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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是政府註冊 501(c)(3)非營利組織，期望藉著結合華人及社區資源，不分宗派，不分族群，關懷並服務貧困和弱

勢群體。光鹽社成立是緣自聖經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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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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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成立西北辦公室，服務西北華人社區。2012 年成立健康園地，倡導

癌症預防和健康饮食。2014 年開始協助民眾申辦健康保險交易市場以及兒童和懷孕婦女的 Medicaid/CHIP。2015 年成立

東南辦公室，服務東南華人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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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項目  

癌友關懷網   

。專題講座及互助小組聚會 

。光鹽社西北辦事處健康講座  

。每月乳癌互助小組聚會  

。國際病友事工「愛心家園」 

。免費中英文癌症資訊,及書籍 DVD , 營養諮詢  

。電話諮詢及後續關懷, 關懷探訪, 病患輔導, 交通接送, 中英文就醫翻譯 

。免費醫療資源和社會服利諮詢和轉介  

。免費健康保險和 Medicaid/CHIP 申請 

。免費 B/C 型肝炎及糞便潛血篩檢 

。免費乳房攝影 (限低收入和無保險者) 

。義工和照顧者培訓營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我們關心特殊兒，樂意為特兒家庭提供多項

協助：申請福利、IEP/ARC Meeting，行為矯

正訓練，音樂治療，工作訓練，兒童發展初

檢，微笑計畫等等。歡迎所有特殊兒家庭與

我們聯絡。 

年長關懷 

。阿滋海默症互助小組  

資訊媒體中心  

。國語福音廣播網「心靈加油站」─ AM 1050, 每週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時播出或上網 www.light ‐ salt.org 收聽。 

。「粵語飛揚」─ 粵語生活福音廣播節目, (AM 1050, 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三時至三時三十分或上網: fly1320.webnode.com 

。電視節目：美南電視(STV15.3)台每週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二晚間七點半至八點半播出. 節目重溫 Youtube/lsahouston 

社區外展服務  

。每年歲末的冬衣捐贈活動；不定期、機動性的社區關懷和慈善活動，如與各教會聯合為災民募款的活動; 参與爱心组

織募款購買文具捐助低收入學童等。 

光鹽社(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光鹽社辦公室    電話 Phone ：(713)988-4724   西北辦事處 (Northwest Branch)    電話 Phone ： (281) 506-0229 

地址 Address ：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      地址 Address ： 13130 Perry Road, Houston,  TX 77070 

東南辦事處 (Southeast) Branch  電話 Phone: (281) 961-2621 / (832) 264-8435 

地址 Address: 503 N Austin, Webster, TX 77598  

主要網頁: www.light-salt.org 

針對到休士頓就醫的中國癌症病友而設的網頁 

sunnyembrace.wixsite.com/lsacancercare 

特殊關懷中心網頁: http://lightnsalt.wixsite.com/sncc-home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SASNCC/ 

 新浪微博:美國光鹽社安德森病友互助小組 

 光鹽健康園地節目重溫 YouTube: lsahouston 

粵語飛揚廣播網:http://fly1320.webnode.com 

光鹽社臉書網頁 Facebook: 光鹽社 Light & Sal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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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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光鹽社的朋友們，新年好！

又是一年一度辭舊迎新的時節了。在這2017年新的
一年開始的時候，恭祝您身體健康，新年蒙福！

每年我們出這一期年刊，也是我們數算神的恩典，獻
上我們的感恩的時節。感謝神！光鹽社今年邁入第二十
個年頭了，光鹽社走到今天，實在是神的恩典和帶領。
一路走來，不論高山低谷，祂都與我們同在，祂使我們
軟弱時得剛強，缺乏時得供應，看不到方向時為我們指
路。神施行祂奇妙的作為，用祂大能的手扶持我們，讓
我們克服各方面的困難和攔阻，達到祂要我們達成的
成果。神的恩典真是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感謝贊美
主！

我也要特別感謝歷年來這麼多的義工，因著基督的
愛，因著心中的一份感動，在這裡默默服侍有需要的
人，服侍也許是素未平生的人，也許是從未謀面的人，
也許是他們原本不喜歡的人。时光荏苒，歲歲年年，我
們的同工從青絲到白發，他們在這裡日日夜夜的付出，
不求名不求利，隻求討主的喜悅。謝謝你們放下自我，
彼此包容，彼此扶持，彼此激励。謝謝你們奉獻各自的
時間，精力與才華在光盐社的各项事工上。有的在人
前，有的在幕后。相信神荣耀的冠冕为您留存！我也要
特別謝謝您與我們同心同行，一路相伴，藉著您的支持
與奉獻，我們才可能20年來堅持做光做盐，服務我們
的社區。

近些年來，來休士頓MD Anderson就醫的華人癌友
人數顯著增長。2016年我們服務過的來休士頓就醫
家庭有超過百戶。光鹽社為他們特別建立了“光鹽社愛

心家園”微信群。在這個家園裡互助互愛，分享經驗，
交流信息。這個平台也大大提高了服務效率。很多問題
當場可以得到解決。除了光鹽社持續地按照他們的需
求提供就醫及生活上的幫助外，陶加獻牧師每周一次
為他們提供心靈上的關懷，傳福音，領人歸主。曉士頓
中國教會的弟兄姐妹也就近為他們提供了屬靈的家，
給與他們家人般的關愛。幫助他們身心靈的需要。

篇幅所限無法在這裡細數感人的故事，也無法將義
工的名字一一列出。無論是一聲問候，一次交通接送，
一堂英文口語課，還是在深夜急診的出手相助，重症
加護病房的貼心陪伴，安寧病床邊的婚禮，追思禮拜
的最后相送，不是親人勝似親人。這些點點滴滴如春
風化雨，感動了無數人，讓無數人的生命得到改變，讓
他們在這裡認識了這一切的愛的源头-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讓他們在苦難中找到一生最美的祝福，並成為他
人的祝福。

為了更有效地服務癌症病友，2016年光鹽社和角聲
社區中心聯手成立了“癌友全人關懷基督徒聯盟”，並
邀請所有有心參與癌友關懷的機構，教會和個人加
入。藉著聯盟我們得以整合各方資源，发挥各方所长，
協調人力，使病友得到身心靈全方位的更有效的服務。
這些年來，我們越來越深切的體會到合作和合一的重
要。合作使我們的服務事半功倍，使我們個人或一個
組織無法完成的服務通過合作可以達成。合一使我們
的各方面的事工得以順利推展，效率倍增，服侍中有平
安喜乐，為主做美好見証，拓展神的國度。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提供了3千多人次的服務來幫
助民眾上網申請個人，小型企業，以及兒童和孕婦的

蒙福的服侍
孫紅濱 博士 光鹽社執行長

2016.2.9

執行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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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來美多年，從未買過
醫療保險。也有人對美國的醫療體系，及怎樣用保險
都一無所知。我們的健保導航員用他們的愛心，耐心及
專業知識為民眾提供有效的全面的服務。有些客人和
我們說，“買了保險后中間要換醫生，賬單的問題，有
別人告訴他們這些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們隻賣保險不管
售后服務，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但在光鹽社
都能得到幫助，光鹽社的服務真是不一樣。”我们把这
不一样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謝神，賜我們愛心
和能力，能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在祂的大使
命上有份，藉光鹽社來彰顯主的愛，讓人認識主耶穌
犧牲的愛。

為有特殊需要的成人（高中毕业以后）而設立的
SMILE成長班，在過去的一年裡穩定的成長，最使我
們欣慰的是看到这些大孩子们的笑臉，看到每個孩子
在生活，社交各方面的技能上的進步。2016年我们还
新增了小孩子的学习障碍，心智发育的早期初检。期
望早期发现尽早干预。也为已确诊的孩子提供音樂治
療，來幫助他们改善肢體、表達溝通、認知理解、社會 
行為、以及情緒表達等方面的問題。为了让父母们更有
效的帮助他们的孩子，为父母办了各种讲座包括行为矫
正的的訓練和父母的权益。當初在沒有任何經費，缺乏
人手的情況下，因著這些孩子的需要，我們憑信心為孩
子們成立了這個成長班，現在回头来看，真是感謝主，
我們憑信心擺上, 主就為我們開路，神的祝福满满。從
開始的隻有華人家庭到目前有其他族裔的孩子加入。
感謝主，帶領一心一意隻為特兒家庭服事的同工進來
成為團隊，彼此激勵，願意服務特兒家庭。感謝許多
專業的老師願意來為孩子們上課。也非常感謝許多父
母的參與和投入，大家同舟共濟，齊心努力。为着这些
天使般纯真的可爱的孩子们。

過去的一年中，我們走出華人社區與越南裔，韓裔，菲
律賓裔等亞裔組織聯合。為亞裔社區在健保，健康教
育和健康篩檢的方面提供服務。我们也为这些亞裔組
織举办了几场培训。很高興能够和其他亞裔組織一起
共同成長。并回馈我们的社區。

粤语飞扬节目越来越丰富精彩。义工们在他们各自
的工作之余，自编自导自播制作了舞台剧。颇具专业水
准。一周五天为听众呈现高品质的节目。

展望2017年，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努力为主做
工，抢救失丧的灵魂。希望与更多的教會合作，藉着
我们服务的机會，将福音传給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人，将他们带到教會，使他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也使
那些有感动愿意接受耶稣的人都得到牧养。

在癌友關懷方面，我們將繼續擴展癌友全人關懷聯
盟，希望更多的教會和個人加入義工行列。完善資料
庫的設計與管理，便於資源共享和義工協調，並進一
步做國際病友回國后的跟進。 讓他們在回國后仍有一
個愛心家園，得到屬靈的照顧，分享並傳遞這一份來自
耶穌的愛。

在有特殊需要的人士關懷方面，期望能募集到經費，
買一部10人座的車，可以接送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來參
加日間的SMILE 成長班的活動。也同時可用於癌友交
通接送的需要。光鹽社是一個非盈利機構，除了申請到
的計劃補助經費用於指定的項目外，其他運營經費完
全仰賴神藉著眾教會， 商家和愛心人士的支持和愛
心奉獻。我們相信只要堅持做神所喜悅的事，必要經
歷祂在各方面豐盛的恩典。

請繼續為我們代禱，也與我們聯絡成為義工。更因著
您愛心的捐贈，我們才可能在2017年繼續服務我們的
社區。求神賜給我們每一位同工謙卑服侍的心，願意
陪有需要的人多走一里路。求神賜給我們包容的心，能
海納百川，包容所有我們遇到的人，面對所有的委屈與
誤解，身心靈的软弱疲乏，都能定睛仰望主耶穌。虽然
前面的挑战很多，但深信神的恩手会带领我们，让我们
的团队继续在这蒙福的服侍中成长。求神用祂的大愛
澆灌我們，賜我們源源不斷的力量。讓光鹽社在社區
繼續做光做鹽。

願神在新的一年裡，賜福您和您的一家平安喜樂。

執行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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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鹽社的故事-天時, 地利, 及人和
(引言)        
“這是我曾經抱過的小女孩嗎?, 這是當年在玩耍的小男孩

嗎?

我不自覺人已變老，他們, 何時，變了? 她曽幾何時變成美

女?  他何時長得這麼高? 不是在昨日之前，他們還很幼小? 

日出,日落,日出, 日落, 日子快快流逝, 幼苗在一夜之間長大

成了高大的向日葵, 在我們注視下 一一綻放,日出,日落,日出, 

日落, 這些年來,萬事迅速騰飛,季節交替, 滿載著幸福與淚

水…“這是1970年代美國電影“屋顶上的提琴手” 之主題

曲, 描述1900年猶太人社區在俄國帝俄統治下的”小城故

事” 。日出日落.. 感傷時不待人, 以前小男孩、小女孩瞬間

長大成人結婚, 然後兒女成群..

是的, 日出日落,日復一日, 春去秋來,花 開花落, 但“神以恩

典為年歲的冠冕；祂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年復一年, 歲月

如流, 光景宛如昨。在過往的20年, 神的眼目從未偏離光鹽

社,祂以大能的恩手托住我們, 經過水火,不為水漫過,也不被

火燒傷,卻領我們到青草地, 及可安歇的溪水邊, 飽嚐主恩的

豐富與甘甜! 感謝讚美三一真神! 

20年前, 一群生活在休士頓, 胸懷宣教壯志,熱血沸騰澎

湃的基督精兵, 如今已是花甲老翁,仍然似雄心萬丈的年邁

迦勒, 靈強体壯, 專心跟從耶和華, 以基督的愛, 承先啓後地

去感動人心, 領之歸主, 影響轉化社會, 使萬民作遵主命令

之門徒! 承受神特别的呼召,他們不願單單每主日於四面牆

壁的華美教堂之内事奉神, 甘冒被貼標籤“社會福音”,“ 走

世派”, “教會服事都作不完, 那還有精力去作社區關懷?” 

遭受其他同工抱怨。經過長時禱告, 籌劃, 並接受屬靈牧長

啓發教導, 他們 毅然決然地成立基督徒光鹽社。其中最榮

神益人的屬靈導師是西區中國教會的黄繼榮牧師, 他親領

全教會進入社區舉辨父親節嘉年華會, 寓意效仿天父愛世

人, 賜獨子耶穌來世受死, 拯救世人, 凡信得救; 同時發揚

中華文化傳统; 並促進社會和諧。此持續十多年之壯舉影

響僑社甚鉅, 實乃光鹽社之先軀 !

我們去清掃中國城大街, 舉辦父親節嘉年華會,蒐集冬衣

送暖, 募捐筹款送濟中國長江水患、台灣921地震、科索沃

難民潮、休士頓淹大水、紐奧良卡翠娜颶風淹城、四川汶川

地震等賑災濟困。我們學習耶穌憐憫如無牧之羊的眾人, 用

口傳聖經福音真理, 並幫助及照顧他們的需要。 

神一路親自帶領, 加上聆聽回應來自僑社的呼聲, 光鹽社

逐漸成長茁壯, 神信實地時時加添同工,義工及經費, 擴大

服務範圍及對象, 提供由本地至國際癌友資訊, 牧養,到全

人服務。支持特殊需要兒童到青年及家庭之身心靈輔導和

團契。 在多媒体傳播事工上, 光鹽社不但提供全人關懷資

訊, 更送炭給有需要的人, 使受助者及家屬親友倍感 “人

間有溫暖, 四季皆如春。” 這些貼心的健康檢測, 賑災濟困

等等雪中送炭義舉, 在在促進社會之和諧及安樂。

聖經有明訓,”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我們原是神的

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 光鹽社“德不孤, 必有鄰”, 初期與號角月

刊及證主合作舉辦光鹽癌友關懷網多年, 近期隨著共同照

顧8181國際癌友, 與曉士頓中國教會, 及角聲攜手合作全

方位全人關懷,傳福音,及跟進栽培。與福遍中國教會同作

特殊需要青少年輔導及團契, 與休士頓教牧聯禱會正在籌

劃成立防災賑災網.. 光鹽社受神異象啓示--聯合基督信徒, 

教會, 及福音機構,集体行善及傳福音,“行公義. 好憐憫, 存

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將我們的光照在人前, 叫人們看見

我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因為萬

有都是本於他, 倚靠他, 歸於他。願榮耀全都歸給他, 直到

永遠。阿們！” 

基督徒光鹽社20週年感恩見證專輯
2017年2月     袁昶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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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時, 及地利)
基督徒光鹽社,是由一群來自休土頓華人教會牧長執

及同工, 受神呼召而組成的慈惠與公義團契與信心機

構。也是美國非營利 501(C)(3) 註冊社團。 其成立之

天時, 地利,及人和都一一印證光鹽社是由三一真神所設

立的。

話說美國華人教會由1950年代始,華人留學生查經班

如雨後春筍般在美國各地發展, 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

移民法案, 取消自1882年以來之排華法案, 於是許多來

自臺灣、香港、與東南亞的專業基督徒可在美國獲得

居留權,成家立業、落地生根。自1970年查經班逐漸轉

型, 從以專業人士為主體, 漸漸轉為老中少三代同堂的

全方位教會。1980年代,華人教會開始生根建造。建

立信仰的共識、及教會的體制, 建立教會會章, 并進行

老人、婦女、青年、兒童等事工。同時教會訓練同工,

與買地建堂。到了1990年代,海內外中國大陸學生學

者對基督教和聖經開始感興趣,同時尋求真理。1993至

1994年,美國通過保護法案, 增加八萬個移民名額,在中

國出生的人終於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中國學人逐漸

成為教會的成員, 同工和領袖。休士頓眾多華人基督教

會正是美國華人教會成立與發展的縮影。全知全能的

神更体恤信徒,社會大眾及有特殊需求者的全人身心靈

需要,及傳福音的生活見證,而創設光鹽社!

