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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特殊兒親子福音營
台中榮中禮拜堂鍾素明傳道(汪媽媽)的事工- 張懷平

Ⅰ 簡介

輕聽”!!!

台中榮中禮拜堂專為特殊兒家庭，精心設計了親子福音

因著對他的改變大感驚訝，也充滿好奇，所以我找到潘老

營。他們從台灣各大學招聚來120多位富有生命力與愛心

師，尋求答案。原來這孩子曾住過精神病院，因打人，施

的基督徒大學生，並在營前透過寶貝班經驗充足的團隊及

暴，經常被拘禁，所以他的習慣性動作就是捲曲在角落不

特教博士，給予三天密集的特教知能及實務研習，學習以

停的揮動拳頭，有任何陌生人靠近，他就打上去。如今，

上帝的愛來愛寶貝們。

在充滿愛的安全環境中。他被輔導接納，就經常有”正常

有60幾個特殊家庭來到福音營，四天三夜中孩子們的活動

人”的行為表現出來了。

有：詩歌、故事、戲劇治療、節奏活動、室內外團康、大

我看見了主愛的能力--這孩子到了神的家中，他是可以學

地遊戲、美勞、讚美操……等有趣的活動。家長在安心的

習的，他是可以進步的。我對自己最初看到他時的”厭

將寶貝交給輔導哥哥、姐姐之後，除了有喘息的機會，更

惡”感到膚淺，對主的大能更加敬畏!

有溫馨交流，分享。為家長的課程很豐富使家長得以學習
及成長--講員在課程中分享生命故事、如何教養特殊孩子
與處理手足問題、與同心建造家園。
Ⅱ 營會見聞--四個愛的見證

之後，羅牧師告知，這孩子的父母也大受感動，並於當晚
在牧師的解說後，夫妻同時決志信主。

二、坐輪椅的大男孩
這次營會共有五個坐輪椅的重症兒。其中一位大男孩，在

一、打人的重症兒

某堂唱遊課，被輔導員推過我眼前時，他的”笑容”吸引

7月29日，六十幾個特殊家庭都抵達了日月潭青年中心的

了我，所以我時不時的就看看他的動向。

會場。 大部分的特殊兒都很安靜，看起來很乖。 忽然我

兩個輔導員輪流推他在大教室後半部及兩側空曠處到處走

看到有一小群人圍著的一個少年揮拳打到汪爸爸的鼻樑，

動。大哥哥輔導員將他推來推去，時快時慢的隨歌起”

眼鏡打掉了，少年繼續打向別人，兩位輔導試著控制他。

舞”，另一位是長的好漂亮的大姐姐，(從香港飛來參加

我立刻快步往相反的方向走開，心中很不以為然- - 這麼嚴

服事)，一邊唱歌，一邊幫大男孩舉起手隨節拍揮動。時

重的暴力，他父母還送他來!難道不怕他打傷別家的孩子

不時的摸摸孩子的頭。當大男孩習慣性的低頭去撞自己的

嗎? 責任谁負?

膝蓋時，大姐姐就將他垂下的頭抱起來，並貼貼臉。

次日，在美勞課時，我注意到輔導員帶他坐在最後面的地

次日， 在休息的時段，汪爸爸和兩個輔導將大男孩細弱

板上，他很平靜，只是右手一直上下搖動著。第三天，別

的雙腳放到地上，慢慢訓練他坐著

的孩子們唱詩歌時，他也會跟著大聲的唱，右手還是搖搖
搖。我對他的改進產生了興趣，所以時不時的就朝他的方

“走路”;先練前進，接著後退。過了一陣，我就看見大
男孩，穿著黑色塑膠鞋的雙腳，不用別人攙扶，又前進，

向看看。有一次，居然看到他站著唱”海浪滔滔”，邊唱邊

又後退，不停的"玩”，非常自得其樂! 我感到時空交錯
與身旁5位輔導輪流用雙手擊掌，高興的樂乎樂乎!!我驚訝 了， 我好像是當年的會眾，見到彼得幫助瘸子走路，…
的看著他的”人”的樣式。 一首唱完，又唱一首，居然是”輕 真的太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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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特殊兒親子福音營
三、電梯兒
也是在7月29日下午,當特殊兒上了第一堂課,中間休息時,
我們去洗手間,路過電梯時,看見電梯的門是開的。一個孩
子在裡面又跳又喊,兩個輔導員站在電梯門口,情景有點怪
異,但我沒有特別去注意。
次日美勞課時, 潘老師叫我觀看隔壁桌的一個小男孩,我

