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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癌友關懷網  8月活動預告 

光鹽社廣播節目  
(每週一至週五 10:30-11:00am. 於AM 1320 播出 或上網 www.light-salt.org 

 

8/3   神在我兒子身上行了大事: Johnson 和

8/10  走過死蔭幽谷 (I): 施麗媛醫師 與方禎鋒醫師 

8/17 走過死蔭幽谷 (II): 施麗媛醫師 與方禎鋒

醫師 

8/24  華人聖經教會 (I) 

一起來做瑜珈 
 

張仁美老師, 文化中心瑜珈老師 

 

時  間:  8 月 8 日，週六，下午 3 - 5 時 

地  點: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舞蹈室 

(9800 Tow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心靈加油站(每週一)主持人: 陳莉莉, 江桂芝 

                    連結教會 關懷社區系列 

週二 金玉良言  -  耶穌與你 

週三 金玉良言  - 世界之最 -健康飲食 

週四 金玉良言 - 節目專訪 

週五 金玉良言 - 週末何處去 

粵 語 飛 揚 (每週二, 三,四,五) 

 光鹽社特殊關懷中心8月份聚會 

時間：8月15日, 星期六, 下午3–8 時 
 

地點：台福教會  ( 12013 Murphy Road, 
Houston, TX 77031) 
 

聯絡電話: 713-988-4724,281-265-5435 

泛自閉症障礙與維生素 D 新知       

主講人 

陳康元醫生和陳王琳博士 

 

演講後有聚餐和舞蹈  

歡迎大家參加. 

粵語飛揚網站: 

http://fly1320.webnode.com 

Compassionate  
 Allowances 

恆豐銀行與光鹽社將舉辦監護權，遺囑，

信託與財產規劃講座 

主講人: 林志豪律師 

時間: 8 月 1 日星期六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地點: 恆豐銀行總行大樓十二樓會議室 
9999 Bellaire Blv, Houston, TX 77036 

 

    當一個人由於沒有預立法定授權書，而於年老或傷病後

喪失行為能力，造成銀行戶頭或財產被變相凍結，無法支

用以至造成困境而必須向法院申請成人監護權的情況。另

外也常看到由於沒有預立遺囑，而造成一個人過世之後後

人必須向法院申請繁複的繼承人認定程序的情況。爲此恆

豐銀行與光鹽社特別連手商請著名的林志豪律師來為社

區大眾主講財產規劃保護，與簽訂授權書與遺囑的重要

性。林律師也將解釋遺囑與各類信託的特性與應用，相信

必定能讓與會的人受益良多。 

    受邀主講的林志豪律師是林志豪與包德士律師事務所

的主任律師。林律師是美南地區著名的律師，除了定期受

邀於中文電臺為聽衆主講法律知識，也為世界日報及其它

報章撰寫法律專欄。他並且也是世界日報的常年法律顧

問。林律師是德州及聯邦上訴法院的上庭律師，也是休士

頓律師協會遺產信託組與全美移民律師協會的會員。他撰

寫過不盡其數的遺囑信託與授權書，並有多年遺囑認證法

庭的出庭經驗。有問題請電光鹽社 (713-988-4724) 或恆

豐銀行(713-273–1888). 歡迎大家踴躍參加。此演講是完

全免費，會後有茶點招待。 

8/31 

乳癌互助小組 8月活動預告 

光鹽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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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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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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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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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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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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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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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府的乳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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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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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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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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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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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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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奉勸所有婦女同胞要早期做乳房篩檢，原

位癌的治癒率是百分百，乳癌是女性最大敵人，不像子宮

頸癌有疫苗，它會無聲無息在妳身上，等摸到有時已晚，

不能掉以輕心。」 

  郭院長同時也不忘打氣：「乳癌不可怕，是所有癌

類算不錯的，可以治癒，即使復發也一樣有機會，只有少

數百分之五、六比較頑強困難……。」 

情繫乳癌 
     

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 郭守仁醫生         轉載自「開懷來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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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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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辦公室有八個字，也許最能詮釋郭院長的服侍奉

