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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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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心知識為基礎，關懷服務弱勢群體，促進全人健康，更新我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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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7/15

活動預告
神是信實的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活動預告

時間：上午10：30－12：00

7

顧問 黃繼榮 陳康元 王禮聖

講師：吳慧泉/紐約州特殊教育教師，應用行

劉如峰 江桂芝 張學鈞

為分析合格教師。

李納夫 張大倫 黃嘉生

音樂治療

潘敏
理事長

日期：每個周六

袁昶黎

副理事長

時間：上午11：00－14：00

黃龍雄

理事會秘書 張懷平
理事 劉再蓉 陳瑞玶 劉會緣
戴秋月 鄧福真 孫威令

講師：彭晨，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音樂學院研究生
地點：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C.A.R.E. 愛心組織 美國國慶園遊會

TX 77036 光鹽社辦公室

時間：七月四日週一，11:00-15:00

挈誠邀請有心人士和教會同工一起來參與

6

總幹事 孫紅濱
行政助理 陳邱梅 胡兆祖 林莉婷

內容：風味小吃園遊會。遊戲、歌

何淑坤 趙小江 邱月香

唱、舞蹈表演。現場還有獎品大抽

汤飛

鄭文 周逸傑

癌友關懷 鄧福真 趙小江 鄭曉紅

「基督徒癌友全人關懷聯盟」説明會

獎等。 可預先向光鹽社購買愛心券

地點：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9800

宁新宇 吳靜

日期： 8 月 27 日（星期六）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林佐成 廖喜梅 韓雯

77036)

錢正民 黃玉玲 楊姝

時間：上午 10-12 時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提供簡易午餐，為方便食物準備，請于 8 月
25 日之前報名，報名處：
光鹽社: Helen Sun, 713-988-4724
角聲社區中心: Lily Lam, 713-270-8660

李筱梅 唐萬千 劉如

光鹽社廣播網節目預告

主持人李論 戴秋月 戴禮約

7月4 日

生命中的瑰寶

7 月 11 日 福音到萬民

1月份節目表：（STV15.3）

7 月 18 日 行出信仰

主持人孫威令、孫明美

7 月 25 日 醫治的大能

時間：每第一和三週二 下午7:30~８:30

粵語飛揚 (AM1050) 或

7/19

地中海飲食介紹張慶怡 营养師, 博士

王欣
福音廣播 戴秋月

http://fly1320.webnode.com/收聽

時間：每週一至五下午 3:00-3:30

李論

江桂芝

心靈加油站 (AM 1050)

時間：每週一上午 9:30-10:00

7/5 乳腺癌早期诊断的正确方法 何紅英 醫生

王琳

戴禮約

孫威令 唐萬千

冷國總
特殊關懷 何淑坤 鄭文 周逸傑
張桂蓮 王一平 謝美華

陳卓暐 朱黎敏 吳振慧
張懷平 葉晁南
粵語飛揚 岑振強 方方 陳瑞玶
年長關懷

孫威令 陳邱梅

西北辦事處 余南燕

甘玫

东南辦事處 袁昶黎 劉再蓉
資源開發委員會 鄧福真 侯秀宜
劉會緣 李筱梅 袁昶黎
法律顧問

歐陽婉貞 黎廣業
Kath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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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某些有結腸癌的患者較其它的患者活的較久
(Why some patients with colon survive longer than other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CMDS Product No. 11896,
CBS NEWS May 18, February,
2016, 7:08 2015
PM 張肇纯翻译
最近出爐的一篇研究報告, 幫助了腫瘤專家們所
困擾多時的問題, 找到了答案. 爲什麼某些結腸癌的患
者,能比其他患者活得較久?
兩年前, 一位 48 歲的莉莎.葛拉斯可(Lisa Glas) 女士,
因檢驗出早期結腸癌, 而動了手術.
信心與家人幫助

了這位年輕得病
患者

而應有不同的看法與思考.”
長在結腸右邊的癌症病人,早期的症狀較少,往往癌症
發展比較晚期才能診斷出來. 理由是,長在右邊的良性
息肉(polyps), 做結腸鏡檢查(colonoscopy)時不容易發
現. 長在左邊的息肉

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説,有一種看似蘑菇的様子,但長在
右邊的息肉,則多趨向於扁平狀,很容易就忽視過去了,
時間久了就變成了癌瘤.