我們生活之休士頓, 乃全美第四大城, 面積達1,730平

方公里,以山姆·休士頓（Sam Houston）當年德克薩

斯共和國總統命名。是哈里斯郡（全國第三大郡）的

郡城。休士頓在密蘇里市的東面，西南部分伸入福遍

郡，東北一小部分伸入蒙哥馬利郡。

- - 創 建 於 1 8 3 6 年 , 是 美 國 成 長 最 迅 速 的 大 城 市 之

一,2014年已超過2百萬人。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

共195萬3631人，種族分布為49.27%白人、25.31%

黑人、0.44%印第安人、及5.31%亞裔等。

--以能源（石油）、航空工業、和運河聞名舉世。她是

世界第六大港口,美國最繁忙的港口,德克薩斯醫療中心

的所在地, 及全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研究和治療機構的

集中地。

--因有林頓·詹森太空中心,太空任務監控中心位於休

士頓明湖區,休士頓成為人類登月所說的第一個名詞, 故

綽號太空城（Space City）。當地人喜愛稱休士頓為沼

澤城,Bayou City,H鎮,全壘打城,或玉蘭花城,世界能源之

都, 及好心城市, BIG HEART CITY。

--是一個擁有多樣文化的城市,其美術館區是許多文化

機構和展覽的天堂,每年吸引將進七百萬的遊客,在休士

頓常能看見活躍的視覺表演藝術。

--2005年8月卡翠娜颶風過後,休士頓接收了25,000多

名紐奧良災民。約有230,000名紐奧良人現生活在休

士頓地區。同年9月,約有250萬（總數520萬）大休士

頓地區居民在颶風瑞他到達海灣海岸時撤離,雖造成小

規模的損害,但在美國歷史的大規模撤離中留下印記。

--全市處於平坦的沿海平原,南瀶墨西哥灣。河湖數量

甚多,平均海拔僅15公尺,經常泛洪水。2001年,熱帶風

暴埃利森帶來十呎深的大暴雨,損失百萬的財產及43人

死亡,這是休士頓歷史上最嚴重的洪水。

--屬於亞熱帶濕潤氣候,1月平均氣溫為12.6攝氏度,7月

平均氣溫為28.9攝氏度。每年平均降水910－1220毫

米。在夏、秋天常受到由大西洋形成,橫過墨西哥灣的

颶風吹襲。

地理--有四個重要的沼澤河溪（bayou）穿過該城：水

牛溪，流過下城；Brays溪,流經德克薩斯醫療中心；

白橡溪,流經Heights及靠近西北地區；Sims溪,流經休

士頓南部和休士頓下城,向東流入船舶航道（Houston 

Ship Channel）,然後注入蓋維斯頓灣(Galveston Bay）,

直通往墨西哥灣。

地質--由部分的粘土, 粘土頁岩,及較劣等的水泥沙等構

成。這些土質深入地下層,最遠深達數英哩。整個地貌

都是從落磯山脈被風化侵蝕後的碎石沙土,經由河流溪

澗沖積至此而形成的。這些沉積物堆積在由腐爛的有

機物,長期轉化形成石油和天然氣。

--德克薩斯醫療中心旁邊是博物館區,包括休士頓藝術

博物館、和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地方名勝:

-- 約翰遜航天中心（Space Center Houston）, 位居明

湖區。

--17個街區大的戲院區位於下城的心臟地帶，Bayou 

Place Entertainment Complex,有餐廳、電影演出、購

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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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心和公園。

-- 公園包括 Hermann 公園,內有動物園、自然科學博物

館,和天文館。

-- 市民中心/George R. Brown會議中心；The Jesse H. 

Jones Hall-表演藝術，交響樂團。Sam Houston劇場與

音樂廳,/Hobby 表演藝術中心。

--The Galleria（因擁有奢華名店而出名的大型購物中

心）；舊市集廣場、Sam Houston 歷史公園。

-- San Jacinto Battlefield 於市內的Deer Park。

-- 休士頓港（Port of Houston）,Kemah Boardwalk,和

Galveston 島。

建築--1960年代,休士頓市中心由時髦的高層辦公廳建

築群所組成,並組成全美最大的天際線之一,在全美排

名第四。最大規模的發展計畫是32街區大的休士頓中

心。其他包含Cullen 中心,Allen 中心與殼牌石油公司

的高樓大廈。多數市中心的建築物由市中心隧道系統

所連接,涵蓋隧道與人行天橋。

城市布局--市議會,Houston City Council,把全市劃分

為九個行政區, 州際公路610以內全部地方（Interstate 

610）或者叫做The Loop,即環城公路,包括大部分的

商業中心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休士頓的外圍地

區、機場以及市郊和飛地都在此環線以外，另有德州8

號環城高速公路，在更向外5英里處環繞全城。再向外

展之環城公路-德州99號高速公路正在建設中。

--德州哈里斯郡市公共運輸局（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 of Harris County ,Texas）簡稱 METRO,提供

公共運輸,有公共汽車,有軌電車和小巴。

-- 機場--喬治·布希洲際機場 ,威廉.霍比機場。

--大學: 萊斯, 休士頓, 南德克薩斯,聖托馬斯,休士頓浸信

會大學。

公立學校--分許多獨立學區（Independent School Dis-

trict,ISD），最大的是休士頓獨立學區,Houston ISD，

服務於大半個市區。西部屬於Spring Branch ISD, Cy-

press-Fairbanks 和Alief學區。東北部屬於Aldine ISD

和 North Forest ISD。Pasadena學區，Clear Creek (

眀溪)學區，Crosby學區，福特本德學區，Galena 

Park，Huffman，Humble，Katy學區，新Caney，和

Sheldon.

公共圖書館--有36個分館，及中央圖書館。哈里斯郡

則有26個分館，多在市區範圍以外。

職業運動--四大職業運動均有球隊以休士頓為主場

地：休士頓太空人（MLB）、德州人隊（NFL）、

休士頓火箭隊（NBA）（2次NBA總冠軍）、彗星

隊（WNBA）（4次WNBA總冠軍）、休士頓航空

（AHL）、休士頓迪納摩（MLS）、美汁源公園

（Minute Maid Park，太空人隊主場）和豐田中心（

火箭隊、彗星隊和航空隊主場）位於下城，均屬現代

化的體育館。本市大型運動場館另有Hofheinz Pavil-

ion、Reliant巨蛋和Robertson體育館。

(詳見, Houston, wiki. 網頁)

(人和)
休士頓華人教會現約有40-50堂所,信徒5,000至

7,000人, 約佔華裔80,000人的7.5%. 光鹽社本著基督

耶穌的博愛, 服務有身心靈之需要的人, 不分種族及宗

教信仰背景。神的愛-Agapa-愛加倍是人和之絕對與極

致! 我們稱之為--

“JOY in LSA”—光鹽路上你我祂, 包含 Jesus, Others, 

and You !

--Jesus, 耶穌基督—

   唯有主耶穌基督,你是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因為

称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

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作祭司歸於神 , 在

地上執掌王權。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

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啓5:9,10,13b),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鳴，春蠶吐絲吐不盡”..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他 

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每逢思想奇妙十架,榮耀

之主在上懸掛,萬般尊貴頓看有損,從前所誇今覺鄙下。

求主禁我別有所誇,但誇我主代贖十架,從前所慕虛榮假

樂,今因主血甘盡丟下。看從主頭、主手、主足,愁苦、

慈愛和血交流；愁愛可曾如此相連？荊棘可曾化作冠

冕？” 那加略山十架犧牲的愛是我們光鹽社行公義, 好

憐憫的原動力 !

--Others,有需要幫助的人—

列宁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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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恨！”但是主耶穌, “祢那無緣無故的愛,充滿我的心

靈; 祢那無緣無故的關懷,溫暖我的胸懷. 我曾渴望得到

人的愛，卻是一場虛空。那無窮無盡, 不改變的愛, 不

捨不棄來尋找。救主為我離天家, 為我受痛苦鞭傷, 為

我死在十架上, 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 新心音樂歌

曲) 。 慈悲榮耀的父神,“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

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 ,叫公理得勝。”(太

12:20). 

--Yourself, 光鹽人—

“誰是最可愛的人? “ 其實我們都是受人點滴,湧泉以

報,有恩報恩, 有仇報仇的凡夫俗子, 升斗小民,  這就是

人與生俱有的 “互惠原則”。但耶穌基督長闊高深之

愛卻是超越常人, 祂那無緣無故的愛與關懷, 在我們還

是罪人-悖逆頂撞,犯下大滔天大罪時, 仍然毫無條件地

原諒我們, 並賜給我們。所以“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

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 生,並且認

識神. 因為神 就是愛。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

藉著他得生, 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

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 我們的罪作了挽回

祭, 這就是愛了..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7-10, 19) 耶穌頒佈大誡命--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愛

神, 並愛人如己,及大使命-要去使萬民作主門徒, 也是光

鹽人遵行主命令行善, 傳福音的最高準則!

2. 光鹽社的歷史1997-2017
歷史就是神的故事!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

溝的水隨意流轉。”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 衪說“

有,就有,命立,就立。” 衪説,“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 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

喜悅的,我必成就。” 阿們 ! 神, 您是歷史的作者!

光鹽社的歷史完全出於 神的恩典與作為 --從無到有, 

到充沛之資源, 來幫助孤苦無依的災民, 生活窮乏艱困

的鄰居, 痛苦绝望的癌友及家屬, 和無奈乏助的特殊青

少年及家屬…但耶穌一來, 衪使哀哭變為歡笑, 失望變

為希望, 我們光鹽人成了基督福音的使者, 及使他人與

社區 蒙福的管道, 哈利路亞, 阿們!

1). 下列是光鹽社的歷史時間表:

  *1994-1996-構思, 等侯, 及禱告期。

  *1997 – 1/28, 首次籌備會。

   2/24-10/9, 宣傳, 招募, 擬訂信仰宣言。    

 *1998, 5/23, 光鹽社成立大會。

    8/29, 社員選出7理事, 6顧問:

黃繼榮,梁德舜, 潘政喜, 陳國安, 林立元, 及黃忠六牧

師。 

    9/7,  理事互選出-袁昶黎理事長, 孫威令副理事長,

蔡正驊秘書, 及舒濟仁, 王琳, 劉佳嘉, 梁明彪為創社理

事.

   10/16,   獲得德州政府非營利501(c)(3) 註册證。

• 2001 - 癌友支持網。

• 2006 - 國語收音機開播。

• 2007 - 乳癌癌友支持網。

• 2008 -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 2009 - 粵語收音機開播。

• 2009 - 奧斯汀光鹽社成立。

• 2010 - 光鹽社西北分社成立。

• 2012 - 中國大陸來休癌友支持網成立。

• 2012 - 電視節目開播。

• 2013 - 男性癌友支持網。

• 2013 - 阿茲海默症患者支持群。

• 2014 - 達拉斯光鹽社成立。

• 2015 - 光鹽社東南分社成立。

2) . 光鹽社20年歷屆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總幹事---

 理事長 副理事長 總幹事/執行長       
2016 袁昶黎 黃龍雄 孫紅濱
2015 潘  敏 袁昶黎 孫紅濱
2014 潘 敏 孫威令 孫紅濱
2012-13 鄧福真 林琬真 孫紅濱
2012 王琳 鄧福真 孫紅濱
2010-12 朱法山 張家俊 孫紅濱
2008-09 鄧福真 錢正民 孫紅濱
2006-07 朱法山  鄧福真 李淑美
2005 江桂芝 朱法山 楊采燕, 盧麗民
2002-04 蔡正驊        陳炳修 唐萬千 to 2005.
2001 孫威令  蔡正驊 唐萬千

1998-00 袁昶黎      孫威令 唐萬千, from2000

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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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鹽社的使命, 異象, 及核心價值,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箴言 29:18).  

1). 光鹽社使命—

建立一非宗派的基督徒社團, 遵行聖經教訓-基督徒是

世上的光與鹽:

      (1).關懷及照顧社區上有特殊需要的人-包括殘障者.

      (2). 響應及倡導符合聖經原則的公共政策.

      (3).見證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受死及復活的福音.

簡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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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核心價值, 

(1). 馬太, 5:13-16,  作世上光鹽 

(2). 路加, 10:33-34,  作好撒瑪利亞人

(3). 使徒, 11:27–30, 學習安提阿教會行善

(4). 使徒,  20: 35, 施比受有福

(5). 加拉太,  6:10, 有機會當行善

(6). 以弗所,  2:8-10 得救且行善

(7). 提后,     3:16-17 遵守經訓及行善

(8).  雅各,     2:15-17, 4:17 信心當有行動

(9). 約壹,      3:16–18 相愛在行為上

(10). 詩篇,      82:3 為貧孤申冤

(11). 以賽亞,  1:17 尋公平救欺壓

(12). 彌迦,      6:8 行公義好憐憫

(13). “ 人饑己饑, 人溺己溺”感同身受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 

 仁愛精神

3). 光鹽社的名字取自聖經—

馬太福音5:13-16 ,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能

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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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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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與鹽的角色及功

用. 這是我們對社會應有的使命及當盡的責任. 我們樂

意關懷, 及服務有需要的人. 並依法反映及爭取修正任

何違背神旨, 不利大眾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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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責任的基督徒

及好公民.

 

4. 光鹽社的事工,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詩篇

126:3),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

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詩篇 

90:17).

-- 光鹽社的事工計有: 

a. 癌友關懷網,  

b.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c. 資訊媒體中心,  

d. 社區外展服務,  

 1. 冬衣捐助, 

 2. 年長關懷, 

 3. 賑災 , 

 4. 健康日, 

 5. 醫務/法律諮詢, 

 6. 其他-語言等,.

 自成立以來，光鹽社推動的活動有：

 請見 2. 光鹽社的歷史,     1997-2017

5. 光鹽社的見證,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

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

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耶穌。” (希伯來書12:1-2a).

