親失散十餘年。 感謝神, 經過
大家迫切代禱, 終於團圓。參米立志要完成大學教育, 以報主恩。
謝教授作短宣時認識了王小姐。王小姐只有一個腎, 卻有兩個子宮。子宮會出血, 倒流, 形成腹
內發炎, 並會吐血。以後子宮又長出一個十公分腫瘤, 但她極虛弱, 醫生不敢開刀, 夫婦倆陷入極深沮
喪。教授知道後, 與所有愛荷華同工跪地流淚迫切禱告, 直至深夜未散, 聖靈的恩膏滿滿與他們同在。
窗外雖然大雪紛飛極其寒冷, 室內只覺異常溫暖。不久, 醫生替王小姐檢查, 發現腫瘤不見了, 他們
非常感謝神。然而, 在王小姐呈交畢業論文時, 指導 教授不滿意她的論文, 要她重寫。她寫完呈交後,
教授出國渡假, 全然不回她的電子郵件。以後教授渡假回來, 告訴她: “我還沒有時間來看你的論文
呢!” 王小姐這時已經疲力盡, 準備放棄。謝教授知道後在長途電話中與她禱告: “神阿, 你是在沙漠
中開江河, 在曠野裡開道路的神。求你幫助王小姐再在教授前蒙恩。” 感謝神, 祂再次施行奇事, 當
王小姐向教授辭行, 預備完了就坐飛機回國時, 教授沒有等她說話. 就說:”我已仔細看過你的論文, 你
寫的太好了, 我準備替你舉行口試了! 王小姐最後的成就, 成為這所以”研究及考學” 出名嚴格的愛
荷華愛荷華州立大學150年的” 神跡”------ 這的確是神所行的!
富斯德先生(Richard Foster) 在他所寫”Prayer”一書中說:” 禱告是進
入神家的一把鑰匙, 神深深期盼祂所揀選的新婦, 能明白祂的心意--------。
禱告使新婦的心與祂沒有縫隙。” 持守禱告, 不錯過與神相會時間, 常能
深深領受到聖靈的膏抹。康福晨禱會的弟兄姊妹使神的喜樂滿滿地澆灌
了他們。
禱告是一切事奉的基礎, 是領受正確異像不可或缺的行動, 是有效關
懷社區及擴張神帳幕的發電廠。曾有一基督徒在異像中見主問他以何表
達對祂的愛, 他向主說:”我常常為人代禱。” 主說:”你可以進到我的心
來!”-------- 主多麼喜悅人代禱。
謝教授盼望並鼓勵凡聽到見證者能多多參加禱告會, 或自己成
立禱告會, 以膝蓋來服事神。並實際去關懷別人的需要, 一起復興神
的教會。
筆者現已為光鹽社及其他需要者代禱。謝謝神, 謝謝謝淑惠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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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區活動
乳癌互助小组月聚會請來鄔珠瑩，為
大家演示範八式氣功，八段錦。並耐
心教授大家每個動作。最后，鄔老師
又帶領大家隨著幽美的音樂做起五行
健康操和贊美操。張仁美老師教大家
一起做瑜珈操。大家覺得既放鬆了心
情又活動了筋骨，很有意義。

義工王瑞淦示範按摩操
光鹽社2009年年終感恩餐會於12月5日，假恆豐銀
行12樓溫馨熱鬧舉行，有近200位來賓出席。現場
以DVD和印發flyer的形式回顧了過去一年來光鹽社
為休士頓社區所做的工作，並在現場為需要骨髓移
植的癌友進行骨髓捐贈登記。雖然一場雪使氣溫驟
降，但是我們感覺這裡是休士頓最溫暖的地方，因
為這裡瀰漫著感動、愛和真情。

光鹽社詩歌班在12月5日感恩餐會獻唱
光鹽社Connie参加了5月
14日由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 Houston 分會在
Galleria的Macy's舉办的
2009 Annual Pink Ribbon
Reception 并登台表演了
时装秀.由十几位乳癌健
存者和職業模特同臺表
演.