看了一陣,見他表現很好,跟著輔導乖乖的在貼五餅二魚的
拼圖。潘老師於是告訴我,這小男孩昨日剛到時,坐不住,
且特愛電梯,兩堂課他總共跑到電梯20多次。 我猛然想起
昨日的畫面。
這些輔導員全都是基督徒。來自台灣各大學,其中有很多

著,”紅”,”黃”兩個音發的很好了,”藍”差一點,”
色”,”車”,”的"都發成我聽不懂的音,可是,都沒關係,
一點沒有阻攔他說出這些覽車的熱情。有了好的開始,我
們後續的機會教育就擴展,我們三個一起去看水池裡的魚,
教他說出他喜歡的顏色,一起去蝴蝶園…。在有趣的環境
中,他很配合的 學習。

營會最後一天,他們要提早離開。 桓桓的爸爸10點要開車
來帶他們去墾丁去玩玩。我和姊姊陪著他們,照相留影。
午飯時,有一位工作人員送來一張卡片,中間鑲的居然是10
點照的相片,背面是桓桓的媽媽 美如所寫的 – {婆婆,
很感謝您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分享您的愛,雖然桓桓 不擅於
表達,但您的心意他一定點滴在心頭……}。我很感動!接

是特殊教育系的。這次經過營會前3天密集訓練,愛心都激 著,那位工作人員繼續說, 桓桓的媽媽要告訴婆婆, 美如
發出來。看這活生生的見證- -輔導員用天國的規格來接待

昨晚已決志信主。 一陣陣的暖流沖上來,包圍著我。 我

著特殊兒,不厭其煩的跟著跑電梯,接納特殊兒奇怪的舉

是有一些努力,而 神 把全局串聯起來,超乎我的想像!

止,最終贏得小男孩的信任,願意合作,願意接受引導。 小
男孩平靜後有很好的學習,得以成長! 他們真的需要有人
給他機會啊!
四、不說話的自閉症兒
桓桓是個10歲的小男孩,長相斯文,情緒穩定,他很安靜,因
為他無口語能力,患的是重度自閉症。因為我是去觀摩的,
所以也參予輔導。 桓桓就由特教系的林佳樺和我共同輔
導。在孩子還沒到營會之前, 我就和佳樺分析我們要服務
的特兒,決定我就扮演婆婆,盡量的愛他,去建立關係; 佳

樺就扮演姊姊,隨時陪伴他,協助他完成課堂的活動。

Ⅲ 福音營給我的教導
特殊兒以往被人們直呼為"殘障兒",他們通常是被社會所
拒絕或輕視的。但當他們來到了教會—神的家,最有愛心
的地方,就能夠被接納了。
我們需用愛心與耐心來接待他們。因為他們長期的孤寂,
沒有朋友,對外人的態度就是害怕與防衛。所以我們還得
學習才能與他們做朋友--因為特殊兒是不會或不擅於"自我
控制"的,所以我們要效法耶穌的愛,運用智慧才能贏得他
們的信任,才得以建立關係。 一旦成了他們的朋友,才能
影響他們,引導他們。 一步一步的嘗試,若見到一點點進

我們的策略執行的很成功。 桓桓很快就全然接受了我們,

步,就是他成功的改變了一點。 再嘗試,再努力,他的生命

很樂意配合所有的活動和教導。我就實行"機會教育”,訓

可能產生明顯的改變。 這項事工需要我們不斷的付出愛

練他開口說話。第二天,我們在休息時發現大門外有一個

心,甚至受傷。要知道,我們所付出的雖有限,但已經變成

位置是觀看日月潭纜車的絕妙地點。所以, 姊姊, 桓桓和

他們的全部! 因著我們對他們的接納與信心,他們也願意

婆婆就望著右邊大樹梢所空出的一小片藍天白雲,一部往

把生命中善良的,有能力的一面呈現出來。

上行的紅覽車出現了,我和姊姊就大聲說”紅色”又有一
藍車往下行,我們就喊”藍色”, 桓桓對這來來往往的彩
色覽車太著迷了,不但跟著喊,而且還有肢體語言,喊著喊

這項事工不易,我們必須禱告求神來帶領,由神來掌管。我
們把特殊兒帶到神面前教他們簡短的禱告,與上帝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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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盐社东南分社月报告

2015年特殊兒親子福音營
因為他們的各式各樣的殘障並不會帶來靈裡的殘缺,他們
的靈是純真的,是主所看重的!!一當他們能體會到神的愛,

袁昶黎

1. 起初..

