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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和家人聖誕佳節和新年愉快！
顧問

陳康元 王禮聖 沈彥偉
袁昶黎 黃嘉生 劉如峰

江桂芝
理事長

鄧福真

副理事長

錢正民

總幹事

孫紅濱

慈善音樂會」，音樂會節目內容、時間和地點，請参閱

財務

葛 芊

第二頁，音樂會募得款項全數用于協助休土頓地區癌友和

理事

孫威令 劉海珊 朱法山

一月份癌症講痤和乳癌互助小組聚會暫停，二月份恢復正
常。我們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撥允來參加「光鹽社 2009 年

劉佳嘉 葛 芊 郭穎

有特殊需要的家庭，請您繼續支持與鼓勵，因您的支持與
贊助,光鹽社才能繼續提供免費服務給需耍幫助的人。

光鹽社廣播節目-心靈加油站

韓 雯 曹 松 劉會緣

李輔仁
製作中心主任 胡兆祖
行政助理

林麗媛 王瑞淦 孫琪

癌友關懷

唐萬千 鄧福真 廖喜梅
劉佳嘉 韓 雯

錢正民
黃惠蘭 盧麗民 黃玉玲

每週三8:30-9:00am. 於AM 1180 播出 或上網
http://www.scdaily.com/radio/station.htm
主持人:江桂芝,孫威令

蘇韻珊
福音廣播

１月７日

梁德舜牧師 — 新年新氣象

１月14日

李育羣師母 — 領我親近祢

陳莉莉 江桂芝 孫威令

李淑美 唐萬千
冷國總

特殊關懷

曹松 曹王懿 謝美華

彭灼西 劉山川
財務委員會 孫威令 葛 芊

１月21日

陳蓮香女士 — 福音証主四川植苗計劃

１月2７日

李秋霖牧師 — 德州浸聯會宣教事工

審計委員會 江桂芝 劉海珊 朱法山

移民資詢

沈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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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福真

10月份光鹽社癌症講座後記

鄧福真

光鹽社慈善音樂會

為不妨礙表演的進行, 八歲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孫鐵漢先生

地點: 曉士頓中國教會-10305 S. Main, Houston, TX 77025 電話: 713 663 7550
協辦: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台 何處覓小館 周潔徐利舞蹈學校
美南山東同鄉會
曉士頓中國教會

美齊女士

奧斯汀龍吟合唱團
奧斯汀男聲四重唱
曉士頓中國教會詩班
鋼琴獨奏 - John He
二胡獨奏 - 李奇女士
女高音獨唱 - 毛欣女士
大提琴獨奏 - 吳菁芳女士
舞蹈 - 周潔 徐利舞蹈學校
CounterPoint Music Group
Houston Children's Chorus
音樂劇:愛的奉獻-虞曉梅 胡範等

主持人

二零零九年一月十日 (星期六) 晚上七點正
為休士頓地區華人癌友，特殊需要家庭及社區關懷基金募款

售票處:
光鹽社 713-988-4724
何處覓小館 713-995-0343
長城書局 281-731-7310
票價：$20, $50, $100

光鹽社是政府注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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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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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與贊助,光鹽社才能
繼續提供免費服務給需耍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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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餐會摘要