由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 組織 舉辦Photo
Voice 展覽會。展出的作品來自各個防癌協會
和組織共14幅，展出了由義工（光鹽社制作中
心主任）胡兆祖先生拍攝的關於光鹽社活動
及辦公室的四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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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乳房攝影
2009年光鹽社，文化中心、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及國家
乳癌組織聯合主辦三場為
55 位沒醫療保險或有保險但
自付額很高的低收入或沒收
入的婦女做免費乳房攝影檢
查。

光鹽社2009年的 「為休斯頓地區華人
癌友和有特殊需要的家庭募款」的慈
善音樂會，1月10日 (星期六)，晚上七
時，在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這場慈
善音樂會得到社區各界的支持, 有近六
百人出席. 表演者过百人.演出獲得極大
成功, 好評如潮. 很多來賓會后也給我
們很多鼓勵。

光鹽社多位義工們參加文化中心2009
新春園遊會。當日光鹽社與亞裔防癌
協會提供防癌資料，免費乳房攝影登
記和其他相關資料，當場也義賣小禮
品。

8 月8日，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第二十二屆休
土頓全僑健康日。光鹽社也設有櫃台，為大家提
供防癌資料及其他有關資料，我們還對來賓發放
防癌知識問卷表，大家積極填寫，並有小禮品贈
送。義工用模具為來賓女士們演示如何對乳房進
行自我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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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華人浸信會

光鹽社

GRAC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 Mission of Williams Trace Baptist Church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http://gracechinesebaptist.org
郭美德主任傳道

「用心、用愛、關懷社區」

榮譽顧問牧師梁德舜牧師

Pastor: Nora Kwok

Consulting Pastor: Rev. Peter Leong

主日學
主日崇拜
週三查經班
迦密團契
路加團契
恩典人查經茶座

上午八時半至九時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十時半
週三上午十時半至中午十二時
週五下午八時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週四下午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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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0 Town Park Drive, 258B,
Houston, TX 77036
Phone: 713-988-4724
Website網址: www.light-sal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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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Phone: 832-382-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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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秉 穎 律 師 事 務 所
Law Offices of Sung宋& Associates, P.C.

Stewart 產權公司

Fee Attorney

Fee Attorney for Stewart Title Company

貸款過戶

商業﹑住宅 產權保險
地產過戶
專業服務﹑誠信可靠
認真負責﹑收費合理

***
其它服務項目: 地產買賣, 過戶文件;
各式租約, 房地產相關合約; 貸款文
件; 工作簽證, 移民; 成立公司,

宋 秉 穎 律 師﹑法 學 博 士
AMY P. Y. SUNG
德 州､紐 約 律 師 執 照

生意買賣; 遺囑信託等

Tel: 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E-mail: 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 sunglawyer@yahoo.com

* 新地址: 10333 Richmond Avenue,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42 *
(Frost Bank 大樓內一樓)
Licens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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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l: 281-277-2953
Cell: 281-6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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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氏保險公司
田氏保險公司
十多年丰富經驗 、 服務熱忱 、 價格極優

Tel: 713-590-4666
汽車

房屋

退休

商業

人壽

工傷

健康

水災

風災

癌症

意外

重病

田莉芬

願神
保守 安慰
每位癌友及家人
Tammy Yang

歡迎上網查詢
歡迎上網查詢 www.tammyyang.com
• 最經濟划算的個人或團體健康保險計畫
• 最詳盡的報價服務, 讓您清楚了解内容之後，再作選擇
• 最大最頂尖的醫生和醫院體系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of
Texas, Aetna, Humana, CIGNA, UnitedHealthcare & more)

6100 Corporate Dr .#268, 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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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祿 大樓 二樓 ， 近 光鹽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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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鷹視學眼科中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chin Bao
see and soar like an eagle

Member American Optometric Association
Member Texas Optometric Association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營業時間 :
週一至週五 9 a m ~ 6 p m
診治各類眠疾 青光眼專執照 週六
9am~4pm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週日

公休

接 受 多 種 醫 療 保 險
及 視 力 保 險

附設各種名牌鏡框專櫃, 最新款式, 一年保修

Prada, Fendi, Dior, Gucci, Giorgio Armani, Silhouette, Juicy Couture, CK,

電 話 : 281-491-2199
Nike, Via Spica, Elizabeth Arden, Kate Spade, Elle, Jhan Barne, Locoste,
傳 真 : 281-491-2332
IZOD, OP, Fisher Price, Coach and Nautica, Thelia Girls, Timex....., Etc.
網 址 :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精通英語, 國語及台語, 略知粵語, 西班牙語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see and soar like an eagle

see and soar like an eagle

$100 off $75 off
when you purchase
a complete pair of
progressive
glasses.
not apply with any insurance
discount plans.
expired 3/31/2009

see and soar like an eagle

$50 off

for new ortho-K
contact lenses
fitting.

when you purchase
a complete pair of
bifocal or single
vision glasses.

not apply with any insurance
discount plans.
expired 3/31/2009

not apply with any insurance
discount plans.
expired 3/3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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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Collision Inc.