“那時候發現, 癌
細胞已經在我全
身內擴散了, 醫生
給我定位在第四期的結腸癌, 雖然當時尚未居臨到
「末期」的意識,但事實上,它已經擴散了”, 葛拉斯可
女士説到.

她做了六個月的化療, 但在今年年初, 癌瘤又回來了.
因此, 馬上又得重新一系列治療. “这次給我帶來的副

“下次我回到臨床教學時,我要思考是在右邊的?或是左

作用,卻要比去年的化療更爲難受.” 葛拉斯可説. 她的 邊的? 應要有不同的醫療方式.” 哥德博克醫師説.
癌瘤最初是在結腸的右邊 -----是一個更容易至命的位
置. 最近從出爐一篇有關結腸癌惡化之病患的研究報 從這篇的研究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某些化療方式,對
告中發現, 腫瘤長在右邊的病人,平均能存活 19 個月;
而長在左邊的腫瘤患者,卻能存活過 33 個月.

於起初長在結腸右邊的癌瘤,要比長在左邊的更有效;

或許它更適用於非裔美國人,因爲他們比白人,更容易
在結腸的右邊長瘤,而較多能倖存下去.

一位俄亥俄州立大學癌症研究中心(Ohio State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的學者,理查.哥德博
克醫師(Dr. Richard Goldberg), 也是這篇論文的作者之
一. 他説: “這些資料告訴我們, 要以腫瘤出於不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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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滿光鹽----袁昶黎理事長 @2016-06-20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CMDS Product No. 11896,
February, 2015
感謝讚美神! 祂引導基督徒光鹽社從 1997 年成立, 迄 上陳康元醫師與王琳博士花時間精力作與時俱進的健
今已成為一位身強体壯, 精力充沛的青年才俊! 神以 恩 康/防治癌症講座,親自投入事奉, 及曉紅姐妹全家駐點
典 為 年 歲 的 冠 冕；衪 的 路 徑 都 滴 下脂油. 感謝

服務 ,真是如虎添翼. 我也於最近兩次有機會帶領安息

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

禮拜及呼召,榮歸我主!

當初神感召黃繼榮牧師及一群愛神愛人的弟兄姐

神更帶領特教專業的鄭師母及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柴

妹,以力行基督耶穌大使命, 來關懷及服務社區. 我們從 宏醫加入光鹽社的服務及顧問團隊. 經由孫紅濱總幹
七位受推選的理事及一位半職同工, 發展到今天九位

事的領導, 與家長的共同努力,我們成立特兒與特青團

理事及近十位全半職同工, 及上百位義工. 在曉士頓市 契, 持續舉辦周間及周末的學習成長營會及活動, 讓這
有西北及東南辦事處, 在奧斯汀及達拉斯協助成立姊

些特殊青少契有更多彩多姿, 歡笑感恩, 充滿信望愛的

妹組織.更重要的是--發光作鹽已変成許多基督徒榮神

生活與生命! 謝謝孫威令長老及 Eric 特青在與中美社

益人, 扶危濟困的使命. 它的確是遠近傳福音的見證.

區外展外連上有突破: 將於 6 月 24 曰下午 2 時在本社

光鹽社由雪中送炭癌症患者及家人, 協助特殊兒童 召開中美記者招待會, 宣佈與糖城猛蚊職棒隊合作邀
青少年重建自尊心, 生活及工作技能, 發動教會僑社遠 請華亞裔購票 9/3 觀球賽, 及支持對特兒認知與為音
近賑災, 協助長輩面對失智之處境, 防治, 乃至照顧之
理想. 蒐集捐助冬衣給弱勢家庭, 舉辦提供社區健康体

樂教室籌募經費.
光鹽社抱著感恩神,感謝大家,及承領神賜下更大感

檢及醫療保險交易,到 多媒体身, 心, 靈健康講座等. 與 動的靈,努力面前, 向著標杆直跑 ! 謝謝所有顧問, 及幕
喜 樂 的 人同 樂 , 與 哀 哭 的 人同 哭 .耶和華果然為

前幕後同工, 盡忠職守,默默努力工作.感謝神之祝福及

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快樂!