感恩見證

永不止息-
關懷國際癌友感言—
陳康元醫師 , 王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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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夫婦都是投身於癌症病人治療與關懷的專業人

員，也都是從中學時代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記得是

在2005年的早春時節，我們夫婦心靈深處都有一個願

景，就是用德州醫學中心為我們服事人的工廠，以教

會為根基，光鹽社為橋樑，著重於新近來此就醫或就

業的華裔為對象，從事「身心靈」並重的關懷事工。

經過大約半年的禱告尋求，到了2005年的秋天，才有

勇氣跨出第一步。需要袒白的是，我們從來沒有為如

何裝備自己來禱告，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覺得自己已經

有足夠的經驗。感謝神，祂沒有因此就小看我們的信

心和願景。

2005年十月，王琳意想不到地罹患卵巢癌，而且還

是三期末。五年後又因零期乳癌接受了雙邊乳腺切除

手術。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親身的體驗，不但讓我們

更認識了天父的慈愛，也經歷到神大能的裝備，使我

們刻骨銘心的學習了一個癌症病人在「身心靈」三方

面「全人關懷」的需要。

2012年初，中國國內來安德森腫瘤醫院治療的病友

們，與光鹽社的義工們，在光鹽社舉行了第一次的癌

友關懷聚會，正如鄧福真教授曾說過：「有一種愛，

能超越一切」。一晃又是數年，走在時光的隧道裡，

一次又一次的經歷到：當人的能力走到盡頭的時候，

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詩歌，祂也成了

我們的拯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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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光鹽社的

使命。社區可從「家」著手，以至「小組」、「教

會」.....直到「地極」，正如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宏觀，我們不敢想

像微小的自己，是該從何著手來完成這個使命。   

感謝上帝，當我們願意謙卑，順服聖靈的感動，藉

著光鹽社為橋樑，與眾教會的教牧以及弟兄姊妹們同

工，就可以經歷到這個使命所帶來的能力。舉一個例

子：2015年底，光鹽社的一位在曉士頓中國教會的

姐妹，在一位國內來的癌友還沒有昏迷之前，幫助她

成為基督徒，人生絕望之際，心中有了永遠的平安。

接著這位癌友的親屬家人絡續從國內來探病，是西區

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接送。我們夫婦有機會接觸到

這些親屬，並且帶領了兩位家屬以及病人的照顧者信

主。之後的追思禮拜是由曉士頓中國教會鄭忠禎牧師

主持。病人的母親告訴我們：這原是一個信仰穆斯林

教的家庭，基督教第一次進入了他們的家。這是多麼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藉著大家一起同工，我們居然也

把福音傳到了中國的内地！

   「大使命」的能力不但藉著光鹽社為橋樑，與眾教會

同工，善用多元化資源，寫下許多「重生在彼岸」的

感人事蹟，將基督教福音由休士頓向西伸展，跨過太

平洋，進入中國內陸。今年，我們又看見上帝帶領我

們學習關懷從歐洲來此治療的癌友及家屬，作「身心

靈」三和一的「全人關懷」。愛是永不止息，我們願

意繼續與大家同工，接受上帝的呼招：作世上的光和

鹽，將基督教的福音普世化。

[粵語飛揚]廣東話生活福音廣播電台, 由西區中國教

會的芳芳姊妹發起,從2009年3月17日開播至今已有8

年。其宗旨：藉粵語廣播廣傳福音, 及介紹基督徒信仰

生活。同工現有四十多人,來自曉士頓不同的教會, 廣播

8年,經歷幾許風雨,殊不容易, 多謝同工們熱心的事奉外,

還有上帝的恩典及作為！

[粵語飛揚]的ＡＭ1050頻道廣播時間:星期一至五,下

午 3:00-3:30。內容包括新聞摘要,金玉良言,聖經故事,

法律講場,耶穌與你,福音劇場,生活小常識,週末好去處,

文化點滴及讀書樂。可上網站重溫節目, 聽衆跨越曉

士頓地區,遠達美國各地,中國,香港, 台灣, 法國, 英國,馬

來西亞,德國, 捷克,俄羅斯。2016年全年上網人次超過

20,450人, 上網次數共43,300次。我們的網頁也介紹

本地粵語教會,藉着這項事工, 可加強粵語教會的團結和

合一。

電台的開支,全靠主內弟兄姊妹的捐獻,及來自各教會

和光鹽社的資助。我們全憑信心,當跨過每一難處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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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繼續有豐富的供應。

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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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與我的淵源始於2002年，那時長女世安寫了

推薦信給光鹽社，經過審核後竟然讓我被選為該年度

的十位“好父親”之一。我相當的蒙福因為那最後一

屆的”父親節嘉年華會”。

2003年初，經由蔡正驊理事長邀請和賴忠智牧師推

介，我代表西北華人浸信會參加光鹽社理事會，以義

工服務大休士頓華人社區。傳福音的宏觀及跨教會的

合作是教會的看見，並沒有”自掃門前雪”而吝於出

人力。

身為理事除了出席月會，大伙商議，還要主動地認

領和執行決議後的計劃事項。例如組隊於年節慰問年

長者，張羅節目及禮物等。癌友關懷網的服事更是主

要的事工。支持參與健康講座是常有的。提供各式交

通協助亦不在話下。我前後服務了兩個時段一共是八

年，從觀摩學習到發揮所長，詮釋組織職責，尊重團

隊合作，畢竟大家都是主內弟兄姊妹及義務同工，職

責雖異卻不分上下高低。我目睹也參與光鹽社的成長

茁壯，谨以個人報告的方式見證一部分社史歷程：

每週一次為時卅分鐘的福音廣播節目”心靈加油站”

於2006年三月初開播迄今。「粵語飛揚」是方方理事

加入後逐漸得到光鹽社資助而成為廣播節目（2009）

。為要增進社務之持續性而設立總幹事一職，既因為

理事是兩年一任，也可減輕他們的負擔。那是當時社

内唯一的受薪而部分時間工作的職位，最初有楊釆燕

理事在2006年五月出任。其後有李淑美姊妹，及孫紅

濱姊妹擔任，自2008年迄今。起初光鹽社沒有固定的

辦公室，有段時間多虧江桂芝姊妹在她的會計師事務

所内提供桌椅空間及設備，讓長年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義工高唐萬千姊妹得以處理行政事宜。我們還短期經

由楊釆燕姊妹使用過宋武峰律師事務所。2006年八月

洽租到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二樓辦公室一間，光鹽社終

於有了自己的“家”。之後空間的增長自然地跟隨著

服務範圍和財務的擴展。

早期光鹽社的收入來自大休士頓地區的一些教會资

助，弟兄姊妹的捐献，加上年度聖誕或慈善音樂會及

义卖。自從鄧福真姊妹來到理事會，大有改觀。我們

放眼於開源，目標指向社會上財力雄厚的慈善機構或

基金會，例如Susan G. Koman。由鄧理事主撰申請奬

助金(Grant)，基於歷年努力成果和統計數據收集，多

次嘗試終於獲得青睞，也是得到相當難能可貴的社會

回饋與肯定。

2010年十月特殊需要家庭關懷中心正式地成為光鹽

社的事工，併入年度預算。患有自閉症，唐氏病徵，

或其他殘障的孩子們和家庭得到了更多的理解丶關懷

和有組織的支援。手鈴隊的演出成就博得讚美喝彩

也增強了隊員的自信。西北辦事處成立於2011年二

月，洽商使用西北華人浸信會的地方，每週間可服務

至四小時。休士頓西北地區的華人就近得到光鹽社提

供的一些服務項目，如聯絡資訊，單張書籍，健康講

座等。週二上午的光鹽互助小組多半有十餘位長者參

加，做健身操及團體遊戲，如拼圖，骨牌接龍，扑克

牌接龍， Crazy 8 ，Uno，和賓果等。長期定期的年

長者關懷和探訪事工開始於2011年五月。每週慰問

Westchase Assisted Living的各族裔住戶。

光鹽健康蔬菜园地是個非常特殊的事工，主要為造

福癌症患者，而且牽涉到和第二者合作簽約。經過多

次熱烈討論，或者關心種什麼收什麼，或者關心誰摘

菜誰洗菜，如何運菜收菜保存，然後分售出去，再記

賬結賬。理事會在意見分歧中通過进行，於2011年

五月和在西北經營植物園藝業的俞希彥先生簽約。六

月中旬開始按季節供應新鮮的有機（無農藥無化學肥

料）蔬菜，有意者免費試吃兩個月後付＄100加入購

菜。我家也適逢受惠。據友人告之，2012年四月解約

停止健康蔬菜園地事工。

感恩見證

光鹽八年隨記
朱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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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的作光作鹽
Mary Chiang

特殊需要家庭關懷中心感言
張懷平

感恩見證

2012年初光鹽社榮獲德州政府頒發的$329,000钜

額防癌奬助金(CPRIT Grant)，期許增廣服務及於亞裔

社區，分三年以實報實銷的方式使用。光鹽社成立15

年來的努力服務，義工们的犧牲奉獻，華人之財力捐

獻，以及各樣的奬助金，再度博得地方社會和各級政

府的認知、肯定與讚揚鼓勵。我們為 主耶穌基督做了

美好的見證。我在2012年三月任期屆滿後離開光鹽社

理事會，不久就加入國際基甸會依然以義工從事分送

免費的聖經給初中以上的學生。

我熟知也深信“我們曉得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八章

28節). 願榮耀歸於  神。

這個廣播節目，常常我們自己在錄製的過程中得著

益處，不僅是在知識上的得著，更是在屬靈生命中得

著的幫助。很多人告訴我，常常聽了生命重新得力，

而在說與聽的當中，明白更多神的恩典與慈愛，明白

行道是從聽道而來，而很多的面對面訪談故事中，更

是可以激勵和勸勉聽到的人，原來生命是藉著聽而

行，明白去做了，而成長，而成為祝福，見證是經歷

領受神的道，看見以馬內利的看顧，同在，引導，知

道我們所信的神不是宗教，而是生活中與祂同行的救

主！ 

過去將近20年的時光，有許多忠心的義工默默投入

及參與，如癌友服事、廣播分享、冬衣捐贈、募款震

災、特殊需要服務等等，將主耶穌作光作鹽的教導、

一步一腳印的實踐出來．我們衷心感謝所有義工的付

出，並求主加倍賜福。轉眼20年匆匆逝去，也真是看

到傳承交棒的重要。此時急需年輕的志工全力投入、

接受訓練裝備，請為此禱告並將您所知道的年輕朋友

介紹給光塩社，讓我們是永續性的作光作鹽，直到主

再來!

我們夫妻於兩年多前退休,就帶著我家的特兒Michael

搬到Sugar Land,靠近大女兒的住處,以便未來姐姐可以

照顧到Michael. Michael,是一個內心膽怯又不喜歡有改

變的特兒.從NJ 原來一周有三天固定的到”成人中心”

活動,一下子變為在新環境,新房子內,沒有朋友,很單調,

很寂寞的景況,面對轉變他感到不適應. 我們到德州有關

機構去申請,但近期(幾年之內)不可能會有任何日間中

心的活動.

到了光鹽社的特殊關懷中心(SNCC),見到了不少家長

與特兒與我們有類似的需求,很快地就產生了連接感,而

SNCC的主任鄭師母”所舉辦的講座給大家很多鼓舞與

夢想—想像可以同心協力為特兒建造家園.

感謝主垂聽了艱辛家長的禱告;主賜福給力,使光鹽社能

面相挑戰,不畏困難.主重用鄧福真理事,使她賣力寫出的

proposal獲得州政府的撥款,而我們大孩子的學習成長

園地—Project SMILE就在2014年的歲末誕生了.在鄭

師母的細心帶領,老師們合宜的教導,家長和義工們熱情

參與之下,SMILE學習園地已成為特兒生活的重心,身心

的樂園.Michael在這個親密的群體中,不斷的成長,很多

方面有明顯的進步.其實,SNCC的工作,不但給大齡的特

兒們開闢出成長的園地,也替幼齡的特兒開創了音樂治

療班. 不僅訓練大齡的特兒們參與社區服務,也鼓勵家長

積極向州政府請願,爭取特兒福祉.

一路走來,我最大的感想就是“感謝”.感謝主讓我們

經過黑暗,也見到了光明.十字架雖重,但有光鹽社陪我們

一起扛. 感謝神讓我見證生活的改變,也看到啟發的能

力.那一張張特兒純淨的笑臉伴隨著家長安慰的慈容,鮮

活地彰顯出

“愛”環抱著我們的光芒.      

心靈加油站
主持人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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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A SE 聚焦于大休斯頓東南區 (包括社團和教會) 事

工, 例如:健康日; 癌友關懷; 特殊兒童事工; 老年及健保; 

健康讲座; 災害和急難救助…etc.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见人有難, 心中同情; 见人有難,盡力幫助. 門徒是世上的

鹽和世上的光. 門徒得救蒙恩乃是倚靠信心, 而不是倚

靠行为. 但是, 得救是为了行善. 門徒若有好行为, 将榮

耀歸給天上的父. 

如今的時代，癌症已經成為人類的一大殺手。據統

計，在中國每分鐘就有6人被診斷為癌症，每年因癌

症死亡病例達270萬例。伴隨癌症而來的是痛苦與死

亡。我們該如何安慰、陪伴在患病中的人們？痛苦與

死亡一直要我們相信它們是終極的，然而它們是生命

中最大的謊言！

苦難能有凝聚力嗎? 苦難世界不儘是漆黑一片的，人

的勇氣與持守能帶來一線光芒，雖然是那麼遙遠和閃

爍不定，卻極可能是隧道盡頭的光芒。光鹽社有癌友

關懷網, 本著 上帝的爱去關懷和協助癌友.  

肺癌轉為皮膚脫落症--紅弟兄因治療肺癌, 轉為皮膚

脫落症, 住進燒傷治療中心. 去探望時不能靠近, 只能站

在遠處打招呼. 与他父母和阿姨在休息室聊天安慰. 他

是30多歲的人, 他臉上有一種純真的笑容。紅弟兄已安

息在主的怀中. 

十字架的真理 --馬槽與十字架所訴說的一个故事: 兩

千年前，耶穌基督從天上來到人間成為人，成為一個

受苦的僕人。 他來到馬槽，目的就是要走上十字架，

不僅是與苦難中人認同，更是要代替人去忍受那不能

言喻的痛苦，一種不單是釘穿手腳的椎心之苦，更是

被父神丟棄的絕對痛苦，一種完全不能有人明白也無

法溝通的痛苦。他孤獨地被懸於天地之間，這個特殊

的空間位置亦說出他獨有的心靈位置：他是同時為天

與地、神與人所棄絕，獨自一人啜嘗他的苦杯。

但是, 復活才是馬槽故事的結局。苦難甚至死亡是必須

按空墳墓來解釋的，否則，它們就是生命中最大的謊

言。耶穌死后第三天復活, 復活后有十次显现, 后升天. 

林前15:20-23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

初熟的果子. 21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

一人而来。 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23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

督的。  

人生不是完全無助的，當苦難叩門，我們整個人生

不是像被它劫持一樣，不是什麼都要停下來。我們相

信，死亡不是人生一切的終結，死亡之外，不是什麼

都沒有。若是,我們今天就吃喝快樂吧。痛苦與死亡一

直要我們相信它們是終極的，因此它們是生命中最大

的謊言。

只有基督的馬槽和空墳墓能揭穿它們謊言的真面

目。耶穌既來到世上，今世的生命就不是一場代價深

重的誤會，空墳墓更指出，死亡不是無所不能或無所

不在的，它有一定的界限和時期。復活指出死亡不能

再逾越的界限。人不是不能逾越死亡，但死亡不能逾

越復活！哈利路亞，讚美 神。

僅僅與病友訴苦是不足夠的，我必須向他們見證復

活的盼望，這才是我們需要的隧道之光，特別是對那

些日夕要忍痛的病友來說。要緊的是知道這苦難經驗

會有過去的一天。是希望使我們能相連。這正是馬槽

與空墳墓告訴我的秘密。愿 神继续使用光鹽社去祝福

更多人!