Tel: (281) 293-8399
The Best in the West


I-10 Katy Frwy



West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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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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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win

Beltway 8

Alief Clodine

Westpark
Synott



Eldridge

Hwy 6



Dairy Ashford

I-Car, ASE

Wilcrest

Richmond

13100 Westpark @ Synott, Houston, TX 77082
(

West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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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s Home Repairs
On all repair/Remodels
房屋裝修包括:
浴翻新及水電維修
籬笆換修及內外油漆
地板及磁磚換新
屋頂及牆壁換修
免費估價及收費合理
質量保證及信譽第一

電話號碼 : 281-750-1147

聯絡人: Steve Chen

E-Mail:
Stevechenindy@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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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 文心幼稚園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嬰兒至五歲兒童學前教育最理想的環境，雙語師資。
※ 青少年課 Youth Program
‧課後輔導：ESL 英語、電腦、美術、體育等。星期一至五 3:00PM~6:30PM。
‧夏 令 營：包括上課學習及戶外教學，星期一至星期五，7:30AM 至下午~6:30PM。
※ 中文學校 Language School and Leisure Learning
‧中文班：週六、週日上課—漢拼簡體字班，漢拼繁體字班，學前至十二年級，注音繁體
班，成人中文班，西班牙語，兒童日語。
‧英數班：SAT，ESL，小學至高中英語加強班；資優數學，幾何，代數，主人翁心算。
‧青少年社團：CYS (青少年聯誼社)，JA (青少年成就社) 。
‧青少年及成人健身，才藝班：籃球，桌球，Hip Hop，瑜珈，太極，國際標準舞，
文化特藝，手工美勞，摺紙，繪畫，棋藝，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室內體育館 (會員制)：提供籃球、乒乓球、羽毛球、元極舞、有氧舞蹈等等活動。
※ 成人教育 Adult Education
‧英文班：基礎英語、英語發音班、文法班、英語初級、中級會話、入籍準備班。
‧職業訓練 Job Training / Placement Service ( 文書、會計、電腦入門、求職輔導 )
代尋工作：祕書、簿記、電腦軟體或銀行操作員。
優良師資，收費合理，如符合美國政府低收入標準者，可申請助學金。
※ 年長助理就業輔導 Senior Community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
幫助 55 歲以上住在哈里斯郡低收入亞裔長輩找半職工作 。(SCSEP)
‧夏季電費補助 Comprehensiv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CEAP)
幫助 60 歲以上或殘障者之低收入家庭申請電費補助 。
‧幫助低收入戶節省能源的「房屋節約能源計劃」 (Agencies In Action )。
※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提供社區及福利諮詢，轉介服務，居家看護培訓，致力協助年長及新移民充實新知。
耆英養生班 ( Adult Day Program) - 會員制 (55 歲以上)：塑身健身操、太極、如意舞、瑜珈、
乒乓球、國標舞、卡拉 OK、養生餐教學、手工藝、編織、麻將、橋牌、健康講座、郊遊。
※ 其他服務
低收入戶免費報稅服務
§ 本中心獲得
美國聯合公益基金會( United Way)
聯邦、州政府、休士頓市政府 (City of Houston)
及其他多項基金贊助，提供社區綜合服務。

地址: Address: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Phone: (713) 271-6100
傳真: Fax: (713) 271-3713
網址: web: www.ccc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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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樂 牙 科
王天石醫師
新址：9788 CLAREWOOD #108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後，合源坊內）

洗牙，拔牙，補牙，根管治療，
牙冠，牙橋，義齒（假牙）
免費諮詢，當天可會診
周一至周六，早9：30 - 晚5：30
周日，中午1：00 - 晚6：00
可預約
TEL:713-272-9800
832-524-9693
210-535-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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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泉電腦網路公司
www.gracecomputer.tv

十多年經驗 年年更新 技術精深 多種語言 服務全面 公司稳定
網頁設計

Shopping cart 網上購物車, www.gcishopping.com
容易更新的網頁, 網上視頻, 網上產品目錄, 網上新聞
應用最新flash動畫及數據庫, 論壇, 博客, 電子書上網,
網址注冊, 網頁停泊, 信用卡服務,Visa, Master