獻── 「守主得仁」、「榮神益人」。 

 住幸福新村已十餘年，看到不少老人先先後後都走

了；大多數尚未得救，他們不知道自己將往那裡去，心中

為他們很是悲傷。 曾與教會姊妹們為這裡能傳開福音禱

告，但似乎一直沒有動靜，但神實在是記念我們禱告的

神，自“卡翠娜＂颶風來襲，主任委員離職，大家力促我

們中一位姊妹來接掌，因此多年荒廢的辦公室也可以為住

戶們借用，只要付少許水電費。我們期盼能每週在可容納

卅幾人的場地開始聚會，但鑒於過去的反響，心中仍忐忑

不安，神是知道人心的神，我非常感謝祂知道我的信心不

夠，藉著愛主姊妹，就在聚會快開始前，讓我讀完了這二

本書。 

  這兩本書，是連續記述一位美國大企業家的獨生

女，蒙召往紐約有“黑暗地獄＂之稱，曼哈頓毒枭，鴇母

勢力猖獗的地區去傳福音。 這位化名為瑪琦的千金，從未

接觸過這類人物，其考驗之大，若非有對神完全的相信，

並絕對的順服，似乎是不可能的事。 

   
 她寧為道犧牲，總不稍違神旨意的心，為她贏得眾

多幫派青少年，及救出被迫為娼的少女，送往為她們專設

的學校，使她們人生得能再造。 她拒絕身上帶槍自衛的建

議，無數次出死入生，最後在被共產黨的手下綁架之時，

神感動那二位本要剷除她的毒枭頭目，不顧自身性命地去

救她。他們二位在醫院接受瑪琦的道謝時，說了這樣一句

話：「妳是我們這地區惟一的一盞燈，我們不能沒有

妳！」 

  二冊各有二百多頁，何曉東翻譯，大光出版社

1983 年初版。內容之精彩，遠勝過好萊塢虛構之警匪槍

戰，使我讀完之時，在夜半起來拍手讚美神。 這二本書傳

遞給我的訊息，似乎在對我講：「只要確知是神的旨意，

就不用懼怕地去做就可以了。」 

   讀《深入虎穴》及《刀鋒口上》後記 
                             高唐萬千 

光鹽社連續第三

年獲得 Susan G. 

Komen-休士頓

分會的補助款，

在此特別感謝該

基金會對光鹽社

乳癌互助計劃的

肯定與支持。 

好消息 

光鹽特殊關懷中心手鈴隊，在曹王懿姊妹的策畫下，日前獲得

United Way 的補助款，將購買手鈴器材一批。衷心感謝曉士頓中

國教會過去半年來提供手鈴器材，讓手鈴隊能如期排練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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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飛揚廣東話生活福音廣播電台, 自從今年三月十

七日開播以來，得到越來越多主內弟兄姐妹的支持以及聽

眾的愛戴。感謝眾弟兄姐妹的代禱和支持，粵語飛揚廣播

電台從無到有，我們的全職或兼職的義工也由原來的四名

成員發展至現在三十多人，這全是我們全能上帝的恩典及

作為，感謝讚美祂！我們粵語飛揚的服務宗旨是：籍著廣

播廣傳福音，介紹基督徒信仰生活。 

ＡＭ 1320、粵語飛揚的節目介紹 

我們的播音時間，由星期二至星期五，每日上午十點半到

十一點播出。 

每日都播放的節目: 

新聞及天氣報告：包括美國、國際及本地新聞。 

金玉良言: 用聖經金句，套用在日常生活中。 

星期ニ 

耶穌與你：由陳永明教授主持，陳教授從聖經中、與你講

古論今，內容豐富，深入淺出，實在不可錯過。（13 至

15 分鐘） 

星期三 

生活與文化：內容豐富及多元化。包括文化點滴，生活小

常識，美食湯水等等。（15 分鐘） 

星期四 

專訪或專題：一般訪問對象，是服務團體負責人、或者專

業人仕; 訪問一些與聽眾有切身關係、或者對家庭、大眾福

利都有幫助的主題。我們有幸邀請到林徐玉仙傳道，主持

一個系列性專題，蒙福家庭於七月底推出。（14 至 15 分

鐘） 

星期五 

週末好去處：介紹本地同附近地區，及教會的文娛活動，

給大家参考，希望大家有一個輕鬆愉快的週末。（12 至

13 分鐘） 

在六月份, 本台節目巳經實現網上重溫,故此, 我們的

對象巳跨越曉士頓地區,  我們的聽衆己遠達中國， 香港， 

澳洲， 德國， 荷蘭，   英國，美國各州。 六月份上網次

數共六佰人次，點擊率超過弍萬次， ｍｐ３下載則超過一

千弍佰次。 

我們的網頁可介紹本地有廣東話的教會,亦可籍着這

個粵語事工,加強廣東話教會的團結和合一。我們現在電台

的主力義工，大多數是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

也有部分來自中國教會(South Main)，福遍中國教會，明湖

中國教會，恩典浸信教會。我們亦希望更多其他教會的參

與及支持，使這事工更成功。 

我們每天 30 分鐘的廣播要 $100 的電台租金,全年最

少需要弍萬一千元租金，現在所有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都

是義エ，目前的開支，全靠主內弟兄姊妹的個人熱心捐獻，

來自各教會的幫助很少，為了使我們一班愛主的義エ在電

台的工作能夠更專注及無後顧之憂，實在很需要大家在金

錢上的支持。籌募目標是叁萬元。 

我們的開台是憑信心的，當我們跨過每一個難處的

時候，都會得到從神而來的祝福及保守，亦深信神會悅納

這事工，會繼續豐富的供應。 

Fong  Fong 

“粵語飛揚＂廣東話生活福音廣播電台 

籍著廣播廣傳福音，介紹基督徒信仰生活 

三月十七日開播 

與陳永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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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下午，光鹽社癌友關懷網在華人聖經教