一個快樂的負擔，除非你也真正在照顧一個有特殊

需求的孩子，否則你無法真正體會身為父母的負擔，

以及每天所要面對的挑戰。

我有一個高功能自閉症的孩子，打小不容易被發現他

有自閉症加上語言障礙，因為他從小是一個愛笑、快

樂的男童。因為是特兒，所以一個適當、安全的學習

環境對兒子而言相當重要，為了家中唯一且是特兒的

孩子，我們決定由加州搬到德州糖城。來糖城後，經

光鹽社20週年
by Ron Liu of the LSA SE

光鹽社
特殊需要家庭關懷中心感言
柯靜茵

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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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七年非常沉重的負擔，消耗體力、消耗精力地重

量級輔導，兒子終於開心地在Clements High School高

中畢業。

對於一個既要上班養家，又要全心全意照顧特殊需

求的兒子，又得照料全家生活起居的我。由於壓力太

重，終於生病了，迫於無奈只好將特兒安置家中，心

想他已經成年，可以在家中獨處。幾年後孩子很明顯

在表達能力上的退化，身為母親的我可以看得出他沒

有什麼喜、怒、哀、樂…甚為擔憂。

主聽見了我的祈求與禱告，有幸認識了Sharon師

母，兒子高華參加了光鹽社的特殊關懷中心（SNCC）

的Project SMILE。兒子在生活技能課、音樂課、手工

藝術課、手鈴音樂課、體能訓練課、烹飪課、健康知

識課、Happy Hour、舞蹈課…之中成長。

感謝光鹽社提供了這樣的平台，幫助特兒們有更多

的機會與空間去挖掘自己的能力，培養孩子們面對外

來環境應有的信心。孩子們天真的笑容來自Sharon師

母、老師們、義工們的努力與無私的付出，也謝謝父

母們之間的互相幫助，大家的愛心與包容看得見。孩

子們的笑容更看得見。

感謝主，賜給特兒們這樣有愛心的平台，謝謝大家

的付出。

(引言)  “感謝父神賜豐富美好食物, 更賜下耶穌基督,道

成肉身, 親自擔當我們必死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

從死裏復活。使我們因信而有永遠不死,不朽的生命。

主耶稣, 您是生命的粮,到您这里来的,必定不餓;信您的,

永遠不渴。主阿, 您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讓我

們心口一致承認相信您是我們每個人的救主及生命的

主宰, 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您。您是從無變有, 醫治癌

友及特兒,使死人復活, 滿有恩慈憐憫及大能的神, 懇求

您親自施行拯救与醫治, 但憑您的旨意而行!

主耶稣,為了感謝在座各位義工悉心全力擺上時間. 精

力及金錢, 基督徒光鹽社,特别挑選感恩季节的今天,準

備簡單的午餐來招待及聯誼辛勞的各位。求神潔淨桌

上的飲食, 讓我們能享用,補充營養, 繼續行公義, 好怜

悯, 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天路, 如此感恩讚美祈求, 全

奉我主耶稣基督寶貴的聖名禱告, 阿們!”  兄弟在2016

年義工感謝午餐會的謝飯祷告,現 用來作感恩見證的開

場白。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一轉眼, 光鹽社已從呱呱墜地的

嬰兒變成青春年華, 意氣風發,神采飛揚的熱血青年! 兄

弟有幸被推選為創社主席, 眾僕之僕, 如今神又感召我

重回光鹽服務, 與眾理事及執行長尋求主光鹽社未來發

展異象, 及作薪火傳承。光鹽社使命鮮明, 遵行耶穌教

導我們之大誡命-要愛神,及愛人如己; 和大使命-要去傳

福音及造就門徒。要勇敢熱誠地走進人群,發光作鹽,榮

神益人,關懷服務弱勢群體。仰望基督捨己釘十架的愛,

它翻轉,突破,及终結了老亞當的自我。衪的Agapa愛驅

使我們動了慈心,去傳福音,愛及幫助有需要之人。

(反思---自我心態剖析)   從小信主,在傳福音時,常聽不

信主之朋友説,“ 那人思路清晰,口齒伶俐, 倒挺會説服

人的, 可是他平日的生活行為, 就全不是那麼回事: 偷機

取巧, 貪小便宜, 爭功諉過, 偷天換日;虛假, 假冒為善, 雙

重標準; 自我中心強,自私自利,不合群, 自鳴清高,自圓其

説--自義, 沒有一丁點兒基督馨香之氣, 這種人真成了過

街老鼠, 人人喊打。人見人厭, 避之唯恐不及..” 信徒沒

有好見證--行為不檢點, 反成了别人信主的絆腳石, 主啊, 

那是虛偽的我嗎?----“ 主啊,若果是我,求你接受我向你

認罪悔改,重新作人! 我願做個真誠無偽的信徒在我心, 

效仿基督, 作主門徒!

(見證) 1984來休士頓明湖中國教會事奉, 蒙神揀選擔

任中文學校校長多年, 及全市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 接

觸僑社, 看見人心渴慕真理, 並有實際的需要。有次藉

台灣中原大學張光世校長來休士頓僑社之演講, 神感動

啓發我; 以後幫助明湖胡小弟(10歲)患血癌, 聖靈感動

我傳福音及行善, 如助蔣姓郵差復職, 到庭耹訊聲援胡

璐命案正義, 參與僑社聲援李文和, 抗議 印尼排華等光

鹽行動, 同時体會到傳福音要用心傳, 作福音預工, 須殷

勤拔草,撿石,鬆土, 施肥,澆水, 營造接受福音好土壤, 結

實百倍; 同時憑信心願接受五千兩銀子,作忠心,良善,及

有見識之管家, 為主為人多走一哩路。聖經不斷提醒

感謝主耶穌基督!
袁昶黎

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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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以斯帖記 4:14b).  時常体會及見到自己及甚多基督徒,

忽略信仰與生活之關聯,誤認行善非基督徒應作之務, 反

輕視且歸之為所謂的“社會福音”。在行道上,有許多

迷思myth, 或誤區: 如過份強調聖俗之分, 資源要用在刀

口上.. 求神憐憫, 那是見樹不見林。耶穌道成肉身, 活在

世界上,但不屬於這世界。傳福音應是傳身心靈全人得

救的福音, 而且傳福音應包含文化使命, 唯有如此,才能

翻轉人心,移風易俗。當時緊緊追隨主耶穌的腳蹤, 參與

由西區中國教會黃繼榮牧師帶領,在僑社舉辦好父親嘉

年華會。同工經過幾年的聚會祷告及筹劃, 基督徒光鹽

社终於創立, 積極作基督徒全人關懷及服務社區。及至

光鹽社成立, 更是大力集体行善, 作鬆土揀除碎石之福

音預工, 並同時作個人佈道, 傳主福音。

神賜異象,更感召光鹽社開始癌友關懷事工至今。衪

興起幾位倖存之癌友燃燒並大力推行此感動人心,搶救

靈魂之聖工, 使光鹽社成為眾教會傳福音的資源, 橋樑, 

夥伴, 與祝福! 當接觸之 癌友獲得光鹽社之資訊, 接受 

實際生活及醫療之幫助, 他們受了“無緣無故之愛”的

感動, 主動積極地追求認識主耶穌,心中充滿屬天的平安

與喜樂,鎮定,安穩,且有盼望。即或不治, 癌友也安祥地

睡在主懷, 靜候耶穌再來及復活! 看到光鹽社這些“最

可愛的人”- 義工們, 不眠不休地接送癌友及家屬來回

飛機,交通,買菜購物, 看病治療, 翻譯連络, 安頓傢俱住

處, 抒解情緒, 與之 同哭同笑.. 看到特殊需要青少年找

到同病相憐,相顧相惜的群体團契, 愛之、教之、輔之的

老師, 大哥哥, 及大姊姊, 他們滿足地笑了, 燦爛的笑容, 

加上有感染力、爽朗、與自然的笑聲, 直讓人窩心、感

動地流下淚來, 感謝讚美神我主!

(禱祝未來)  我們為光鹽社成立20周年感謝主耶穌基督! 

祈祷神加倍感動凡屬衪的教會, 基督徒, 及義工群能更

遵神旨意, 作成主工, 彰顯衪的榮美! 使萬國萬民都歸向

祂! 深信那動善工的聖靈必引領光鹽社下一個20年的

異象,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

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

書40:31), 阿們!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LSA)
20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Journal @2017, February.

LSA Story
“Is this the little girl I carried?  Is this the little boy at 
play? 
I don’t remember growing older, When, did, they? 
When did she get to be a beauty? When did he grow to 
be so tall? 
Wasn’t it yesterday when they, were, small? 
Sunrise, sunset, 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ow the days, 
Seedlings turn overnight to sunflowers, Blossoming 
even as we gaze. 
Sunrise, sunset, 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y the years,
One season following another, Laden with happiness 
and tears...”

Yes, Time fl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God has crowned 

the years with His bounty, and His carts overflow with 
abundance. His eye-sights have never departed from 
His beloved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God’s mighty 
hands have held us passing through the waters without 
being swept over by the rivers, and through the fire 
without being burned. Instead, He has led us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and beside quiet waters. He 
has made us to taste abundant and sweet Grace; Praise 
the Trinity God!

20 years ago, a group of ambitious and passionate 
Christian soldiers following Jesus’ love to care 
and serve the Chinese Community outside of the 
Church’s walls. Upon God’s calling,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Chinese Churches to establish Light and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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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despite of being labelled as “to preach 
the social gospel”, and secular Christian. The charter 
members gained a lot of biblical lessons and inspiration 
from several pastors. Of which Pastor Calvin Wong 
influenced us the most. He led the congregation of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to sponsor the Father Day’s 
Celebration which implied to imitate the heavenly 
father’s love.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The annual activity, lasting for over a decade, has 
impacted Chinese community greatly. It has been a 
pioneer of the LSA actually!

We went out to clean the Chinatown streets, hold 
Father Day’s celebration, collect  winter clothing for 
the needy, collect money to relieve disasters of Yangtze 
River Flood, Taiwan earthquake, Houston flood, 
Katrina hurrican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so on. 
We followed Jesus’ pattern to preach and help meet 
people’s needs with a compassion heart to people who 
are like sheep don’t have a shepherd.

The LSA has been growing in ministry scope, 
coworkers, volunteers, and budget through God’s 
leading, and listening to the community’s voices. It 
has expanded the service from local to international 
cancer patients in sharing information, pastoring, and 
providing holistic care. As well, the service includes 
care of special need youth and kids, broadcasting 
program for information of health, spreading the 
gospel in multi-media, and Health Fairs.   

In Ephesians 2:8-10,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not by works, so that no one 
can boast.  For we are God’s handiwork,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to do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us to do.” Uniting all Christians, Churches, 
and Faith base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to do good works collectively is our vision 
from God, “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are all things.  To him be the glory 
forever! Amen.”- Romans 11:36
(Right Timing, and Right Place)

The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is a fellowship 
and organization of Christian Compassion and 

Righteousness, formed by a group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eaders in Houston who are called by God. It 
is an non-profit registered organization of 501(C)(3) . 
The founding of the LSA has been indeed confirmed 
by the Trinity God upon a good combination of the 
right timing, the right place, and the right people !

The story of Houston Chinese Churches was a 
miniature of that of Chinese Church in America-from 
a bible study class to a family oriented church. 1965 
US Congress passed Immigration Act which opened 
the door for more Chinese students to settle down in 
the USA, replacing Chinese Exclusion Act since 1882. 
1993-94, Protection Act attracted more China born 
Chinese to settle down in the USA. Our loving God 
has set up the LSA for meeting the holistic needs of the 
Churches and Christians in Houston, and laying life 
witness of the Christian Belief!

Houston is a major American metropolis, it is the most 
populous city in Texas and the fourth-most populous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ocated in Southeast Texas 
near the Gulf of Mexico. With a census-estimated 2014 
population of 2.239 million within an area of 667 square 
miles (1,730 km2), it also is the seat of Harris County. It 
is the principal city of Houston–The Woodlands–Sugar 
Land, which is the fifth-most populated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founded on August 28, 1836, near the banks of 
Buffalo Bayou (now known as Allen’s Landing). 
--Houston’s economy has a broad industrial base in 
energy, manufacturing, aeronautics, and transportation. 
It is also leading in health care sectors and building 
oilfield equipment. The Port of Houston ranks fir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waterborne tonnage 
handled and second in total cargo tonnage handled. 
--Nicknamed the “Space City”, Houston is a global 
city, with strengths in business, international trade, 
entertainment, culture, media, fashion, science, sports, 
technology, education, medicine, and research. 
-- Houston is the most diverse city in Texas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most diver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home to many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exhibits, 
which attract more than 7 million visitors a year to the 
Museum District. Houston has an activ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scene in the Theater District and offers 
year-round resident companies in all major performing 
arts.
(see details in Houston,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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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People)
In Houston, we have 40 to 50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with 5,000 to 7,000 Christians, which is 7.5% 
of total 80,000. The LSA serves the holistically needy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which reflects God’s Agapa Love influencing a 
harmony for the people to be right ! We call it------
 “JOY in LSA”—In the LSA way, there includes Jesus, 
Others, and You !
--Jesus,—
  Jesus ‘  sacrificial love on the cross has been 
our source and driving force 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 
--Others,—
 Lenin said, “There is absolutely no such thing 
as love or hatred without any reason or cause.” But 
Jesus’ Love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A bruised reed 
he will not break, and a smoldering wick he will not 
snuff out till he has brought justice through to victory.”     
(Matthew 12:20). 
--Yourself,—
 Jesus’ deep love has transformed us to be the 
people to love and care others as ourselves. “Dear 
friends,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comes from 
God. Everyone who loves has been born of God and 
knows God. Whoever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because God is love. This is how God showed 
his love among us: He sent his one and only Son into 
the world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This is love: 
not that we loved God, but that he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as an atoning sacrifice for our sins.. We love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1 John 4:7-10,19).

LSA History, 1997-2017
History is His Story or God’s Story!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God, “In the LORD’s hand the king’s 
heart is a stream of water that he channels toward all 
who please him.”  “For he spoke, and it came to be; 
he commanded, and it stood firm.” He said, “I make 
known the end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ancient times, 
what is still to come. I say, ‘My purpose will stand, 
and I will do all that I please.” Amen, God, you are the 
writer of the History!