理事們的支持,推選我為本屆的理事長,重作僕中之僕,

神使用光鹽社--在曉士頓醫學中心芬寧路 8181 號公
寓服事癌症病患及家人, 也與鄰近的中國教會及西大

學教會合作傳福音! 樁樁感人窩心的生命悲喜劇接連

光鹽社的信仰宣言---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我們確信基督徒與教會在世上賦有光與鹽的角

發生在我們的周遭--今年中國除夕和美國年度足球冠

色及功用. 這是我們對社會應有的使命及當盡的責

軍總決賽 (Super Bowl)夜 , 陶牧師特為一對同是天涯淪

任. 我們樂意關懷, 及服務有需要的人. 並依法反映

落人的女癌症患者受洗及證婚, 才過幾小時, 新娘懷著

及爭取修正任何違背神旨, 不利大眾的公共政策.

一顆感恩滿足及盼望的心安息主懷, 去到那更美的家
鄉! 還有更多感人的見證刊登在”重生在彼岸”, 讓我
在淚眼矇矓中讀完每一段見證. 鄧福真姐妹由癌症倖
存者到親身參與及帶領全方位, 全天候之癌友服務. 加

我們堅持傳福音及榮耀神是社會關懷, 服務, 及義
行的最高目標. 更以真誠的信仰, 聖潔的生活, 及愛
心的行動為原則. 讓神透過我們在社會中彰顯及成
就祂的慈愛和公義. 使我們在所居之處成為有見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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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全人癌友關懷聯盟

鄧福真

癌症一直高居華人死亡率的首位，因此，用「談癌色變」一詞 如果治療結果不如預計的那麼好，甚至是無效的時候，病人開
來形容華人聴見癌症的反應，一點也不為過。對未患癌症者， 始要面對死亡，家人也開始面對心愛人的離去，病人和照顧者
只能希望它永遠不要降臨在自己或家人的身上。
但是，對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的華人来说，癌症是不請自來的

要如何正確地面對這個過程，譲病人能平安和詳和地離開世
界，家人也沒有遺憾地送別親人。這是個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速之客。等到醫師告訴你得癌症時，如晴天霹靂，直問：「為 畢竟，每個人只走這麼一次，沒有人有經驗如何面對。面對別
什麼是我？」，「一定是誤診」。面對前面為期不短的治療過 人的死亡比自己的死亡容易多。使徒保羅在離世前說：「那
程和龐大的醫療費用，患者和家屬往往不知所措。
永遠都忘不了 2002 年我被告知得癌症時的反應，除了驚慌、
恐懼以外，感覺上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様。我所有的努力和所拥
有的一切即將在四十二歳時結束了。另一位年輕的家屬也很感
慨地說：「當太太被診斷癌症以後，很多親朋好友疏遠，怕我
们開口借錢，避而不見。人情真是淡如水。」
抗癌过程的艱辛、身體和心靈的苦楚，不是外人能輕易理解
的。對很多居住在美國的華人癌症患者及家屬而言，因為語言
和文化上的障礙，這個苦難可能要加倍些。
居住在休士頓，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癌症治療中心，MD An-

美 好 的 仗 我 已 經 打 過 了，當 跑 的 路 我 已 經 跑 盡 了，
所 信 的 道 我 已 經 守 住 了。」(提摩太後書 4:7-8)。要走的
如此坦然，內心無愧，靠自己是絕對做不到的，只有把自己交
給神，從祂那兒支取力量。更重要的是心中有永生的確據，知
道人死不是如燈滅，我們的靈魂會回到天家與基督同享榮耀。
過去幾年，親眼見到一些基督徒病友，因為心中有永生的確據
與盼望，臨終時很從容平安地決定不再做治療並把後事一一交
待清楚。
記得多年前認識一位年輕的姊妹，七年的抗癌過程中，她很努
力配合一切治療，忍受各種因治療造成的副作用，有一次治療
造成她的心脏功能降低至百分之三十，坐了半年的輪椅，但是

derson 癌症中心，但是很多人因為語言的障礙，即使有好的醫 一心想能多活一些日子，親眼看見和陪伴兒子長大成人，她憑
療保險，也無法進入治療。甚至很多來自中國的國際病友花了 著毅力和信心，再次站起來。當一次又一次的臨床實驗都無效
一两萬美金透過仲介幫忙申請。其實，在美國申請進入醫院治 後，她毅然決然的做了不再做任何治療的決定。有天晚上，她
療是不需要繳交任何申請費用的。好不容易被接授，開始治療 來電告訴我她的決定，並交待安排後事。當時她語氣平靜，就
了，却又面臨语言不通的問題：雖然很多大醫院目前都提供现 像平常討論事情一樣，我忍不住的問她：「妳知道，妳在跟我
场或電話中文翻譯，但是這些服務不是全面性的，尤其是在一 說什麼嗎？妳怎麼可以如此的平靜？不害怕嗎？」她回答說：
些私人診所。因此，與醫療團隊的溝通也成了問題。除此之