會，邀請台中市開懷協會創辦人，全球華人乳癌聯盟發起

人之一，現任理事長賈紫平，主講“化危機為轉機＂ 。 

 賈紫平 1986 年剛化療結束後，在一張小紙條上寫

上自己的名字，電話，交給台中榮總劉自嘉醫師，告訴

他：「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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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在她大病一場

之後，改變了她的人生觀，也讓她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與

價值。從一個病友到義工，從義工成為全球華人乳癌組織

聯盟主席，成為祝福他人的管道。 2006 年，來自世界各地

的華人乳癌康復者，在她的感召下，成立全球華人乳癌病

友組織聯盟，宗旨是要結合各地資源，幫助華人乳癌病友

重新找到生命的希望。 

  她在這次演講中，談到了她個人如何從病人，一個

被動的受照顧者，到主動的照顧他人，再到重創生命高

峰。她說 42 歲時得病，小女兒才 14 歲，她完全失望了，

開刀前，寫了遺書，留下銀行密碼。 今天，兩個女兒都已

結婚，小女兒也馬上要讓她做外婆了。她萬分感謝神對她

的厚愛。這 18 年來，她認識到人生的無常，要享受生活中

的快樂和感動，並開放經驗與他人分享。她 50 歲開始學電

腦，50 歲後開始學游泳。她認為每個人一生在尋找自

己，不知往哪走。以她的個人經驗而言，是在她生病之

後，她思考到，誰能幫助我？我應該怎樣幫助別人？生活

有無限可能，選擇自己要過的生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她從一個家庭婦女，到生命線主任，到開懷協會

創辦人，她決定創辦開懷協會，使病友從危急中解救出

來。幫助她們變危急為轉機，實現自我價值。從而她也擁

有最簡單的心靈滿足，她覺得，經歷歲月的刻痕，原來是

件美好的事。 

  7 月 11 日，光鹽社在文化中心 266 室，舉辦了癌症

義工和關懷者培訓營，早上 9:00 至下午 1 點。參加培訓人

員有 32 人，有兩位來自奥斯汀光鹽社的同工。培訓營主講

員賈紫平女士的講課內容包括： 1)了解病友組織的運作:台

中開懷協會的經驗，創傷後的成長； 2) 癌症病患內心需求

的改變； 3) 癌症志工生活質量的改變，體會直接服務的感

動與快樂，結交新朋友－－展開豐富的生活，了解真實的

自己，學習放下與珍惜。展現自我，活出生命的力量； 4)
癌症志工的服務觀念； 5) 在助人工作中預防發生耗竭； 6) 
在關懷他人與照顧自己間取得平衡點。鄧福真光鹽社理事

長鄧福真博士也介紹光鹽社癌友關懷網-乳癌互助小組的過

去兩年的經驗與成果。 

 

“化危機為轉機＂- 光鹽社癌友關懷網七月份活動摘要 

 賈紫平主講   劉剛英整理紀錄 

主講人賈紫平女 

士與來自奧斯汀光
鹽社的張延唐弟兄

和張祐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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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ate Allowances 

針對加速，患有重大疾病人士申請社會安全局殘障福利，

美國社會安全局，於 2008 年召開了三次公開聽證會，公

聽會後社安局公佈，該局 有義務加速審查患有下列 50 種

特殊疾病且符合申請殘障福利的申請案件。適用此政策的

50 種特殊重大疾病如下 ： 

28  Lesch-Nyhan Syndrome (LNS) 
 

29 Liver Cancer 
 

30 Mantle Cell Lymphoma (MCL) 
 

31  Metachromatic Leukodystrophy (MLD) -  
 Late Infantile 
 

32 Niemann-Pick Disease (NPD) - Type A 
 

33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 with metastases to 
 or beyond the hilar nodes or inoperable, unre
 sectable or recurrent 
 