The LSA History is purely God’s Grace and His 
Works on us! We are deprived, helpless, desperate, and 
hopeless, but when Jesus comes, he changes crying to 
laughter, and disappointment to hope. The LSA folks 

have becom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the channels of 
blessing to others and the community!
1).  The LSA Timeline is as follows,
*1994-1996- Preparation and Praying. 
*1997-1/28, 1st Preparation meeting,  
   2/24-10/9, LSA Covenant, 4th draft done.       
*1998, 5/23, Founding Assembly done,  
  8/29, 7 Board members, 6 Advisors elected-- Pastors 
Cavin Wong, Peter Leung, Cheng-Hsi Pan, David 
Chan, Emmo Lin, Victor Wong .
   9/7, elected Charles Yuan as President, William Sun 
as Vice President, Paul Tsai, James Shu, Grace Lin 
Wang, Diana Liu, and Bill Leung as Directors of the 
Board.  
   10/16, achieved 501(c)(3) status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exas. 
• 2001 - Cancer Support Network,  
• 2006 - Radio Program,  
• 2007 - Breast Cancer Support Program,  
• 2008 - Special Needs Care Center,  
• 2009 - Radio Program: Cantonese,  
• 2009 – Austin Light and Salt Services,  
• 2010 - Northwest Branch Office,  
• 2012 - Support Group for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 2012 - TV program,  
• 2013 – Men’s Cancer Support Group,  
• 2013 – Alzheimer Support Group,  
• 2014 – Dallas Light and Salt Aid Organization,
• 2015 – Southeast Branch Office, 

2) . LSA 20 years’ Officers 
 Chairperson Vice Chair Executive
   Director
2016     Charles Yuan Long Hwang Helen Sun
2015     Grace Hu Charles Yuan Helen Sun
2014     Grace Hu William Sun Helen Sun
2012-13 Furjen Deng Lin Helen Sun
2012     Grace Chen Furjen Deng Helen Sun
2010-12 Frank Chu Chang Helen Sun
2008-09 Furjen Deng Qian Helen Sun
2006-07 Frank Chu Furjen Deng Lee
2005 Mary Chiang Frank Chu Yang, Lu
2002-04 Paul Tsai Chen Maggie Kao  
   to 2005.
2001 William Su Paul Tsai Maggie Kao
1998-00 Charles Yuan William Sun Maggie Kao  
   fro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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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A Mission, Vision, Core Values
“Where there is no revelation, people cast off 

restraint; but blessed is the one who heeds wisdom’s 
instruction.”  (Proverbs 29:18).
1). Mission: to form a non-denominational Christian 
association that follows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of being 
light and salt in the world:
(1).To care and serve people in need in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serving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2). To respond to and advocate public policy consistent 
with biblical principles; and
(3). To witness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crucified and 
resurrected for us.
In brief, we care and serve underprivileged groups with 
lov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olistic health, and revive our community.
2).    LSA Core values--- 

(1).Matt 5:13-16 Being salt and light
(2). Luke 10:33-34 Being a Good Samaritan
(3).Acts 11:27–30 Antioch Church’s Benevo  
  lence
(4).Acts 20: 35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5).Galatians 6:10 Let us do good to people   
  whenever possible 
(6).Eph. 2:8-10 Christian does good works.
(7).2 Tim. 3:16-17 Christian, following the   
  Bible teaching, 
  is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8). James 2:15-17, 4:17Faith, if without action, is  
  dead.
(9). 1 John 3:16–18 Christian needs love with  
  actions and in truth.
(10). Psalm 82:3 Defend the weak and the   
  oppressed for justice.
(11). Isaiah 1:17 Learn to do right, and seek  
  justice.
(12). Micah 6:8 To act justly, love mercy,   
  and walk humbly with God. 
(13). “Be empathetic with the hungry and the 
suffering.” a Chinese proverb.
(14). “Honor elderly as we do unto our own aged
par ents, and care for other’s children as unto one’s 
own.” a Chinese proverb.

3). The name of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come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5:13-16,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But 

if the salt loses its saltiness, how can it be made salty 
again? It is no longer good for anything, except to be 
thrown out and trampled underfoot.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town built on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Neither do people light a lamp and put it under a bowl. 
Instead they put it on its stand, and it gives light to 
everyone in the house. In the same w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4) (The Covenant of the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 Christ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 affirm that the Christians and Churches have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Light and salt in the world, this is 
our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society.
We care about and are willing to serve needy people, 
and we shall make every endeavor to legally respond 
to and correct any public policy which is against God’s 
Will and unfavorable to the people. 

We insist that the supreme goal of all these social 
concern, services, and acts of justice must be evangelism 
and the glory of God, and b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genuine faith, holy living, and loving actions God may 
fulfill through us His love and justice in the society, 
that we may become good witnesses and responsible 
Christians and good citizens in our communities.

LSA Ministry
“The Lord has done great things for us, and we are 

filled with joy.” ( Psalm 126:3).  
“May the favor of the Lord our God rest on u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for us—  ye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Psalm 90:17).
-- LSA Ministr y includes,
a.  Cancer Support Network
b.  Special Need Care Center
c.  Information and Media Center
d.  Community Outreach Services

1. Winter clothing drive
2. Senior care
3. Disaster relief
4. Health Fair
5.  Medical/Legal Consultation
6. Others- languag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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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its inception, LSA had sponsored multiple 
annual events, including a father day’s celebration, 
annual winter clothing drive, and a day with seniors.
LSA also mobiliz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raise 
relief funds for victims of Hurricane Katrina, the 2008 
earthquake in Sichuan, China 2009 Taiwan Morak 
Typhoon, and the 2010 earthquake in Japan. In 2011, a 
new northwest branch office was established to extend 
LSA’s programs and services to the northwest section 
of the Houston area. In 2015, the Southeast branch was 
established. 

5. LSA Testimonies 
“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uch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let us throw off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and the sin that so easily entangles. And let 
us run with perseverance the race marked out for us, 
2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the pioneer and   of faith.” 
Hebrews 12:1-2a

  
I first heard about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from 

my dear wife Joyce (who passed away in 2012) 
many years ago. I vaguely remembered her remarks 
something like “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is a God-
loving organization  not only tendering His sheep but 
also reaches out to the non-believers “While I was still 
busy at my medical practice, her remarks never faded 
away from my mind. Today, her remarks become even 
more vivid as I witness the mission of Light and Salt 
in real life. Two years ago, through Professor Furjen 
Deng’s introduction, I finally entered the network of the 
Association, serving as Board member and consciously 
making contributions whenever I can. This has been a 
new chapter in my life and I fully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it.

Time flies, the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has 
become a youth from a baby. I myself was honored 
to be elected as the founding chairman, the servant 
of servants 20 years ago. Currently, I am called back 
by God to coordinate the Board and to work with the 
Executive Director Dr. Helen Sun to look for the vision 
of the LSA in the future 5 years, such as enhancing the 
scop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s, the 
permanent facility, and the torch passing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LSA Mission is clear, following Jesus’ Great 
Commandment –love God and others, and Great 
Commission—go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peoples and 
making disciples. We all need to walk into the crowd 
with compassion and courage, being the light and the 
salt of the world, to care and serve people in need in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hose underprivileged and 
underserved. Let us lift our eyes onto Jesus’ sacrificial 
love on the cross, which turnovers, breakthroughs, and 
terminates our “old Adam “sinful nature. Only His 
Agapa Love can drive and motivate us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to love and care the needy!

Praise the Lord! God has provided me many chances 
to act justly and love mercy in His way, in the church 
(CLCC),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Houston. He 
reveals us to prepare the good soil with planting seeds 
and bearing fruit, just like preaching the Gospel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ekers. As well, by faith, we dare to 
ask Him entrusting us five thousand talents for His 
Kingdom’s ministry! God reminds us of “who knows 
but that you have come to your royal position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Esther 4:14b).

(Testimony)
By God’s mercy, He helps us, Christians preaching 

the Gospel in a holistic way, because the scripture 
says, “let us not love with words or speech but with 
actions and in truth.” and “faith by itself, if it is not 
accompanied by action, is dead.” In the beginning, 
we followed Jesus who led Rev. Calvin Wong from 
WHCC held “Father Day’s Celebration” in the Chinese 

A New Chapter of My Life
Long H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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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n the core group of Christians from 
different Chinese Churches has developed and founded 
the LSA. Due to the vision to care cancer patients from 
God and the community requests, the cancer patients 
support network and ministry has started in 2001. It 
has been a blessing for the LSA, Chinese Churches, 
Community , and even many patients from overseas, 
mainly from Mainland in China. The zeal from several 
cancer survivors has ignited and fired up the ministry 
vigorously. The LSA has become a resource, a bridge, 
a partner, and a blessing to the Churches!

(Ministry)
The “out of reason” love from Jesus Christ drives 

us to love and care cancer patients in a thorough way, 
which moves them to seek after God and the Gospel. 
The Christian belief has filled them with love, joy, 
and peace. Even though some passed away, they slept 
peacefully in the bosom of Jesus Christ with eternity, 
and hope! The volunteers’ tireless, thoughtful, and 
holistic  service around the clock have earned their 
hearts and souls for Christ. In the Special Needs Caring 
ministry, the special kids or youth have found the LSA 
as their loving fellowship and spiritual home. When 
you come visiting them in the LSA workshops, you 
will be touched to see their sincere and bright smiles, 
and hear their genuine and contagious laughter with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You will even praise the 
lord loudly in tears!  

(Prayers)
Thank you, my Lord Jesus Christ, and to God be all 

Glory at the LSA 20th Anniversary! We earnestly pray 
God to inspire us doubly, to follow His Will, and finish 
His Work, so all peoples will turn to Him! We are 
strongly confident that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the LSA will reveal us and fulfill our vision in the next 
20 years,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be faint.” (Isaiah 40:31),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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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KA VIRUS 茲卡病毒的防御

茲卡病毒感染症（Zika virus infection）是由茲
卡病毒（Zika virus）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這種
病毒為 黃病毒的一種。
傳播方式：主要是人被帶有茲卡病毒的病媒蚊叮
咬後於血液中存在茲卡病毒期間再被病媒蚊叮
咬，病毒在病媒蚊體內增殖，而當牠再叮咬其他
健康人時，這個健康的人就會感染茲卡病毒。此
外，也可經由性行為或母嬰垂直傳染，也可能會
發生 輸血傳染。

發病症狀：為發燒、紅疹、關節痛、關節炎、結
膜炎等，持續約2-7天，有時也有頭痛、肌肉痠痛
及後眼窩痛，與登革熱相較症狀輕微，僅有少數
的重症病例報導。依據流行地區監測資料顯示，
巴西及玻里尼西亞等流行地區曾有病例出現神經
系統或免疫系統併發症，且有孕婦產下小頭畸形
新生兒之案例，近期有愈來愈多的研究結果顯
示，這些神經異常與感染茲卡病毒有關。

今後五年
如何吃的健康？

美國農業部新版膳食指南解讀
孔璋林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美國註冊營養師孔璋林 

今天營養健康界的頭條新聞是，美國農業部最新
版2015-2016居民膳食指南終於在經過數年漫長
的討論期之後發布了。美國居民膳食指南是適用
於所有2歲以上的美國居民的美國農業部官方營養

健康指南，每5年更新一次。此次最新版的膳食指
南是美國農業部集結了包括醫學，營養學和公共
衛生各界的專家在綜合審閱現有科學文獻的基礎
上，聽取各聯邦機構和公眾的意見之後製定的。
美國居民膳食指南的宗旨是用健康的飲食和規律
的運動來減低居民罹患慢性病的風險。本指南雖
然是為美國居民制定，但我認為對於中國和世界
其它地區的城市居民也同樣據指導意義。下面讓
我們趕緊一起來看看最新膳食指南的精要（下文
是孔璋林註冊營養師的個人翻譯，文末是本人
對於居民膳食指南的評論。英文全文請見http://
health.gov/dietaryguidelines/）

5條基本大綱
1.每個人都應該一生都遵循健康的飲食模式。您
所有的關於食品和飲料的選擇都對您的健康有影
響。請您選擇一個健康的熱量適當的飲食習慣，
這會幫助您達到和保持健康的體重，保證您的身
體得到充足的營養，也會減少您罹患慢性疾病的
風險。
2.注意增加食物的多樣性，關注食物的營養含
量，和進食的份量。選擇各種營養密度高（熱量
低但營養價值高）的食物，以達到控制熱量攝入
的同時保證營養全面充足的目標。
3.限制來自食物中的添加糖和飽和脂肪的熱量，
並減少鈉的攝入量。您應該選擇低添加糖，低飽
和脂肪和低鈉的飲食習慣。嚴格限制含有大量添
加糖，飽和脂肪和納的食物。
4.在每個食物類別裡選擇健康的食品和飲料，用
營養密度高的食品和飲料代替相對來說不健康的
選擇。做出選擇時應充分考慮文化背景和個人喜
好，以使這些膳食選擇的變化更容易實現和維
持。
5.所有機構和個人的健康飲食習慣都應得到支
持。每個人可以在家裡，在學校和單位，以及在
社區中為創建和支持健康的飲食習慣做貢獻。

對個人的3個建議

健康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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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對您合適的熱量（卡路里）區間中，所有您
選擇的食物和飲料都對您整體的飲食模式有影
響。一個健康的飲食
模式包括：
·所有的類別中的各種蔬菜，包括深綠色蔬  
 菜，紅色蔬菜，橙色蔬菜，豆類（蠶豆，豌  
 豆），根莖類蔬菜及其它種類蔬菜。
·水果，尤其是整個的水果
·穀物，其中至少一半應該是粗糧
·無脂或低脂奶製品，包括牛奶，酸奶，奶酪，
和/或鈣強化的豆奶飲料
·各種富含蛋白質的食物，包括海鮮，瘦肉和家 
 禽，蛋類，豆類（蠶豆，豌豆），堅果，種子  
 和豆製品
·食用油
 健康的飲食結構限制以下元素的攝入：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添加糖份和鈉
2.飲食中的幾個元素是需要限制的。這些元素和
美國的公
眾健康問題特別相關，而規定的限額可以幫助個
人實現有
熱量限制的健康飲食習慣：
·由添加糖攝取的熱量（卡路里）應少於每日攝 
 取熱量的10%
·由飽和脂肪攝取的熱量（卡路里）應少於每日 
 攝取熱量的10%
·每天攝取不超過2300毫克（mg）的鈉
·如果您喝酒，喝酒應適量。女士每天不多於  
 一“杯”酒，男士每天不多於兩“杯”酒（見  
 下文註解6）。兒童和青少年不宜飲酒，應等到 
 成人後再飲酒。
3.各年齡段的美國居民，包括兒童，青少年，成
年人和老年人，都應該達到美國居民的日常體力
活動量標準，以幫助促進健康和減少慢性疾病的
風險。美國人的目的應該是實現和保持健康的體
重。飲食和日常體力活動量影響熱量平衡和體重
管理。因此，本膳食指南建議居民達到“美國人
日常體力活動量標準”（見下文註解5）。

營養師的6點註解
1. 淡化食物類別。本版居民膳食指南把食物的類
別概念淡化了，著重於整個飲食結構的多樣性和
熱量的限制。
2．熱量攝入和體重控制。限制熱量的攝入，達到
與保持標準體重是一個突出主旨。
3. 限制3種元素。添加糖，飽和脂肪酸和鈉三種元
素被重點提出要予以限制。這些元素和肥胖症，
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有密切的關
係。
4. 紅肉和加工肉類。備受爭議的紅肉和加工肉類
並沒有被列入重點限制的名單。在居民膳食指南
的公示階段，許多營養師提出應提及限制紅肉和
加工肉類的攝入，這條建議最終沒有被美國農業
部採納。然而，根據指南中限制飽和脂肪和增加
食品多樣性的倡導，我建議大家每週將紅肉的攝
入限制在4次左右，多吃魚類，海鮮類，豆製品，
堅果等蛋白質食物。
5. 體力活動量標準。美國人日常體力活動量標準
簡單來說是：
--每週5小時的中等強度體育鍛煉或2.5小時的高強
度體育鍛煉，加上每週兩次的肌肉力量訓練，會
給18歲以上的成年人帶來非常大的健康益處。
--6-17歲的兒童和青少年則應每天進行1小時以上
的體育鍛煉 – 他們的體育鍛煉應該以有氧運動
為基礎，包括每週三次以上的肌肉和骨骼力量訓
練。
6.“一杯”酒是多少？關於酒的“一杯”的概
念 ， 不 同 的 酒 分 量 是 不 同 的 。 “ 一 杯 ” 酒 等
於：350ml啤酒，150ml紅酒，45ml的白酒或洋
酒。