在心中能夠承接到由聖靈所賜下的愛,豐豐滿滿的愛,他們

“基督徒光鹽社東南分社今天成立了!” 藉著健康

就看見了天堂。

日,2015/4/25在明湖中國教會的舉行, 大家興高彩烈地

這次營會中教唱一首歌,名叫 “眼中的

迎接這一偉大時刻的到來!

天堂”,副歌的歌詞特別令我感動—

隨著恩雨滂沱降下,滋潤大地, 耶
和華祝福滿滿, 先由社長潘明博士

願你在這個世界上喜樂多於哀傷,
願你有上帝的力量度過掙扎和徬徨,
願你身邊的每個人都感到神愛的光芒,
盼望著未來心中有天堂。

致贈賀詞及介紹孫紅濱總幹事與義
工群, 明湖長執會華向明主席歡迎
大家,及 袁昶黎長老作感恩祈祷
後,健康日健檢, 諮詢, 講座全面

Ⅳ 結語

展開進行。”你們是世上的鹽。..
汪媽媽家庭遭遇的真實分享與他們全家
分享愛而發展出的寶貝班,以及11年來的特殊家庭親子福

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
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

音營這些事工，深深牽動我的心。營會中所目睹特殊兒的

們在天上的父。” 耶穌的登山寶訓言猶在耳,18年前光鹽
變化,使我的視野被 神 打開了---我要效法神的愛和眼光看 社成立的鲜明異象歷歷在目.. 東南分社跨越教會, 與地
待我的弱智兒 以及其他殘障的特殊兒! 我們也打算要努
方教會合作, 聯合基督徒反射耶穌真光,作鹽調味防腐,關
力,成立一個特殊的周日工作坊,陪伴他們快樂成長及進

懷 服務及傳福音給社區大眾。

步。我相信這些孩子會是很深的祝福，使我們的生命都能
發出更多的光彩──求神引導及賜福給這項愛的事工。
最後,讓我邀請閱讀此文的您再次思想馬太福音25章35到
40節的含意--

2. 哭有時.. 哀慟有時..
A.“长老,照片上的年轻人是四川人小熊，不久前在我们教
会受洗，前日中风今天下午在中国城附近归天.2015.7.7.
農高熱忱幫助老鄉, 求告無門.. 光鹽社責無旁貸,” 立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馬” 披掛上陣, 帶著明湖教會的慈惠救急基金, 與何、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兄在西南任大廚, 年方40, 孰料熱水沖澡, 中風昏倒, 送

義人就回答說：主阿，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
渴了給你喝。

袁長老, 何、及劉弟兄安排7月13日安息追思禮拜, 向在

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

代表光鹽社致詞及全程免費錄影。四川老家父母家人通過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
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許朝輝弟兄直奔西南, 安慰熊澤剛弟兄太太莫姐妹。熊弟
醫住院數天未醒, 繼而息勞歸主。藉著光鹽社協助,明湖
場30多位川系大廚作耶穌之見證, 安慰親友。胡兆祖弟兄
視訊觀禮。白髮人送黑髮人, 情何以堪.. 但神的話語與
永恆的盼望似熨斗似燙平心中的皺紋。之後莫姐妹為先夫
銀行保險箱事宜也煩歐陽律師相助, 直謝大家雪中送炭,

願主的祝福臨到您和您全家!

感激萬分! 榮歸我主!

4

5

B. 有位遠嫁來鹿園,Deer Park 郎先生14年的北京許京

與主契合 罹病亦能十分平安

女士突然遇見丈夫心肌梗塞。由於平日深居簡出, 言語不

節錄 8/17/15 李論心靈加油站廣播

通, 頓失所依, 不知所措, 求告曾來明湖中國教會數次認識

高唐萬千整理

的李木蘭姐妹。光鹽社本著耶穌十架大愛, 差派袁長老車
載李, 及蕭邦文姐妹於7月14日前往退伍軍人紀念墓園作
安息禮拜祷告, 安慰親友, 傳講信耶穌得永生的信息。許京 基督徒遇到生病應否看醫生? 還是一心求主醫治? 耶穌在
世活了三十六歲多, 聖經沒有記載祂有否患病, 似乎沒有

女士於教會禮拜決志歸主, 感謝讚美神!