34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OTC) Deficiency 
 

35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OI) - Type II 
 

36  Ovarian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erable or unresectable 
 

37 Pancreatic Cancer 
 

38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39 Pleural Mesothelioma 
 

40 Pompe Disease - Infantile 
 
41 Rett (RTT) Syndrome 
 

42 Salivary Tumors 
 
43 Sandhoff Disease 
 

44  Small Cell Cancer (of the Large Intestine, Ovary,  
 Prostate, or Uterus) 
 

45 Small Cell Lung Cancer 
 

46 Small Intestine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erable, unresectable or recurrent 
 

47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 - Types 0 And 1 
 

48  Stomach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erable, unresectable or recurrent 
 

49 Thyroid Cancer 
 

50  Ureter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erable, unresectable or recurrent 

1 Acute Leukemia 

2 
Adrenal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
erable, unresectable or recurrent 

3 Alexander Disease (ALX) - Neonatal and Infantile 

4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5 
Anaplastic Adrenal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
ses or inoperable, unresectable or recurrent 

6 Astrocytoma - Grade III and IV 

7 
Bladder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
erable or unresectable 

8 
Bone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er-
able or unresectable 

9 
Breast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es or inoper-
able or unresectable 

10 Canavan Disease (CD) 

11 Cerebro Oculo Facio Skeletal (COFS) Syndrome 

12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CML) - Blast 
Phase 

13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 - Adult 

14 Ependymoblastoma (Child Brain Tumor) 

15 Esophageal Cancer 

16 Farber's Disease (FD) - Infantile 

17 Friedreichs Ataxia (FRDA) 

18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 Picks Disease -
Type A - Adult 

19 Gallbladder Cancer 

20 Gaucher Disease (GD) - Type 2 

21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Brain Tumor) 

22 
Head and Neck Cancers -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or inoperable or uresectable 

23 Infantile Neuroaxonal Dystrophy (INAD) 

24 Inflammatory Breast Cancer (IBC) 

25 Kidney Cancer - inoperable or unresectable 

26 Krabbe Disease (KD) - Infantile 

27 
Large Intestine Cancer -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or 
inoperable, unresectable or recurrent 

  

默想… 

因為他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創 41 ： 52） 

受苦與昌盛似乎是矛盾的。但是任何不幸、失敗與損失，都有可能

變成有利於我們的因素。《龐貝的末日》是一本描寫公元 79 年，意

大利古城龐貝城因火山爆發埋入地下的小說。當中講述一個賣花盲

女倪娣雅，雖然雙目失明，卻不自怨自艾，也沒有閉門自守。她像

常人一樣生活、一樣工作，自食其力。後來維斯維沙大火山爆發，

龐貝城籠罩在濃煙與火山灰下，如無星的午夜，黑漆一片。驚惶失

措的居民衝來撞去，摸不到出路。但倪娣雅卻因本來便看不見，已

經學會了不用眼睛可以安全來去自如，她不但能找到生路，還把她

最愛的人搭救出來。她的不幸這時反成了她的大幸！她的殘疾反成

了她的資財！願我們在黑暗日子裡，能用心靈的眼睛看見上帝給我

們的恩典。                        

    改寫自《傳》2008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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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一九九三年的休士頓愛心組織將於美國國慶七

月四日(星期六)上午十 一時至下午四時假中華文化

中心(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多功能大

禮堂舉辦年度募款園遊會，預計籌集兩萬元資金來購

買全學年學生文具用品捐贈予 Cecile Foerster Elemen-
tary School(14200 Fonmeadow, Houston, TX  77035)

清寒學子。休士頓愛心組織是政府立案的非營利組

織，光鹽社是園遊會的協辦單位之一；當日光鹽社會

提供防癌資料，和其他相關資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手鈴隊，將於 募捐大會中表演[德州的黃玫瑰 The Yel-

low Rose of Texas 等 2 首歌曲。粵語廣播組及其他義

工們將現場賣涼茶和水果。另外十幾位義工協助當日

的註冊、報到、抽獎和售賣食物及抽獎券。辦公室 

代售$10 元一張，存根可參加抽獎，頭獎兩名：美國／台

北／大陸來回機票）。 

6月27日,在文化中心 , 为近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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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做了免费乳房摄影检查. 由光鹽

社，文化中心和Network of Strength 國家乳癌組織 联合主辦 

免费提供 

有善心人士捐赠下列物品给光盐社: 
 

1.一高靠背可躺式轮椅; 

2.一些成人尿布. 

3. 病床 
 

如有需要,请与办公室联络. 

 

光鹽社參與國慶日愛心組織園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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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ting of Light and Salt monthly 
newsletter is supported by 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Houston Affiliate and Cancer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xas. 
Thank you for their support!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8 B 
Houston, TX 77036      

        光鹽社 (www.light-salt.org)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若失了味，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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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隱藏的。人點燈，不放在斗底下，

是以放在燈臺上，就照亮一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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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 5:1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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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病患輔導 (假髮、帽子、義乳、營養諮詢) 

• 交通接送、翻譯. 

• 協助申請各種社會福 利 如金卡、殘障福利 

• 告訴我們，我們還能為您做些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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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 週一至週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