健康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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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時，基督徒你可以這樣做
John Piper 轉自微信公眾號
每日箴言 chinesetoday

近几年来，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
日益增加。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那么，我们在就医时可用做些
什么？来看看约翰派博牧师的经历吧。
最近我住院三十个小时，我不想用细节挑起你的
好奇心，但你读了这篇文章，就知道我还活着。
事实上我感觉良好，我得到很好照顾，经诊断没
有发现问题，接受了一些 新的药物治疗，医生让
我像平常一样生活。 

我不想浪费这次经历，一直在思考学到的功课和
领受的益处。也许我把当中一些列出来，当你自
己住院的时候来到，你也可以得到帮助。
这里列出的一切，都是我需要神帮助的事。我很
吃惊地发现，要集中注意力关注任何事，这是多
么困难，所以我灵里感到非常软弱。我习惯了把
思想关注在神的真理，特别是祂的应许上，以此
抗击惧怕和愤怒的试探。但是当集中注意力变得
困难，信靠也变得困难。所以不要自以为是认
定，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些功课都来得很容
易，情况并非如此。

1. 不要对医院里的拖延和低效率发怨言。
你能得到医疗方面的照顾，这已经超过了世界上
90%的人口能得到帮助的百倍。
与其抓住你的护士没有回应，或者隔壁病床的病
人打呼噜，或者静脉注射管搅在一起，或者冰块
用完了这些事情不放，请你思想这事实，就是在
150年前，你可能早已经死掉了。如果没有吗啡

帮助，你会因着无法舒缓的痛苦呻吟不已。你也
不会知道你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你是要死还是
不会死。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腓2:14）保罗
说不发怨 言带来的果效，就是我们要在一个弯曲
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这包括了充满需要的
医院的世界。

2.不要让你因着在医院中包围着你，那无休止的
各种声音、噪音、电视上的声音、闲聊声的狂轰
滥炸，使你的灵命变得麻木。
住院的时候，我对无休止的声音感到吃惊。也许
其他人和我的感受不一样，但对我来说，这几乎
是没有终止，即使半夜的时候也是如此。护士在
聊天，护工进来服侍我的同室病友，在凌晨三点
钟的时候交谈，仿佛是在中午一样。电视不断发
出声音，奇怪的嘟嘟声或蜂鸣声几乎不断。我盼
望要得到安静。
这对我的灵来说是一种试炼，就在我需要安静，
知道神是神的这一刻，我的心因受干扰而失去平
衡。这令我吃惊，让我措手不及。我要祷告，
集中注意力，对自己背经，重新得到我灵的平
衡。“求祢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诗25:20）

3. 不要被电视自动控制。
住院会让这成为你最容易做的事。每一张病床都
可以看到电视，举手就可以控制电视。我家里没
有电视，我做这选择，提出这忠告的原因，并不
是电视充满性方面的罪和暴力，而是大部分电视
节目都充满那种更令人不知不觉，漫布一切，使
人失去人性的平庸陈腐。 
当我听旁边病友正在看的电视节目，让我震惊
的，并不是那种放纵情欲的事情，而是它根本没
有感情可言，有的是那种琐碎、愚蠢和幼稚的肤
浅。成人的举止表现，仿佛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杂
耍表演。所有这一切，都与我隔壁病床这位病友
的可怕病情形成强烈对比，但更糟的是，它与人
的灵魂，这灵魂与创造世界的主之间关系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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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伟大和奇妙形成强烈对比。
所以不要看电视，而是要让你自己专注于听和
读，或者思考那使你的灵魂变得崇高的事。让你
的灵魂与它的荣耀，它被造要服侍的神的荣耀保
持联系。

5. 要认识到身体的痛苦，会让你关注神的应许变
得更困难，要求你要有更强的专注力。
不仅各样声音的连番轰炸会使我们的灵魂失去方
向，痛苦也会。我不想你因此措手不及。我们痛
苦，需要神帮助，但正是这痛苦本身，可以遮蔽
我们对神的看见。
在这一点上，非常要紧的，就是你在心中要记住
一些非常简单、简短、关于神的圣经真理，你可
以用来对自己发出宣告。对神主权和良善非常长
篇复杂的论证，在这样的处境中不会起作用，因
为痛苦太强烈，让你不能专注。痛苦不让思想发
挥完全的作用。
在这种环境下需要的是：“主是我的牧者。”就
是这样。“基督为我舍己。”就是这样。“我
绝不离弃你。”就是 这样。“在主没有难成的
事。”就是这样。“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
处。”就是这样。这些就像写着你名字的白石，
在你痛苦呻吟，在你等医生的时候，把这些牢牢
抓 在你的手里。
 
6. 主动找一位朋友或家人来帮助你。 
通常病人入院都会很突然，让人不知所措，不能
清楚思想正在发生事情的方方面面。对我来说情
况肯定是这样的。我需要问问题，但我的思想不
能发挥完全的效力。
我需要一位代表，我妻子在现场，问了医生许多
好问题。医生也不能想到我们为了了解正在发生
的事，为了在今后日子有智慧生活而需要知道的
所有问题。我们需要帮助来问各种正确的问题。
不要惧怕求助，授权你的朋友问他们想到的任何
问题。“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弗 4:25）
 

7. 接受这种降卑的光景，就是你要和所有其他人
一样，穿同样的不起眼的病号服。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能控制我们的外表，我们可以穿衣打扮，
使我们看起来比实 际更有尊严（或更自给自足）
。
请想象一下，约翰派博穿着休闲西装，对上千人
讲道，约翰派博穿着他那件蓝白色，背后拉链的
医院病号服，穿着那防滑棕色拖鞋，拖着输液架
一拐一拐走向洗手间, 这大大让我们清醒，回到现
实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是软弱、容易受伤、非常
普通、有身体的人。随着时间发展变得越来越没
有吸引力，但感谢神，“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
一天新似一天。”（林后 4:16）
 
8. 让你和你身边人的痛苦和凄惨提醒你，罪在道
德方面极其可怕，在灵里极其丑陋。
我的理解，就是罗马书8章18-25节是保罗对创世
记3章人类堕落的解释。他在解释，那通过亚当犯
罪进入世界的道德邪恶，在物质方面给受造界带
来的毁灭性影响。这意味着神让这世界服在物质
方面的虚空和悲惨之下，为的是要表明一种道德
和灵里的现实。
保罗说，“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罗8:20）
，他指的这种“虚空”，就是“败坏的辖制”（
罗8：:2）。疾病灾难的可怕和动荡，本身并不
是要达到的目的，它们“一同叹息、劳苦”（罗
8:22），如生产之痛，这就是说，它们要引入一
个新的受造界。
我们都在这些叹息中有份。最可怕的癌症，使人
肢体破碎的事故带来的可怕叹息。对于神的儿女
而言，这并不是惩罚，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惩
罚。这是每一个人的份，要背负起道德邪恶那可
怕的身体方面的记号。这身体方面的痛苦，指出
罪是何等丑陋。
让你的叹息提醒你，你已经得救脱离了那灾病和
畸形，就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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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稣显明祂自己是那良善的大医生，使你的心
因此变得甘甜，对你自己传讲，这至轻至暂的痛
苦，正在为你成就直到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 
对于各种处境而言，基督都是全然有能力。在
医院里，祂至为明显是一位医生。马太福音4章
23节说，祂能“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在末
日，“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启 21:4） 
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向祂求医治和解救，我们应当
信靠祂会 在最好的时间回答我们的祷告。但主要
的是，我们应当毫无疑惑，带着喜乐认识到，祂
已经医治了所有信靠祂的人最深的疾病，就是罪
这使人定罪的灾病。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
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
5:31-32）
 
10. 祷告求神让你住院的这些时候，这些痛苦，这
些惧怕，这些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段改变生命的
日子的一切，都不会浪费掉。
撒但要你在医院中所经历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
空虚琐碎。不要容牠得胜。
祷告。你上医院的时候要祷告，办理入院手续的
时候要祷告，躺在有轮子的病床上被推着往各处
去的时候要祷告，躺在病床上要祷告，在早上、
在半夜要祷告，要不住地祷告。 
你可能不能做很长，思想得很清楚的祷告。你的
思想和身体争战得太厉害。在历史上，你需要做
的祷告称为“随时迫切的祷告”——从心而出简
短爆发出的祷告。

“主啊，帮助我信靠祢。”“主啊。怜悯我，我
需要祢，我几乎无法思想。”“主啊，救我脱离
不信和罪。”“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
帮助。”“感谢祢的怜 悯。”“耶稣，我感谢祢
已经爱我，为我舍己。”“父，我要感谢祢，在
基督耶稣里我已经不被定罪了。”“耶稣，求祢
使用我彰显祢极大的宝贵。”“不管这里发生什

么事，求祢都用祢不止息的爱使我满足。”
愿主使用我从住院学到的这十个功课，帮助你在
住院的时候多结果子荣耀基督。

當死亡迫臨
的訊號是什麼?
看護人員如何能在這時候
提供予病患舒適的服務?
張肇純 譯自美国国家健康署, 癌症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某些訊息與症狀,都能告訴看護人員,有關病人的
死亡迫近, 下文敘述病人臨終前可能發生的各種情
況與其處理的需要. 無論如何,每個人所經歷的生命
末期都不一様.所發生在一個病人身上的狀況,不見
得會同様發生在另外一個病人身上.此外, 出現在這
個病人身上的一種,甚至多種症 狀時,也不能表示他
即將離世.任何一位醫療團隊的人員, 都會提供給看
護們和病人家屬更多所能預期的資訊. 

閃避朋友與家人
·病人經常會在生命中最後幾個禮拜裡,內心封閉
著自己(冷莫或無回應狀等), 這並不是表示他在生
氣,或沮喪,或是不喜歡他的看護. 這可能是因為大
腦缺氧或血流下降所致,也可能是意識上的為死亡
準備. 
·他們會對過去的喜好失去了興趣,如喜愛電視劇,
朋友, 或者是寵物等等.
·看護們可讓病人知道, 他(她)們會在旁邊于以隨
時支援. 病人即使可能無法回應, 也可能知道或聽
見.專家們建議家屬可以表達允許病人「自然的離
開世界」, 或許有幫助. 若願意聊一聊的話,可與他
們回憶一下過去的喜樂與喪痛,或者瞭解一下病人
最後的意願打算與安排 (Tie up loose e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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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的改變

·病人可能會有昏昏欲睡現像,睡眠增加,斷斷續續 
的睡, 或乍醒時的迷惑現像. 
·因憂慮與操心而使得病人晚上難以入睡.看護們
可問病 人,是否願意讓他們在其睡覺時,坐在旁邊.
·病人可能隨著時間越睡越多,看護人員應繼續與
病人交談,即使是病人是在無意識狀態下,仍可能聽
得見. 

難以控制的疼痛 
當癌症惡化時,疼痛變得更難控制,定時服止痛葯

甚爲重要. 看護們應該請教輔助照護醫生(Palliative 
care doctor ), 或疼痛專家,有關正確的葯物與服
用劑量.若能試試其它的減輕疼痛方式,也許會有
用.如,按摩,肌肉鬆弛之技巧等.

越來越虛弱 
·虛弱與疲倦會隨著時間而愈趨嚴重.病人的情況
可能會時好時壞,因而他們可能每隨時都需要更多
的照顧. 
·看護們的照顧可以讓病人節省精力，去處理對
他們而言更重要的事。 

胃口的改變 
·由於身體的功能自然衰退,癌症病人平常僅需要
少量食物, 用以維持精力所需量減少, 與正常吸取
飲食之能力降低, 因而造成胃口的流失.
·病人應該被允許自己選擇是否要進食,以及什麼
時候進食. 看護人員可以給於病人小量他們所喜好
的食物.因爲咀嚼費勁,他們也許會喜歡奶昔,霜淇
淋,或布丁類食物. 假若病人沒有吞嚥的困難,可給
於流質的食物; 若不能坐起來的話,則可用帶彎曲的
吸管,以吸取之;假如病人不能再吞嚥時, 可餵食些
碎冰片, 擦點唇膏, 以保持嘴唇濕潤, 並用柔軟之濕
布擦嘴唇. 

應該注意的事項 

·生命接近尾聲時,病人常會有間歇性的糊塗,作
白日夢.他們會把時間,地點,與親人的身份搞混
了.看護人員要溫柔地告訴他們所在的地點,以及與
誰在一起.病人需要平靜與安心.但是,當病人情緒激
動時,不應該設法制止他們. 如果屬于嚴重性的激
動,要通知醫院,或找醫療人員,看是否需要特殊醫療
於以控制,或改善之.
·有時候,病人會説看見了去世的親人,並與他們講
了話;他們也許會述説,在一趟旅行中,看見了我們看
不見的燈光,蝴蝶,或活生生的其它東西.只要這些情
形不至於擾到病人,看護們可讓他們多説一説,可讓
他們多分享一下他們所見的異像與夢境,而不是制
止他們説出他們 相信所看到的事。

死亡過程 
·由於骨盤肌肉的鬆弛無力,使得大小便失禁.看
護們應不停地更換乾淨被褥, 並要親自溫柔地打
理.病人得睡床上, 可放置免洗床墊, 弄髒了就拿掉. 
此外, 因腎功能的衰退,以及水分吸收的減少, 使得
排尿量減少, 尿液可能呈黯色, 並且氣味濃烈.
·呼吸會反覆地變得緩慢或快速, 病人自己也許不
會注意到這種改變. 看護們若不放心的話, 可讓醫
生知道. 有時候,病人喉嚨裡與上呼吸道中所聚集的
唾液和流體 (Fluid),會造成「嚘嚘」聲,或「咯咯」
聲, 雖然這會使 看護們十分困擾, 而一般在這種情
況下, 病人卻不會有任何痛苦. 若身體轉向側睡, 將
枕頭放在頭下, 並且用枕頭墊在背後,則呼吸會輕鬆
些. 如果呼吸短促,看護 人員可要求醫療團隊供應
濕潤機(Humidifier),或供氧器(External Source of 
Oxygen )以幫助呼吸.
·皮膚因血流之減緩而變成淺藍色,並摸著有涼 意. 
病人並不會感到疼痛, 或不舒服. 看護們不必讓病
人蓋電毯, 或電熱墊, 以避免造成灼傷, 但可給他蓋
上薄被. 
哪些訊號告訴我們病人已離世? 
·病人已不再呼吸, 並且脈博也停. 
·眼睛不動,并且瞳孔放大, 眼皮可能微張着. 
·下巴鬆弛着, 嘴巴稍微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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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釋出糞便與尿液.
·跟他説話,或觸摸他,都沒有反應.
·皮膚顯得蒼白,而摸着感到寒冷.
病人已去世了,我們該做些什麼?