去看過病 ;所以我們生病要否看醫生, 會內心有掙扎.不

3.笑有時..

去看怕病更嚴重? 去看會不 會讓神不喜歡?

8月14日晚上7點鐘, 陳康元醫師與王琳博士賢伉儷早已風 我們應先釐清患病甚至死亡的根源何在? 神初造人並沒叫
塵樸樸,衝冒溽暑, 開車來到明湖。他們專一事奉神, 數十

人:老,病,死. 可惜人不願遵守祂矚咐,當吃了善惡樹的果

年如一日, 雖然蘆葦幾經疾風,仍然不屈不撓, 熱誠萬分, 到 子, 人的本質產生了變化,雖沒有馬上死,但當夜身體就感
到不能抵禦涼風, 需以樹葉遮蓋自己; 並怕聽到神的聲音
處為神出口, 作福音預工及傳講福音。光鹽社從創立迄今,
 這就是"罪" 進入人類的身體 , 從此產生了死.
陳醫師一直擔任顧問, 而王琳博士除了擔任創社理事, 還曾
("罪的工價乃是死": 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
任理事長。講員介紹完後，我請到場舒濟仁創社理事, 及
明湖代行牧會的郭子賢長老一同上台合照, 殊為珍貴。專 創造主不願最愛的被造人類就此終結, 乃甘願犧牲自己,
題”強身健体及癌症預防” 由兩位名嘴道來, 格外入耳進
心。從內心喜樂, 運動, 睡眠, 生理環境, 到維生營養之五

以獨生子耶穌取了人的樣式 來到世間, 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們死, 把我們從死亡與疾病中救出來. ("他被掛在
木頭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已在罪上死, 就

大要點健身。由癌细胞微觀分析至抗癌机制之暸解。還提

得 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因他受的

供養生食品,健康生活習慣之實例與津貼。”上帝賜予豐

刑罰 我們得了平安彼 得前書二章二四節至二五節)

盛生命, 但為人發現的仍很有限。” 勉勵大家每天想三件
快樂事,-- 喜樂的心是良藥!

美國有一位王師母發現罹患子宮頸癌時, 小的孩子才兩
歲, 心中極為憂傷. 為不想給周圍的人重擔, 並不告訴
人. 她祇時時禱告, 有天他獨自在辦公室, 向主說:" 主

4. 9月活動預告---

阿, 像我現在這樣憂愁; 沒有病死 ,會因憂愁而死了 能
“特殊兒童之認知與經驗分享” 由葉張懷平姐妹及柴宏

否賜我心中有平安?" 當她禱告完, 立即感到有一股暖流

小兒精神科醫師主講，薛玉姐妹回應。於9/18, 週五晚7

發自胸臆,慢慢上下流至全身, 像一個蠶繭包裹她全身.自

點, 明湖中國教會舉行, 歡迎參加!

此, "憂愁"離她而去了.十年後, 她又發現遺傳性的腎贓
病, 使她必須一直去洗腎.王師母求問神說:"我知道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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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我, 但我要求您的旨意; 若您要醫治我來榮耀您,

當然是好; 但若您要以我的洗腎來榮耀您, 我也願意."
禱告完, 師母發現在她眼前出現一連串像跑馬燈似的話
語說:" 病得醫治以榮耀我的已太多了!" 王師母洗腎至今
已十年,人見到她容 光煥發, 都說看不出她是一個要洗腎
的人.
基督徒的身體是"神的殿", 是必須保養顧惜的; 但她更有
耶穌作其主宰.去看病先, 若懂的問一問主, 豈不是很大的
福氣? 若沒有充分信心, 去看醫生,亦並非犯罪. 醫生, 醫藥
也是神所賜的. 主要能時時連於祂,那我們的心即 使一直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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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對今日華人的意義何在? “吃中國飯?" “交朋

潔. '眼藥' 指天天時時蒙主光照,行在光明,做一個合神

友?""享受詩歌?”還是"為能交換所經歷, 所認識主的愛,

心意的基督徒雖要付代價, 但與同行的喜樂, 與今生與來

並彼此以主的愛來服事.”