「不害怕，我已經想好到天堂那兒繼續做我喜歡的事-彈琴劃

外，癌症治療往往很漫长且需頻繁進出醫院和診所，很多移民 劃。」她心中有永生的確據與盼望，所以當走過死蔭的幽谷，
家庭，夫妻倆上班加上小孩，沒有其他親人可以就近照顧，交 她一奌也不害怕，有神的杖和竿陪伴與安慰。
通接送變成患者治療期間一個很大的負擔，過去幾年來，光鹽
社的義工們每年都提供癌症患者上百次的交通接送服務。

做為一位癌症病友關懷者，除了幫助病人和家屬解決一些應急
的需求以外，我最想幫助的就是協助他們認識永生並依靠主耶

癌症患者因為治療過程中的副作用及對治療結果的不確定，心

穌帶領，內心獲得永遠的平安。

理上負擔及其沈重；而照顧者長期體力透支，也是身心俱疲。

4

5

基督徒全人癌友關懷聯盟
多年來，角聲社區中心,光鹽社和眾教會在各自崗位上努力 日期： 8 月 27 日（星期六），時間：上午 10-12 時
為癌友及他們的家屬們提供各種服務與支持。鉴于癌友需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求的多元化，為了更有效地聯結各方資源服務癌友，我們
将㩦手共创「基督徒癌友全人關懷聯盟」。希望一起在愛
心與資源上聯盟, 幫助癌友和家屬，給予全人的關懷與支
持。挈誠邀請有心人士和教會同工一起來參與我們的説明
會，讓我們一起計劃，為我們周圍的癌症朋友和家屬提供
支持和希望，讓他們抗癌過程中不孤單。會中讓我們與您
分享這聯盟的異象、使命、關懷項目及如何參與。

提供簡易午餐，為方便食物準備，請于 8 月 25 日之前
報名，報名處：
光鹽社: Helen Sun, 713-988-4724
角聲社區中心: Lily Lam, 713-270-8660

福音本是 ' 神 ' 的"大能"

事，我以為是電視劇看多了。直 到一天，我翻到一本姊

(6/1/2016「心靈加油站」李 論專訪摘記)

決定要委身於教會。

我生在一個專心禮佛的家庭，從小替大人拿很多佛經，看

我生性愛小孩，選擇服侍小孩這一塊.開始時，看到他們

他們開光佛書

哭鬧打架，愛不下

等。但每到夜晚，我就感到有鬼在追我，呼吸困難，心慌

去。但在要他們禱告時，他們真誠的心感動得我哭出來.

害怕外婆以為是我膽小之故。直到有朋友在網上向我傳福

以後我自己反省，我已信主兩年了，為什麼還愛不來? 就

音，開頭我不敢接受，因怕佛會來罰我.這朋友一直向我

認真地禱告，發現必須先為他們禱告，除此沒有他路, 就

發很多條。我因心慌一直不好吃多少藥都不好，又真被這

專心禱告，以後又學到方法如何去教他們，就不成問題

福音觸動，終於決定試試看。同時想拜了這多神，再多一

了。

位也無妨，那時雖想信，但還不敢丟掉佛經.佛珠等，直

我也喜歡傳福音，但好像總不成功，最近我在微信網路

到福音上一句話: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上，接到一姊妹請我去探訪在加護病房昏迷中的弟弟的請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聖靈觸動了我