孫紅濱

光鹽社 2008 年年終感恩餐會於 12 月 6 日假恆豐銀行 12 樓
癌友譚黃瑋和卓碧玲, 特殊兒童家長彭灼西分享了他們生命
溫馨熱鬧舉行. 有近 170 位來賓出席. 上午 11 點人們陸續來到,
的故事. 他們雖經歷了人生的苦難,但他們得到了更多的愛,付出更
彼此熱情地打招呼, 歡聲笑語不絕於耳. 由光鹽社理事們親自服務 多的愛,更堅強, 生命更豐盛.與會者為他們曾經的痛苦而流淚,為
為來賓分發午餐. 陳康元醫生和王琳博土夫婦也特別準備了蛋糕與大 他們一路走來付出的艱辛而感動,也為他們美好的現在而喜悅. 特
家分享。冬日的陽光透過大廳整面的玻璃窗照進來, 我們感覺這
殊關懷中心的孩子們為大家表演了手鈴.從他們身上看到愛的力
裡是休士頓最溫暖的地方,不僅僅因為滿室的陽光,更是彌漫在這 量, 家長, 義工和社會為他們付出的愛, 使這些孩子們不斷創造奇
裡的愛, 和真情.
跡.
餐會由光鹽社特殊關懷中心義工劉山川主持, 李輔仁牧師帶
感恩餐會在<讓愛走動>的歌聲中劃下句點. 光鹽社是個愛的
領感恩禱告.我們光鹽社這一年充滿了神的恩典與祝福, 我們為此 集體, 在這裡我們讓愛走動, 把從神而來的愛帶到需要的地方,也
希望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愛與支持. 讓我們彼此互相扶持,過好每一
獻上感恩. 也願神賜平安和盼望給所有的人.
天. 相約明年見.
光鹽社理事長鄧福真首先介紹來賓,致歡迎詞. 接著以 DVD 回
顧過去一年光鹽社為休士頓社區所做的工作. 並展望 2009 年,與 義工名單
大家一同籌劃光鹽社的未來. 總幹事孫紅濱衷心感謝社區所有社
蔡新
曹鬆
曹王懿
陳莉莉
陳培基 程立慧
團, 機構,教會,商家及各界善心人士對光鹽社的支持和參與.也感
鄧福真 葛芊
高唐萬千
郭思怡
郭穎
韓雯
謝所有的來賓,您的出席就是對光鹽社的支持和肯定. 我們特別感
胡兆祖 黃惠蘭
黃玉玲
Alice Hsu 江桂芝 蔣紹良
謝那些捐贈者, 藉著你們的鼓勵與贊助, 光鹽社才能繼續提供免費
金俊平 冷國總 李惠明
李瑞萍
李淑美 梁熙正
服務給需要的人. 感謝所有的義工和歷任理事們,你們不辭辛苦,
廖述蘭 廖喜梅 林秉璋
林恩
林麗媛 林天娜
不記名利, 不圖回報, 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為社區做了很多有
林秀蘭
劉鋼英 劉會緣
劉佳嘉
劉茹
劉山川
意義的工作, 因為你們的辛勤付出, 才有光鹽社的今天.
盧麗民 潘雪琴 彭灼西
錢正民
蘇森源 蘇韻珊
義工王瑞淦分享了他做義工的心路歷程,他本已退休,但不辭辛苦
孫紅濱 孫琪
孫威令
王靜賢
王瑞淦 巫秀妹
搭幾個鐘頭的公車來做義工,在服務社區中找到生活的重心,生命的價
謝美華 解雁
謝英蘭
楊錦雲 余惠菁 余仲蘭
值. 每天的生活更充實,滿心喜樂.心靈加油站節目主持人陳莉莉, 光
朱法山
鹽社網站設計人 Alice Hsu,犧牲周末休息時間為休士頓華人社區
帶來豐富的精神食糧,也讓更多人藉著廣播和網站認識光鹽社.慈
善音樂會總策劃人劉會緣為籌劃音樂會和募款盡心盡力, 有朋友
說看到劉會緣為光鹽社的工作如此付出很感動.也願意盡一己之
力.胡兆祖和林麗媛這一年中擔負了絕大部分的癌友交通接送任
務. 不論寒暑, 不分早晚, 無怨無悔. 胡兆祖每次活動必到, 錄像拍
照, 為光鹽社留下寶貴的資料和感人的場面.袁潘雪琴伯母為年刊
制作貢獻心力和才華, 有時工作至深夜, 直到滿意為止. 李惠明做
了大量的中文打字和校稿的工作, 認真負責, 及時准確. 鄧福真雖
然家住的最遠, 但是義工時數最多的, 每個癌友都得到她全心的關
懷.她憑著對光鹽社的滿腔熱忱和責任感, 也憑著超人的毅力和決
心, 帶領義工們為社區作光作鹽.我們無法一一列舉, 在此向所有
義工致以敬意.
今年的三位抗癌勇士是吳師摩, 沈龍珠和譚黃瑋. 吳師摩罹癌
近二十年了,其間多次復發, 他認為他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始終
樂觀面對.每次參加癌友聚會他都幫忙擺桌椅, 和太太一起准備點
心與癌友共享,示范自編的健身操,由太太伴奏唱詩贊美神.他的臉
上永遠挂者微笑.充滿活力, 充滿喜樂.使周圍的人都受到感染. 沈
龍珠在治療中雖然很辛苦,但還是親力親為照顧中風的丈夫, 不忍
假手他人,感覺好些的時候都自己開車不願麻煩別人,在病中還關
心朋友, 把朋友的事放在心上, 主動幫助別人.妹妹來探望她,她鼓
勵妹妹到光鹽社做義工. 譚黃瑋靠著神的恩典走過死陰幽谷, 活出
生命的光彩, 加入義工行列, 成為他人的祝福.他們是真正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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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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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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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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死蔭幽谷
李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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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八月期間，我和丈夫及小女兒去紐約探訪大女