世的獎賞是值得的. 願我們一起努力, 遵行的囑咐, 你必

初代教會記載著: “他們恆心遵守主道, 存歡喜誠實的心
用飯----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祂們----

實踐教會生活必能得勝

能得勝!

成年特殊兒“光鹽成長園地”即將開幕, 名
額有限, 報名從速!!

節錄 8/10/15 戴禮約牧師心靈加油站廣播
本中心秉持著用愛心和知識來服務特殊需要家庭的宗旨,

高唐萬千整理

將開辦已成年的特殊兒繼續學習,自我充實並燃亮生命的
課程. 成長園地從2015年9月18日起開課, 第一期先推出

(使徒行傳二章四十二節至四十七節)

每周一天的活動,內容包括--溝通,社交, 生活,體育等訓練
教會是一個活的共同體, 是基督在地上

課程, 以及音樂,藝術和親子手工班等. 2016年起計畫陸

彰顯 "神身體"的地方 (以坲所書四章

續推出更貼切的發展課程 ;如:園藝課,電影欣賞,讀書會,

十二節). 教會未達到各肢體盡其功能,

社區活動,以及職能訓練.

教會在地上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故此
保羅敦囑基督徒必須每日讀聖經來認識神, 不住禱告敬拜

上課日期: 2015 年 第一期—9月18日—12月30日,逢周

讚美祂, 並不可停止聚會以連與其他基督徒.

五,感恩、聖誕節休假,2016 年 第二期—1月18日起.

主耶穌在啟示錄中, 誇讚那照他囑咐行的教會謂:”你既遵
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

上課時間: 9:30 AM—2:00 PM
費

用: [第一期]免費, 午餐自備

[第二期]低價收費, 詳情另行公布

去你的試煉. 我必快來,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

額: 10-15人

你的冠冕. , 我要叫他在我殿中作柱子. 他也必不再從那

名

裏出去.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並我的新名,都

招生對象: 特殊需要的孩子,19 歲以上

寫在他上面---" (啟示錄三章十至十二節)

報名截止: 2015年9月15日

主耶穌在啟示錄另一處警戒那垂危的教會: --你說: “我是

報名/查詢: 光鹽設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富足, 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你是那困苦可

地

址: 9800 Town Park Drive, Suite 255,

憐, 貧窮, 瞎眼,赤身的.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 叫

Houston,TX 77036

你富足, 又買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

電 話: 713-988-4724

眼藥擦你的眼睛.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 所以

電 郵: lsahouston@gmail.com

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 看哪! 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有聽
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席. 得勝的,
就如我得了勝, 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樣. 靈向眾教
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啟示錄三章十七節
至二十二節)
‘火煉的金子’ 指ㄧ個真正要想達到主標準的基督徒, 他的
人生歷練 必須是願像主一樣, 為愛人而甘願奉獻; 每日
讀經禱告, 聚會, 做一切主要祂做的.

'白衣' 主要求基

督徒活出的生命, 也是有別與今日墮落世界的, 不沾染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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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的 智 慧

華人聖經教會與光鹽社於9月12日

節錄 8/3/15 戴禮約牧師心靈加油站廣播

舉辦「健康日」

高唐萬千整理

華人聖經教會與光鹽社籌備多時的「健康日」，訂9月12
日（週六）上午10時至下午2時舉行，地點在華人聖經教

世上最有效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出自藉由神來的智慧,

會，屆時將提供社區各界人士免費醫療諮詢、營養諮

如拿單以"富豪搶奪貧戶的羊" 進諫大衛王之例.

詢、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Medicaid 及CHIP等保險申請諮
詢，健康篩檢、流感疫苗注射、C型肝炎及大腸癌篩檢等

人與人之間有效的溝通,亦須因時,地,環境之不同而制宜.

服務。

美國有一笑話,說有ㄧ華人家庭,孩子向媽媽說: "我要去
走狗了!"媽大為不解.原來孩子把遛狗逐字譯成中文,才變

健康日將由心臟科豐建偉醫師、腎臟科謝春醫師、內科趙

成這樣說話.同一個家庭尚且因語言背景不同有如此差異,

耿偉醫師、眼科陳卓醫師、牙科劉興坤醫師及張朝慧中醫

我們與不同文化背景.社會背景.宗教背景的人士交往,更

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及專業營養師李曉芸、譚黃瑋提

需彼此有膫解與接納.