求, 我自己及有幾位老姊妹天天在他耳

心，原來我就是神要來拯救的 “迷途羔羊"。我就去找教

邊，要他在心中呼求耶穌。雖然半個月後她弟弟還是走

會，在查尋教會的電話中，他們就帶我作了決志禱告。兩

了，但那位委託我的 她，她自己卻接受了主了。我看到

天後，第一次參加崇拜，感到很開心很自在，慢慢我發現

那一個多月來，天天在哭的女孩，到如今天天六點起來讀

自己以前常常不信任人，現在不那樣處處防備人。只是我

經禱告。為很多人禱告的她，不能不說"這完全是神的大

很想神醫我心慌的病? 祂有聽我的禱告嗎? 好像沒有麼。

能!" 她也是我親身第一個幫助得救的人啊! 這位姊妹向

直到過了一兩個月後，我發現桌上原本每天要吃的"維他

我說:' 我如今知道只有主在掌管一切，我要學習去多關

樂克"治心慌的藥，從接受耶穌後沒有再動過，原來祂是

心別人，把福音傳給別人" 她的話也是我的心聲。因"這

聽了我禱告，我已被醫治了，我好歡喜!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真知是耶

妹送我的"四十天靈修"書，上面所記才明白過來.從此就

穌親自在尋找"祂 迷失的小羊"。若非祂親自找我，
在這同時我發現我已不再心慌，只感到主對我的真實的

如今可能早已墮入深淵。祂是高台，是我的避難所，

愛，從此也對一切人.事, 物的看法不一樣了，心中滿了平

是天父，是我的好牧人。求主通過我更多的學習，能

安喜樂。當我感到好像一個被從淤泥中拉上來的人時，我

叫我去救更多”迷失的小羊!”

想受洗，但我從來沒看過聖經，不知這感覺對不對, 這時
我腦海中常出現這樣一句話: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
路」 有時一天出現十幾次，不管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

高唐萬千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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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特兒全壘打 活動發表會
服務休世頓地區已19年的光鹽社在協助賑災，健保申
請，冬衣捐助，癌症關懷以及特兒教育等方面為社區
提供適當的幫助。 糖城猛蚊職棒隊關懷弱勢族群，
回饋社區，特為支持光鹽社特兒教育而舉辦球賽募
款！將捐出9月3日部分售票所得幫助光鹽社特兒教育
中心。 這支屬大西洋聯盟之棒球隊特邀光鹽社特殊
兒手鈴隊於是日前往表演, 地點在糖城新建7,500座位

之星座體育場， 並會介紹光鹽社給本地主流社會，協
助募款。
光鹽社謹訂於6月24日下午2時在本社(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713-988-4724) 舉辦該

活動發表會，特邀猛蚊職棒隊代表，德州議會代表，
糖城市府代表及各大媒體出席，恭請光臨，謝謝！

免費
體能活動計劃

YMCA 和LIVESTRONG 基金會聯合提供專門為癌症倖存
者設計的12週免費體能活動計劃。欲報名或查詢更多
資訊，請聯絡： BetterHealth@ymcaa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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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信實的
在1989年9月22日的一個深夜裡 , 我們被床櫃上的電話
鈴聲所震醒 , 從那端惡訊傳來, 說我們家的老二 Danny
現正在 D.C. 的十二街上發生了車禍, 他所乘坐的摩托電
單車在轉彎角時被後面的一部車向他直衝過來, 將他拋
出了二, 三十尺以外 , 重重摔到對街的電燈柱受重傷了 ,
現被送往醫院的途中 . 是Danny叫他同行的朋友趕快通
知他的父母云 .
那年我們住在馬利蘭州 (Maryland) , 由家中到 D.C. 的
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Hospital), 要四十分鐘的車程 , 由於心情沉重,路途便覺
得格外的漫長 . 一路上想起老二過去的種種 , 他是我們
家中最外向 , 好動 , 反叛 , 愛新鮮奇特但又最聰明的孩
子 , 常給我們帶來不少的煩惱 , 傷心 , 失望和憂慮 . 我們
也默然地承受神給予我們要背負的十字架 . 最近他從友
人處得到一部賽車用的重型摩托車 , 每天他就珍惜保養
洗洗擦擦視如己命 . 為此我們終日提心弔膽 , 憂心忡忡 ,
多次勸戒都無效 . 因為一旦出事 ,汽車是外鐵保護人身 ,
而電單車是肉身包裹外鐵的 . 無奈 , “刺激” 對這位青年
人始終是一種無上的吸引和享受 . 每次聽見他把那部驚
膽震耳的車子隆隆的飛箭而去後 , 我的的祈求與祝福也
隨之而跟上 . 想起過去十二年如一日 , 每晚睡前將他交
給神 , 求神讓他有日能改變 . 並知道 神是輕慢不得的 ,
但當管教的手臨到時 , 求神真要給我們恩典和憐憫才好 .
不要叫我們過於所能受的 . 噢 ! 難道今晚就真的應驗了
管教的來到 ? 滿眶淚水 . 驚惶不已 .