病人去世之後, 不必急著做任何安排.家人與看護
也許希望能坐在死者旁, 跟他説説話,或爲他祈禱. 
等家人們一切就緒之候, 可採取下列幾個步騶:
·將遺體正面躺著, 並放置枕頭于頭下. 有需要的
話, 家人或看護, 可以將假牙或義肢等裝回定位上. 
·若死者是依從安寜病房的安排,就按着其程序而
行之. 護或家屬,可要求安寜病房的護士,開立死亡
證書. 
·按著當地的政府規定,接洽死者之醫生與殯儀館. 
·當病人家屬都預備號了之候, 即可通知其他親友
與教會牧師. 
·對家屬與好友們的悲痛, 提供情緖上的支持並協
助處理後事。

癌症和吸烟：
吸烟及其它吸食烟草的方式
导致多种癌症

提示：根据最新的CDC（美国疾病监控和防治中
心）十一月的报告，戒烟可以减少得癌症或者死
于癌症得风险

吸烟是癌症和癌症死亡主要，可防治的原因之
一。 在美国百分之四十的癌症是和吸烟有关的。 
根据最新的CDC 生命健康报告， 在任何年龄戒烟
可以降低患癌症或者死于癌症的风险。 吸烟（包
括其它吸食烟草的方式）不仅能造成肺癌， 而且
可以引起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胃癌，

肾脏癌，胰腺癌，肝癌，膀胱癌，宫颈癌，结肠
癌和直肠癌，以及一种白血病。
根据CDC的最新统计调查，在2009年和2012年
之间，美国每年大约66万患者被诊断出癌症。这
些病例和吸烟有关。每年 大约34.3万患者死于和
吸烟相关的癌症。每十个癌症死亡者中，有三个
死亡是由于吸烟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吸烟防治方
面已经有了进展。从1990年起，美国减少了大约
130万由于吸烟致癌的死亡。
“当政府支持推广全面的控制癌症项目，包括戒
烟和控制其它吸食烟草的项目，我们观察到这些
项目对国民的益处和更少的由于烟草致癌的死亡
病例。我们在这方面有了进步，但是我们的工作
没有结束。”Lisa Richardson医生说。 她是CDC
癌症防治和控制中心的主任。
尽管比起过去越来越少的美国人使用烟草，还有
更多的工作需要在每个州，每个社区，甚至个人
的层面开展去帮助美国人认识吸烟的危害以及如
何戒烟。州政府和社区可以帮助：
·支持全面的防癌项目，着重于防癌，教育，筛 
 检，保健，患者支持，全民健康
·资助CDC-建议的全面吸烟控制项目
·提供更多帮助给需要戒烟的人群
·保护不吸烟人群远离”二手烟”的环境，比如 
 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办公楼，包括餐馆，  
 酒吧，和赌场。
 如何减少吸烟引起的癌症？ 每个人可以做到：
·戒烟或者从不吸烟。在任何年龄戒烟都可以帮 
 助你避免得癌症。咨询家庭医生如何戒烟或者  
 打电话1-800-QUIT-NOW\或者浏览http://  
 www.smokefree.gov网站
·鼓励亲朋好友以及同事戒烟
·教育孩子和未成年人关于吸烟和二手烟的危害
·房屋车辆100%无烟化，不允许任何人在儿童附 
 件吸烟
·了解各种癌症筛选检查和防癌疫苗的种类
 需要更多了解如何戒烟和CDC报告的细节，请  
 浏览CDC相关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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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T細胞,是淋巴細胞的一種,在免疫反應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來源: 維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子宮頸健康教育
和子宮抹片篩檢

關於宮頸癌，我需要知道什麼 ?
宮頸癌往往沒有早期的症狀或跡象。所以，婦女

定期進行宮頸抹片檢查是很重要的。癌症常常是
在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之後才有症狀。下面的症
狀一旦出現，請立即通知您的醫生：
·陰道流出非正常分泌物；
·非經期陰道少量流血或血印；
·性交時出血或疼痛。
 這些不一定表示您患有癌症。它們也許是別的 
 因 素引起的。爲了確定不是癌症，必經醫生 
 檢查。 
哪些因素會增加子宮頸癌的危險？ 
·年齡較小時性交；
·有多名性伴侶；
·與有過多名性伴侶的人性交； 
·感染導致生殖器疣的病毒（人類乳頭瘤病毒， 
 簡稱 HPV）。並非所有感染過人類乳頭瘤病毒 
 或生殖器疣的婦女 都會引發子宮頸癌；
·抽煙；
·感染人類免疫缺陷（人類免疫缺陷導致艾滋病 
 的發生）；
·感染生殖器疱疹感染或皮衣菌（二者是性傳染 
 疾病）
·長期服用避孕藥； 
·蔬菜、水果吃得不夠；
·體重過重；
·母親或者姊妹中有人患過子宮頸癌；

·不定期進行宮頸抹片檢查。
宫颈癌筛检 
·從 21 歲開始，應該進行宮頸癌檢測。21 歲以 
 下的女性不需進行檢測。
·21-29歲的女性應該每3年進行一次宮頸抹片檢 
 查（Pap test）。在這個年齡段，人類乳頭狀瘤 
 病毒檢查（HPV）不需進行，除非宮頸抹片檢 
 查結果異常。
·30-65歲的女性應該每5年進行一次宮頸抹片檢

查和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檢查（被稱為“聯檢”
）。這是首選的方法，但 是每 3 年單獨進行一
次宮頸抹片檢查也是可以的。

·如果65歲以上的女性在過去10年裡，定期宮
頸癌檢測結果正常，那就不應該再做宮頸癌檢
測。一旦停止檢測，就勿需再次開始。有嚴重
的宮頸癌前病變史的女性，應該在至少診斷20
年內繼續檢測，即使檢測超過了65歲的年齡。

·一個女性不是因為宮頸癌切除了子宮及子宮頸
（子宮全切術），並且她也沒有宮頸癌的歷
史，也沒有嚴重的癌前病 變，那麼就不必再做
檢測。

·所有接種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疫苗 (HPV) 的女性
仍然應該遵 循按年齡組推薦的篩查。

·宮頸癌高危險女性更應頻繁地進行篩檢，高
危 險 女 性 包 括 具 有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 器 官 移
植、DES (drug eluting stent) 曝光的女性。高危
險女性可能需要不同的宮頸癌篩查計畫表。與
醫護人員一起談談您的病史。

以上資料來源：美國癌症協會對癌症的早期檢測
指南, http://www.cancer.org/acs/groups/con-
tent/documents/document/ acspc-046806.pdf 

光鹽社定期舉辦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服
務，歡迎符合資格的女性朋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詳情請電洽713-988-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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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某些有結腸癌的患者
較其他的患者活得較久
Why some patients with colon survive
longer than others?
CBS NEWS May 18, 2016, 7:08 PM 張肇純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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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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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副作用,卻要比去年的化療更爲難受.”葛拉斯可
説. 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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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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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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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回到臨床教學時,我要思考是在右邊的?
或是左邊的? 應要有不同的醫療方式.” 哥德博克
醫師説. 

從這篇的研究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某些化療方
式,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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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治療的誤區
 蔣效中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老蔣吐槽”

癌症病人常常會受到格外的關心，身邊的朋友、
同事會熱情地提供各種癌症治療的意見建議，有
些宣稱是民間流傳的治療晚期癌症的秘方。有些
人甚至還說，自己認識的癌症病人因為用了這個
秘方已經起死回生，徹底得到醫治。我不是醫
生，對醫學是個地地道道的門外漢，對癌症治療
更是沒有一點概念。十幾年前我家住在北京西四
環外定慧寺附近，離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不足半站
路，幾乎每天上班都要從醫院旁邊經過，那時我
從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我會成為腫瘤醫院的常客。
直到幾年前家人就醫確診，我才開始從各種渠道
學習了解癌症的有關知識。幾年來我經常性地出
入醫院，見到了很多癌症病人，早期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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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痊癒的，正在醫治的，也聽到了太多的故
事。這裡只想把我看到的和聽到的一些癌症治療
的誤區與人分享，希望癌症病人能及時得到有效
治療，不要走彎路，不要被一些信息誤導，耽誤
了治療良機。

中醫可以治療癌症
這可能是我最常聽到的一個說法。

很多人聽到癌症，第一句話常常是“你有沒有試
試中醫”，甚至包括一些在歐美留學的海歸學
子。在他們眼裡，中醫似乎是包治百病甚至癌症
的靈丹妙藥。生為中國人，我入學不久就听說過
扁鵲、華佗的神奇醫術，至今也吃過不少中藥。
我知道扁鵲創立瞭望、聞、問、切的四診法，給
春秋五霸的齊桓公治病，華佗在世界上最早使用
麻醉劑，甚至要給曹操做開顱手術。張仲景、孫
思邈、李時珍更不必說，他們的醫學專著至今還
備受推崇。中醫是前人幾千年來無數實踐和經驗
的理論總結，是民族智慧的結晶，在現代醫學進
入我國之前，曾對我們民族的健康事業發揮了無
法比擬的巨大作用，至今在海外華人世界仍然很
有市場，不少華人甚至不遠萬里，跑到國內找中
醫看病。

癌症病人在手術前後或者放化療期間，配合中
藥治療可以起到增效減毒的作用，增加機體對放
化療的耐受性，改善病人免疫功能。很多腫瘤醫
院也有中醫科，當癌症病人化療後血項指標不正
常時，腫瘤科醫生也會建議病人開些中藥，以便
使身體各項指標迅速恢復正常。對於一些年齡偏
大、體質很差無法進行放化療，又不能進行靶向
治療的晚期癌症病人，有時醫生也會建議病人吃
些中藥，提高病人生活質量，延長生存期，但那
實在是最後無可奈何的選擇。然而說到中醫對癌
症治療的效果，我不得不說，目前還是個未知
數，或者說，對癌症治療沒什麼效果。

因此，當病人確診癌症後，首先要到腫瘤醫院，
或者醫院專門的腫瘤科進行治療，至於是否需要
吃中藥，是否可以吃中藥，一定要聽從腫瘤醫生

的意見。
我知道我說出這些話，一定會有人拍磚，但我

還是要這樣說。因為就目前而言，西醫的外科手
術、化療、放療、靶向治療技術仍是治療癌症的
主要手段。

酸性體質容易得癌症，
要吃鹼性食品調節體質

有種流傳甚廣的說法，人的體質分為酸性體質和
鹼性體質，鹼性體質是健康體質。

有人甚至稱醫學專家提出，癌症不能在弱鹼性的
人體中形成，只能在酸性身體中形成。如果你有
癌症，說明身體是酸性的，換句話說，如果你的
身體是酸性的，就會得癌症，如果是弱鹼性的，
你就不會得癌症。因此，如果你已有了癌症，只
要你能調整你身體的pH值到弱鹼性，癌症就不能
擴展，癌症就會離你而去。

如果你不幸是酸性體質，如何調整成為弱鹼性體
質呢？不用擔心，有專門的“食物酸鹼一覽表”
，可以按照它來進食。先看看表內食品吧，瞧瞧
有什麼可以吃的？可惜啊，怎麼好吃的東西幾乎
都是酸性的！肉（牛肉、豬肉）、魚、奶酪、
蛋、米飯、麵包、花生、核桃、餅乾、巧克力、
砂糖這些好吃的都不能吃。相反，海帶、蔬菜、
白蘿卜、豆腐這些所謂的鹼性食物又太沒有食慾
了，還好蘋果、梨、香蕉、菠蘿、櫻桃、葡萄、
桃、檸檬、芒果、西瓜、柑桔這些可口水果還是
鹼性的，還可以吃。

我不止一次聽到過有人對我說，癌症病人不能吃
豬肉、牛肉，因為這些都是紅肉，紅肉是酸性食
品，對癌症病人健康不利。

癌症真是酸性體質決定的嗎？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消化內科主任醫師張曉東認

為，這種說法完全“沒有科學依據！”想要通過
飲食來調整身體酸鹼度“毫無意義”。

事實上，人體體液的酸鹼度是很穩定的，pH值
維持在7.35至7.45之間，一旦人體體液pH值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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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人就會出現鹼中毒；pH值低於7.35，則會
出現酸中毒。如果食物真的有鹼性，依靠吃能吃
出所謂的鹼性體質，那恐怕就是鹼中毒了。
其實食物進入人體後，不同的停留階段所處的“
環境”中pH值都不一樣。食物入口後，人的唾液
pH值在6.2至7.4之間，進入胃里後，就遭遇了強
酸環境，胃液的pH值在1至2之間，不管食物是酸
性的還是鹼性的，進入胃裡一律變成酸性的；進
入小腸後，小腸液pH值是7.6，呈鹼性，膽汁、
胰液也是鹼性的，食物進入小腸後，又成了鹼性
的；食物在小腸中被吸收到血液中，人體通過調
節，還是會體內的pH值保持在7.35至7.45之間，
讓每個細胞都能在適合的環境中生活。

到底應該怎麼吃才能防癌？
其實沒有什麼食物可以防癌，平時怎麼吃就怎麼

吃，正常飲食，均衡飲食、定時定量就可以。當
然多吃一些維生素含量高的蔬菜、水果有助於提
高免疫力，同時也需要攝取蛋白含量高的肉類、
魚類。只是對一些生產加工的有毒有害食品，要
嚴格避免食用。

葛森療法可以治療癌症
葛森療法源於葛森本人，他是一個美國醫生，

生於1881年，於1959去世。他最初是用他自創
的葛森療法來治療偏頭疼，20世紀30年代，他又
用葛森療法治療結核，而受到公眾注意。之後，
葛森又用葛森療法治療癌症，並宣稱葛森療法可
以治療癌症和其他一些疾病。國內一些人還拿宋
美齡、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1952年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史懷哲作為例子，強調葛森療法的神奇功
效。

葛森療法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飲食，強
調要吃新鮮的有機水果和蔬菜，以及全麥食物，
旨在提供足量的維生素、微量元素、酶和其他的
營養成分。每天需要喝13杯果汁，每小時喝一
次。只吃水果，蔬菜和全麥食物組成的素食。二
是補充劑，比如維生素劑，葛森療法認為飲食以

外補充某些物質能糾正人體細胞代謝。第三個就
是最有葛森療法特色的手段——排毒。通常是通
過灌腸來排出人體內的毒素，最常用的是用咖啡
灌腸。

為了對葛森療法做出合理的評價，美國國立癌
症研究所於1947年和1959年分別回顧了葛森療
法治療後的60名癌症患者，結果發現得到的證據
完全不支持葛森療法有任何治療效果的說法。相
反，美國於1980年前後有多例因為咖啡灌腸導
致的死亡病人出現。因此，美國FDA至今沒有批
准葛森療法在臨床中使用，無論對哪種疾病都不
行。

癌症病人的確需要均衡飲食，多吃水果蔬菜和全
麥食物。但是首先需要到腫瘤醫院進行針對性的
治療，如果放棄醫院治療，認為接受所謂的葛森
療法就可以治愈癌症，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不僅不能使病情好轉，反而只會延誤治療。

我知道一個悲慘的故事，一個乳腺癌症病人在查
出癌症後，沒有聽從腫瘤專家的意見，及時到醫
院進行治療，而是迷信葛森療法，甚至不惜坐十
幾個小時的飛機，從國內飛到墨西哥學習葛森療
法。她患病期間，有一次作報告，中間實在體力
不支，需要進行休息，這時她不是吃巧克力或者
別的食物補充體力，而是吃隨身帶的綠色蔬菜。
在現場，我幾乎目瞪口呆。