身為臺灣第一位的骨科女醫師，我一向給人身體強壯、體
兒。她剛剛大學畢業，在紐約市找到一份工作。我們也探訪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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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沒見的姪兒及第一次見面的姪孫女（一歲半）。雖然有點累， 病，病這麼久，病這麼多器官，最後還診斷出得癌症！加上先天
但很享受這個難得與親人相聚的時間。在過去一年，我都感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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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很容易累，容顏憔悴，晚上又睡得不好。但我每年都有做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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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驗血報告說我有輕微類風濕，所以我都不以為意。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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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我照常去做每年一次的乳房攝影(Mammogram)。到了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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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中，我才接到護士的電話，叫我再做一次 Mammogram，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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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發現有鈣化。在十月中，又告訴我要做 Needle Biopsy。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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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以前曾經試過做乳房切片，結果是良性，所以這次我都不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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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我最記得在感恩節前兩天，醫生親自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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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癌，並介紹手術醫生給我；醫生還問我有沒有什麼問題，我卻 恩典。
啞口無言。只是我聽了這個消息，有如晴天霹靂；我一向飲食都
很健康，家庭沒有癌症歷史，怎會是我？
但感謝神，當我感到憂慮，對乳癌的認識又不多，不知
如何是好時，我卻想起教會的一位姊妹，她也是乳癌生還者；我
立即打電話給她，她教我上網找資料。在網上得知乳癌是分好幾
種，並教我怎樣向醫生問問題。我的乳癌是屬於(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侵略性導管癌。手術醫生提議我做
(Mastectomy)整個乳房切除手術，並會先切二粒附近的淋巴
(Sentinel Lymph Nodes)，看看癌細胞有沒有擴散。幸好結
果是沒有擴散，我的癌細胞又是 0.5 公分，屬於第一期，不過
Her-2 neu 是陽性，並且是第三級(Grade 3)，是侵略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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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了 3 月 23 日我自覺情況有點嚴重，早上到急診掛號，在

很感謝教會裡的弟兄姊妹，當我告訴他們我患了乳癌，他們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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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祈禱，很關懷我，並探訪我，送食物給我，也介紹在 M.D.
Anderson 的腫瘤科醫生給我。這位醫生提議我做 6 次化療
(Chemotherapy)，32 次電療(Radiation)，及一年的
Herceptin，防止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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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基督徒，但遇到困難，我也有軟弱的時候。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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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我第一次參加光鹽社的講座，認識了幾位姊妹（主內）她們很 菌。由於此菌種為低毒性菌，盤尼希林即可有效的殺菌，四個星
關心我，打電話問候我，我即將做手術前幾天，心中很憂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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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姊妹告訴我要記住，耶穌會抱著我入手術室，而外面會有很 第二天，資深醫師迴診，見面第一句話就說：「你很幸運，大約
多羊群為我祈禱。她提醒了我，只需要全心交託給主，祂會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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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雖然經歷了手術及化療、電療，但我沒有經歷很嚴重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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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因為神知道我可以承受多少痛苦。我很喜歡聖經裡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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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篇 1 ～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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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不至缺乏；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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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領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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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使我的靈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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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路。我雖然行過死蔭的幽谷，也不怕遭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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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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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你的恩典夠我用。