軟體開發

開發客戶各類自動化操作軟體:
條碼軟體, 診所軟體, 酒店軟體, 零售批發,
網上进口商管理軟體, 網上培訓管理
生產管理軟體, 為一家美國500大企業節省了4/5的人力

監控系統

數碼錄影, , 白天黑夜24小时監控, 室內外均可使用,
摄像头圖像清晰, 系統高幀頻, 通過網路遥控,
提供安裝服务

持有德州安全局執照
收銀系統
電腦服務
Banner
Vinyl letters

餐館收銀軟體, 零售商軟體, 批發商軟體
條碼軟體等, 觸摸式屏幕
電腦維修升級, 清除病毒, 視窗修復重建, 中文手寫板
錄影帶轉成光碟, 攝影服務, 錄影製作, 編輯

設計印刷

電腦割字
帆部布條

電腦割字, 帆布字條,
公司制服、工作服, 工作帽
產品目錄, 名片, 廣告, 明信片, 贺卡 設計印刷,
郵寄服務

電腦教學

視窗, 軟體應用, 零售商軟體, 进口商管理軟體
防病毒軟件, 中文手寫板,
個別,集體,時間靈活
會議廳出租 投影設備齊全, 高速T1上網, 可容100人, 備有茶水區

目前客戶
專業認證
產品經銷

Coupon 優惠券
10% Off 優惠
網頁設計費

Exp.date 到期日 9-30-2010

美國500大企業 政府機購 教育部門 亞裔企業

info@gracecomputer.tv
Tel: 713-779-8444, 1-800-521-4426
6918 Corporate Dr., #A16, Houston, TX 77036
西南華埠, 精英廣場內

Mon - Fri: 9:00am - 6:00pm Sat.:10:00am - 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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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物理治療診所
林琬真

物理治療師
台大醫學院畢業
35年經驗
專治
骨科疾病復健
慢性肌肉疼痛
老人疾病復健

神經疾病復健
運動傷害

歷任:
Angleton Hospital,
West Houston Clinic,
Doctors On Wilcrest Clinic 物理治療主任

設備先進完善
最新電療 超音波 雷射 脊椎牽引 運動設備

頂好區
6100 Corporate Ste 375
周一三五 9-1

請電話預約

近糖城區
11589 Wilcrest
周一三五
1:30-5:30
周二四
9-4:30
周六
9:30-1200

(281)-575-8288

接受Medicare 工傷 Medicaid 一般PPO
70

STAR SNOW ICE
Tel: 713.988.8028
9188 - 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779.8886
9889 - 11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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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D
LLC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從區域到全球
化 經 驗, 策 略
為 財 富, 成 功

From Local to Global,
Convert Experience, Strategy
to Wealth, Success

➤

江桂芝

卡士迪

Mary K. Chiang

Daniel Castillo

CPA, CFP®

Board Certified, Tax Law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CPA

各 類 稅 局 查帳

➤

范鴻

Hong Phan
CPA and Certified
QuickBooks
ProAdvisor

電腦會計設立諮詢
Accounting System Set Up & Consultation

IRS Audit, Sales Tax Audit, etc.

(QuickBooks, Peachtree, etc.)

➤

員工福利稽查

➤

Employee Benefit Plan Audit
➤

Book Keeping, Compilation, Review and Audit

跨國財稅規劃申報

➤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 Preparation
➤

退休計劃設立完成
Retirement Planning & Implementation

商業計劃管理資訊

➤

Business Plan & Management Consultation
➤

報表編輯檢閱審計

財產規劃信託贈與
Estate Planning, Trusts & Gifting

公司設立證照申請

➤

Incorporation & License Application

商務諮詢投資理財
Business Consulting & Investment Planning

中 文 、英 文 、越 語 俱 通
English, Chinese, Vietnamese

9999 Bellaire Boulevard, Suite 900, Houston, Texas 77036
9th floor of the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恒 豐 銀 行 九 樓
Telephone: (713) 771-9646 Fax: (713) 771-0932
Email@CMCDL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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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遷
址 移

首都銀行


德州唯一股票上市華資銀行



服務休士頓社區超過 22 年



總資產達 16 億美元



各項存款、貸款服務，網路銀
行，滿足您的銀行需求

尊重生命
關懷人群

感謝您的參與和支持
生活中加點味道，
為生命點盞燈，
讓光與熱照亮週
遭！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252
Houston, Texas 77036
713-414-3556, 888-414-3556
www.metrobank-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