何李梅麗

1. 鼻骨及兩頰都斷裂 . 2. 牙齒兩旁的牙較頜骨折斷 , 造
成牙齒全部疏鬆 . 3. 右肩
折斷 , 幸而近後背部位. 4. 右頸骨也折斷 . 5. 腦後的頭骨
粉碎 , 幸沒折斷 , 否則一生下肢癱瘓 . (原來後頸骨有四
個骨頭 , 他傷及第四塊屬最高位置的那部 , 是主管右手
脚的 . 幸而在治療過程中 , 發現右手脚竟然能動 , 証明沒
受大波及) . 頭腦還算清醒 , 雖然想不起出事原因 , 但可
以認出自己及父母 , 醫生說這是十分萬幸的了) . 離去時 ,
老爸為這個兒子切切的交給神 , 求主捨免 , 求主憐憫 , 求
主醫治 .
翌日我們一家去探望 . 因為頸骨有骨折 , 所以要用圓形
鋼圈把頭頂圍住 , 並用四支不銹鋼長釘子將之釘牢入頭
的肌肉內 , 連接前後身上的硬膠皮背心一同鞏固 . 這個
樣子委實嚇人 . 當護理人員把我們帶到他面前時 , 我和
女兒差點崩潰爆哭起來 , 痛心莫名 . (後來女兒需要到另
房間接受輔導及休息) .經過十餘天住院 , 因沒有保險 , 所
以提早出院 . 然後經歷了漫長在家的復健 . 感謝主的憐
憫 , 在沒有醫療的照顧下 , 一個傷重的病人能平安渡過
了康復期 , 可以行動生活 . 神蹟 !
後來康復回院 , 醫生將他插入頭上的四根鐵枝 , 在沒有
麻醉情况之下 , 就徒手一枝一枝的分次直接拔出 , 每拔
一支 , 鮮血就往外直射 , 痛得他死去活來 .

經過29年後的今日 , 雖然有很多傷重後的後遺症 , 但總
算健康的成長 . 過正常的生活 . 現在有工作 , 有妻子 , 有
到達醫院後 , 很快就被醫務人員引進緊急救護室裡去 .
那時的 Danny 也被清洗了身上所有的血漬 , 當他遠遠看 教會 , 有健康保險 . 有銀行信用 . 每年七月他倆夫婦都隨
見我們進來 , 連聲急速的叫我們 , 我們循着聲音的方向 着教會團隊去南美洲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緊張又懼怕地立即飛奔過去 . 看見的景象 : 是一個腫脹 Pepublic DR)短宣 , 服務一個Baptist South Texas Chil變樣而有些陌生的臉孔 , 頸項上因圍着硬膠頸圈致頭被 dren’s Home , 為貧童擺上 . 做書桌椅子 , 修理馬路 , 木
後仰着 , 他的眼睛只有左眼可以開啟斜望着我們 , 而這 工水泥等 . 做護士的妻子Judy則協助醫生做護理兒童病
隻眼睛除了紅絲斑斑外 , 裡面還充滿着驚惶恐懼 , 隆腫 患的工作 . 每天要診400個兒童 .今年2016年四月 , 他被
的嘴巴不住向我們吐出抱歉對不住爸媽的話 , 還不住撫 自己参與的美國浸信教會肯定 ,通過按立為執事
摸着我倆的雙頰 , 繼而緊握着我倆的右手 , 我們也壓抑 (Decon), 他告訴我說 ,這是為神事奉的好機會 , 他接受
着快要昇華的情緒與淚水. 盡量用話語安撫他 . 那年他只 了 . 當天 , 父親也十分驕傲的為兒子參與按手的禱告和
祝福 . 深深 為這個失而復得 , 回頭是岸的兒子感恩 ! 神
有24歲 .
是信實的 !
不久他被推進X光室接受頭部檢查 , 在等候報告及辦理
入院手術空檔期間 , 我倆因各有不適而被醫務人員熱切 2016, May
的用咖啡熱茶及药物照顧着 . 直至檢查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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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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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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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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