供營養諮詢。

一般基督徒熱心傳福音必須注意:對與自己信仰不同的人

此外，健康日設有護理站，將替民眾量測身高、體重、

士交談時,不加以否定,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對方身上

BMI， CHRISTUS Health 提供血壓、血糖及膽固醇量測，

不試圖說服對方.不因自己的控制慾,面子問題強迫對方接

City of Houston提供免費大腸癌篩檢，另外St. Luke醫院提

受,否則有極大反效果 這極具破壞性.

供C型肝炎篩檢及Walgreen提供流感疫苗等服務。同時提
供乳癌篩檢及子宮頸抹片檢查登記，乳癌篩檢請事先到光

在美國看重個人的隱私講究"彼此尊重",交談時須讓對方

鹽社辦公室登記報名，子宮頸抹片檢查日期非當日，報名

感到被尊重. 若一次溝不通,不妨暫且放下等下次有機會.

後會再另行通知檢查日期。另外MD Anderson, South Tex-

若在家中與自家青少年交談,也以"與朋友式"為宜,不讓自

as Dental及UT Physicians 也會到場擺攤提供民眾諮詢服

己的情緒來破壞彼此尊重.

務。

要做到以上原則,單靠自己的決心是做不到的. 基督徒傳

這項健康日活動免費參加，藉此宣導社區人士注意自我健

福音前必先在父神面前求祂給你一顆真誠愛人的心, 先禱

康維護及早期篩檢的重要性。大多數服務項目皆採用現場

告,才能讓祂賜您智慧,如何遵祂的旨意而行.所以我們每

掛號登記方式，掛滿為止。華人聖經教會地址: 6025

清晨必先讀祂的話語,祂是每日賜新恩典的神,不要靠你過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往的經驗或知識.與人溝通,先傾聽神與人說話就能達到有
其他相關詢問請電洽光鹽社(713) 988-4724。

效溝通. 祝您成功!

光鹽社專題講座/免疫療法治癌症

光鹽社專題講座 / 透過飲食與

靠譜嗎？: 黃 璐 博士 08 / 08 /
2015

營養防癌 : 彭廣醫師 8/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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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The printing of Light and Salt monthly newsletter is
supported by Cancer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xas, Houston Affiliate of 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 Thanks for their support!
「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
也當照在人前，叫人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 5:13-16）
光鹽社為政府註冊之501(c)(3)非營利組織，期望藉
由結合一群華人及社區資源，不分宗派，不分族
群，本著聖經教導基督徒應做世人的光和鹽為原
則，關懷並服務大休士頓地區極需幫助的人。
光鹽社辦公室：
電話： (713) 988-4724 網址： www.light-salt.org
中國癌友專網： http://light-salt-cancer-care.org
E-mail ： lsahouston@gmail.com 地址：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Facebook ：光鹽社 Light & Salt Association
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一至週五
光鹽社西北辦事處： 13130 Perry Road, Houston, TX
77070 電話： (281) 506-0229
光鹽社東南辦事處: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X 77598
電話:(281) 338-1929

1.光鹽社癌友關懷網
 專題講座及一般互助小組（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六下午 2-4 時）
 乳癌互助小組（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2-4 時)
 電話諮詢及後續關懷、關懷探訪
 免費假髮、帽子、義乳、營養諮詢
 免費中英文癌症資訊及書籍、DVD
 病患協助、福利申請及資源轉介
 交通接送、中英文就醫及資訊翻譯
 免費乳房攝影（限低收入和無保險者）

2.光鹽福音廣播網（請由 www.light-salt.org 或 http://
fly1320.webnode.com 網上收聽）

 心靈加油站（每週一 9:30-10:00am, AM 1050）
 粵語廣播網（每週一至五 3:00-3:30pm, AM 1050）
3.光鹽健康園地
 ITV 55.5（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二,7:30-8:30 pm）
4.光鹽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www.lightsaltsncc.org）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每月第三個週六 11:30 am 到 2:00 pm）
5.冬衣捐贈、長輩關懷、月訊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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