危險性和可能的後果，心中的恐慌和驚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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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外子生在一個佛教家庭，從小就會背心經，一有不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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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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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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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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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也出現紅疹，確定是藥物過敏，換抗生素治療，病情也穩定
不齊全，許多句子都錯亂倒置，而且每晚噩夢連連，無法成眠。 下來。如此又過了兩週，週末時，我又開始寒顫和發高燒。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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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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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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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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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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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道癌尤其是大腸癌有相當高關連性，仍堅持發燒有可能是腫瘤
強調「看見了才相信」。對於所謂的「信，然後你就會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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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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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了大腸直腸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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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下午兩點左右，有人敲病房的門，外子一開門，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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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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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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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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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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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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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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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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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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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樂，我再說，你們要喜樂。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 腸造口術(俗稱人工肛門)，以防範吻合處的泄漏。2006 年 5 月 5
近了。應當一無罣礙，只要凡是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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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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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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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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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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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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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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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外子說：我們專心求主吧，他竟然一口就答應了！於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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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就開始藉著禱告，研讀聖經、荒漠甘泉等書，每天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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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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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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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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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狀時再治療，後果不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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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常喜樂，心中一無罣慮，一切信靠於主，主賜意外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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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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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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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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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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社今年 11 月初發起

心

冬衣收集運動，所募得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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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捐助在休士頓西南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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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 18 年之東福遍地區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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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機構(East Fort B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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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 Needs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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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年幫助 23,008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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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及 14,960 孩童食品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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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 並幫助貧民水電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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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費用, 開學前為 460 位
學生買文具，在感恩節及聖誕前又以 7,988 份感恩食品禮物幫助貧
民。今年景氣欠佳，失業人數漸增，對冬衣需要也較往年為多。除西
區中國教會，福遍中國教會及其它教會之外，光鹽社也在文化中心收
集，於本月 8 日收集完畢。東福遍地區慈善機構卡車在當日上午十時
在光鹽社同工及文化中心同仁協助下滿載而歸。在一些需要的人心
中，這些冬衣將帶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冬天。

光鹽社義工們参與愛心
組識的義工攝于伯尼達
希望之家 (Bonita
House of Hope)。伯尼
達希望之家專門協助有
吸毒和酗酒問題的婦女
和她們的小孩，提供身
心靈方面的輔導。12 日 14
日下午，青少年義工們首先
到伯尼達希望之家佈置聖誕
燈飾，晚餐之前，愛心組識
主席 Alice Lee 贈送聖誕禮
物給小朋友們。

第三屆華人癌症教育研討會於 12 月 13 日圓滿結束, 當曰總共有 109
位來自各界人土熱心人士參與。陳康元醫生和王琳博土夫婦主講最新
癌症治療趨勢和許偉傑醫生探癌症癌病人如何找到「希望」, 兩位癌友
和兩位家屬的分享恐感動了在場所有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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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 (www.light-salt.org)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8 B
Houston, TX 77036

The printing of Light and Salt monthly
newsletter is supported by Texas Cancer
Council and 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Houston Affiliate. Thank you for their support!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若失了味，怎能

•

互助小組每月聚會一次

•

電話諮詢及後續關懷

•

關懷探訪

•

免費中英文癌症資訊及書籍

能隱藏的。人點燈，不放在斗底下，

•

病患輔導 (假髮、帽子、義乳、營養諮詢)

是以放在燈臺上，就照亮一家的人。

•

交通接送、翻譯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

•

癌症治療費用補助

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不過丟掉在
外面，被人踐踏了。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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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地址和電話如下：
9800 Town Park Drive, Suite 258B,Houston, TX 77036
Phone:713-988-4724 Website: www.light-salt.org
E-mail: lsahouston@gmail.com
辦公時間: 上午9時至下午3時, 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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