迷信關係，迷信專家
有些病人查出癌症後，不是馬上到腫瘤醫院找

對症的專家治療，而是迷信所謂的關係，認為自
己的醫生朋友一定比自己了解，一定比自己懂得
多，可以給自己提供最有價值的幫助。甚至有些
病人直接讓自己熟悉的醫生製定治療方案，將自
己的治療全權委託給自己的醫生朋友處理。當
然，如果你的醫生朋友剛好是自己所患癌症領域
的專家，按照他的治療方案進行治療還可能沒有
問題。如果你的醫生朋友不是自己所患癌症領域
的專家，你就要冒很大的風險，甚至會耽誤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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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癌症，但乳腺癌、肺癌、肝癌、喉癌、淋巴
癌等各個癌症都不一樣，需要對症治療。即使都
是腫瘤內科專家，即便是同一個癌症，不同人也
會有不同的研究側重點和治療擅長點。所以，癌
症病人不能盲目認准某一位專家，治

療過程中一定要多方尋醫問診，根據疾病及治療
方法的不同，選擇相應的專家。

有一次，我去醫院找我們常看的一個肺癌專科醫
生，我問他一個在日本上市的治療肺癌的靶向藥
物的療效，他竟然沒有聽說過，而且還問我，這
是什麼藥？我那時才知道，有些醫生其實並不熱
愛學習，對最新的醫學研究成果不關注，有些只
是憑自己在醫院多年的資歷混日子。另外一次，
我問一個負責臨床試驗的主任醫師的治療意見，
他說，我只負責簽字，別的我不管。試想，一個
對病人不關心，對最新藥物研究都不願意了解，
都缺乏熱情的醫生，怎麼可能成為負責任的好醫
生？如果你的醫生朋友剛好是這樣的人，我勸你
還是找別的腫瘤醫生諮詢、治療為好。

腸道健康教育
和大便隱血篩檢

什麽是結腸直腸癌？

在結腸或直腸內發展的癌症。
哪些人有風險？
·50 歲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有結腸直腸息肉病史的人 
·有結腸直腸癌家族病史的人 
·吃高脂肪、低纖維飲食的人 
·抽煙和飲酒 
·有炎性腸道病史的人
結腸直腸癌的症狀是什麽？
·腹部疼痛
·大便習慣改變
·直腸出血
·體重下降和胃口不佳 
·無症狀
從 50 歲開始，無論男女都應該做以下這些檢查計

畫 中的一種： 
 發現息肉和癌症的檢查
·每 5 年進行一次可屈性乙狀結腸鏡檢查（Flexi 

ble sigmoidoscopy）*或 
·每 10 年進行一次結腸鏡檢查（Colonoscopy）

或 
·每 5 年進行一次雙重對比鋇灌腸檢查（Double-

contrast barium enema）*，或 
·每 5 年進行一次 CT 結腸成像檢查（模擬結腸鏡

檢查）（CT colonography）*
 主要用於發現癌症的檢查
· 每 年 進 行 一 次 愈 創 木 脂 大 便 隱 血 檢 查 （ 

gFOBT）**或
·每年進行一次大便免疫化學檢查（FIT）**，或
· 每 3 年 進 行 一 次 大 便 去 氧 核 糖 核 酸 檢 測

（sDNA）* 

*如果檢測結果呈陽性，您就應該做結腸鏡檢查。 
**應該使用在家取得的多個大便樣本進行檢測。

在醫院做的一個檢測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檢測
結果呈陽性，您就應該做結腸鏡檢查。

以上資料來源：
美國癌症協會對癌症的早期檢測指南, 

36



健康專題

http://www.cancer.org/acs/groups/content/doc-
uments/document/acspc-046806.pdf

腫瘤放療治療概逑 
李茹恬醫師演講      韓雯整理

這次的講員李茹恬醫師畢業於南京大學醫學院,
现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副主
任医师，並兼任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东南
大学副教授。曾獲首批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杰出
青年.

當我一進到光鹽社辦公室時, 看到這麼年輕的一
位醫生在演講, 著實很驚訝, 但是一個多小時下來, 
清楚地明白質子治療如何區別於傳統的光 子治療
方法, 李茹恬醫師系統與詳儘的說明引來觀眾一致
要求她再來為 大家講些別的題目.
李醫師先為大家解釋惡性腫瘤的發生過程: 

惡性腫瘤是由細胞異常增生與分化而形成的”新
生物”, 它是呈浸潤性生 長, 速度特別快,並常有遠
處轉移. 它的生成是經過長時間, 許多步驟而 來的, 
也有少數惡性腫瘤是有遺傳背景的.惡性腫瘤的發
生多數在中年 以後, 只有少數幾種會發生在年輕人
身上, 例如婦女的乳腺癌或小孩的 血癌. 遺傳因素
加上各種外界的致癌因素, 可決定惡性腫瘤是否能
生成, 李醫師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有強烈的
致癌基因, 但是過著很健康的生活, 沒有許多工作

壓力, 並不一定會得癌症. 惡性腫瘤的預防原則: 
1. 合理評估 - 遺傳特徵, 年齡特徵, 地區特徵, 以及
生活與職業習慣特徵. 
2. 防微杜漸-惡性腫瘤的細胞要到上億個以上才看
得見. 
生活習慣而非行為藝術 
聚沙成塔而非一蹴而就 
減低風險而非神奇魔術 
需要付出而非坐享其成 
相信科學而非相信騙術 
3. 規律體檢 - 不要小看基本體檢, 有付出才能的
回報. 
肺癌的五年存活率 - 一期是 95%, 四期只有 10%到 
20% 
4. 理性對待 -要瞭解技術的極限, 必然性與偶然性, 
做出正確的選擇, 有家族遺傳因素的必不可輕忽,需

嚴肅地對待預防原則. 
惡性腫瘤的治療原則: 

李醫師說惡性腫瘤是正常細胞的叛逆者, 因為人
類細胞沒有外皮, 不能像細菌一樣被抗生素分解, 
往往需要與它矛盾共存, 所以惡性腫瘤的治 療是一
個慢性化的過程, 但是不可治癒並不等於不可控制. 
惡性腫瘤的治療是一種以循證為基楚的醫學, 它有
採用大樣本分析得出的與臨床相關的結果,有以小
樣本採用有效替代標誌物, 非隨機對照研究, 觀察
性研究, 病例對照研究或橫斷面研究.它多數採用整
個專家委員會或相關權威的意見. 

每種惡性腫瘤都有一套治療指南, 好比四架馬車, 
包括了傳統的手術, 放療, 化療, 和新的分子靶向藥
物免疫治療, 另外還有臨床實驗. 在休士 頓的安德
森癌症中心, 目前有五萬五千多種的臨床實驗正在
進行.

惡性腫瘤的放療概逑: 
惡性腫瘤的放療原理是三維視型, 採用劑量分割

的方式,每天一次或兩次, 每週五天, 週末休息. 它的
步驟是先在病人身上以 CT 模擬定位, 勾 畫靶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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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器官, 然後計算劑量, 做計劃設計, 計劃評估,計
劃驗證, 模擬機位置驗證, 加速器位置驗證, 即可執
行計劃. 

放療治療會產生一些副作用, 包括全身性的乏力, 
食慾差, 血液細胞減少, 局部性的皮膚, 黏膜損傷, 
以及較晚反應的腦, 脊髓, 神經, 或肺的損傷. 更遠
期的副作用可能有第二原發腫瘤或器官功能損害. 

惡性腫瘤的質子放療簡介: 
質子放療與普通放療幾乎沒有區別. 它最大的好

處是質子在遇到阻礙, 也就是身體裡的腫瘤,能量會
瞬間下降, 不再繼續傷害其它好的器官.質 子放療
的劣勢, 它是一個全新體系, 新設備, 新原理, 需要
新地點, 新人 員, 新操作, 效率低, 價格貴. 在中國有 
3 個地方, 美國有 20 個地方可以 做質子放療, 包括
安德森癌症中心. 

質子放療最適用於治療兒童的顱底脊索腫瘤, 脈
絡膜黑色素瘤, 其次是用於治療頭頸部腫瘤, 肝癌, 
肺癌, 前列腺癌. 它局限於皮膚反應, 胃腸類空腔臟
器, 必需循證依據. 質子放療的副作用與普通放療
的類似, 比光子放療的副作用輕, 至於應該用那一
種方式取決於腫瘤的大小和位 置. 

質子放療簡介的總結: 
1. 質子放療在本質上依舊是放療手段. 
2. 通過減輕副作用, 可以提高療效. 
3. 質子放療是量變, 而非質變. 
4. 不能代替手術,化療, 和分子靶向免疫治療. 
5. 不能拋開位置, 只談優勢. 
如何理性看待惡性腫瘤: 
1. 人類進化的必然性, 以戰爭和疾病來控制人口. 
2. 早期診斷依然很困難. 
3. 惡性腫瘤治療的療效尚不如人意. 
4. 治療必然伴隨副作用. 
5. 艱難進步, 雖有小範圍突破. 

目標放在與瘤矛盾共存, 永動機已經不可能. 李茹
恬醫師最後並為我們介紹了她在中國的研究服務
單位, 南京大學醫 學院附屬鼓樓醫院, 它是一所集
醫療, 教學, 科研為一體的綜合性大型 三級甲等醫
院. 前身是1982 年由加拿大籍傳教士威廉愛德 華
麥克林醫學博士創建的基督醫院, 麥克林(中文譯
音“馬林”) 任首任院長, 民間又稱“馬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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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一直高居華人死亡率的首位，因此，用「談
癌色變」一詞來形容華人聴見癌症的反應，一點
也不為過。對未患癌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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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請自來的速之客。等到醫師告訴你得癌症時，
如晴天霹靂，直問：「為什麼是我？」，「一定
是誤診」。面對前面為期不短的治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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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erson癌症中心，但是很多人因為
語言的障礙，即使有好的醫療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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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私人診所。因此，與醫療團隊的溝通也成了問
題。除此之外，癌症治療往往很漫长且需頻繁進
出醫院和診所，很多移民 家庭，夫妻倆上班加上
小孩，沒有其他親人可以就近照顧，交通接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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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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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負擔及其沈重；而照顧者長期
體力透支，也是身心俱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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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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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每個人只走這麼一次，沒有人有經驗如
何面對。面對別人的死亡比自己的死亡容易多。
使徒保羅在離世前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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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全人癌友關懷聯盟
鄧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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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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她毅然決然的做了不
再做任何治療的決定。有天 晚上，她來電告訴我
她的決定，並交待安排後事。當時她語氣平靜，
就像平常討論事情一樣，我忍不住的問她：「妳
知道，妳在跟我說什麼嗎？妳怎麼可以如此的平
靜？不害怕嗎？」她回答說：「不害怕，我已經
想好到天堂那兒繼續做我喜歡的事-彈琴劃 劃。」
她心中有永生的確據與盼望，所以當走過死蔭的
幽谷，她一奌也不害怕，有神的杖和竿陪伴與安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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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穌帶領，內心獲得永
遠的平安。

多年來，角聲社區中心,光鹽社和眾教會在各自
崗位上努力為癌友及他們的家屬們提供各種服務
與支持。鉴于癌友需求的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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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與您分享這聯盟的異象、使
命、關懷項目及如何參與。

提供支持和希望

讓抗癌過程中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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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2年1月1日季紅姐來到美國安德森腫瘤醫
院治療三陰性乳腺癌，至今已經過去整整四年。
她在從生病到現在的化療次數已經累計到79個單
次，其中在美國73個單詞化療中皆沒有打過升白
針，這在安德森醫院都創下了記錄。
如此多的治療沒有將她打垮，從體能到精神她都
是越戰越勇，每次見到她都是神清氣爽、容光滿
面，把自己打扮得乾淨利落、漂漂亮亮，讓我們
這些所謂的健康人都自愧不如。是什麼樣的力量
在苦難中支撐著她，帶領她走出黑暗幽谷，並不
斷用她的笑容和她的鎮靜鼓勵無數身心倍受煎熬
的病友呢？

我不禁又想起那一句：“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
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去年11月10日我又回到了休斯頓，這是我第五
次回到這個城市，也是我心裡最踏實的一次。踏
出機艙門，我第一次用平靜又略帶欣喜的心情來
環視周遭的一切，微閉雙目來嗅著這個城市的味
道。

再有43天，距我初來休斯頓就整整四年了，往
事依晰歷歷在目。再過十幾天就是感恩節了，感
恩節能夠在自己最值得感恩的城市度過，又是多
麼值得感恩的幸事。

我的得病過程
2011年元旦，吃過早飯，我照例更換一套新

床單，在換上被罩，用力抖動被子的一霎那，一
陣刺痛從右乳和腋窩處襲來，我本能地摀住了右
乳，從不去醫院的我，立即想到了要去醫院檢
查。兩天后我被診斷為乳腺癌，又過了兩天我在

瀋陽醫大二院做了切除腫瘤的保乳手術。記得當
時我問醫生為什麼要建議保乳，醫生說腫瘤小，
位置又好。我認真地對醫生說：與生命相比，失
去一個乳房太微不足道了。你看，我當時是多麼
的開明，懂得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吧！你知道醫生
是怎麼回答的嗎？醫生說：即使你拿掉了乳房，
將來復發也可能是轉移到肝和肺。醫生的話說服
了我。事後我對我的好朋友複述醫生的話，她一
個勁地：呸、呸、呸，連聲叫道太不吉利了！

我的醫生真是烏鴉嘴，術前還沒活檢，並不知道
我得的是三陰乳腺癌，他的話就一語成讖了。結
束半年的放化療，我丈夫馬上讓我去北京做細胞
免疫治療，因為三陰乳腺癌易於復發，我的腫瘤
雖小也沒有淋巴結轉移，但惡性程度高。

2011年9月12日是中秋節，這一天我到了北
京，準備做細胞免疫治療的第二次，CT檢查發
現雙肺上葉多發肺結節。2011年12月23日CT檢
查，肺結節有了增長。北京、上海、瀋陽的乳腺
專家都說三陰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難治的一
種類型之一，且一直沒有找到特定的靶點，目前
尚無針對性的標準治療方案，復發後五年生存期
不足5%。

在萬般沮喪和無耐之下，我們選擇遠赴美國休斯
頓的MD安德森癌症治療中心治療，在黑暗中找尋
生命中的那一縷曙光。

第一次來休斯頓
我們是2012年1月1日晚來到休斯頓的，第二天

上午見到了周琦主任。
做了Pet-ct後醫生告訴我：癌症爆發了，你只能延

五年抗癌路，
主牽我走過
            季紅 2016/2/20

關愛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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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生命，減輕痛苦。
那天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我來到世界上最

好的醫院為的是治愈，這怎麼是我想要的結果？
那一天也讓我平生第一次體會到了什麼叫兩個肩
膀扛不起一顆腦袋。回到賓館我的眼淚止不住地
流了下來，死刑緩期執行？死亡就死亡好了，為
什麼還要在化療的煎熬中等待死亡，我的心情跌
落到了谷底。那段時間我很羨慕那些猝死的人，
沒有恐懼、沒有痛苦。我在心裡據理力爭自己是
最最不幸的那一類人。

在我萬分沮喪之時，周琦主任得知我的媽媽和女
兒都是基督徒，就介紹她女兒同學的媽媽陳亞美
姐妹給我們認識。光鹽社也知道了我來休斯頓治
病的訊息，鄧福真老師和劉如姊妹都來探望我。
鄧老師幫我們從賓館搬到公寓，請我們全家吃
飯，並帶我們買入住新居的生活物品，在異域他
鄉得到教會眾姊妹的幫助，我們感到溫暖無比。

陳亞美姐妹、武先運弟兄每週接送我們去曉士
頓教會聽牧師講道，我們在那裡領受靈糧，曉士
頓教會成為了我們屬靈的家。上了6個月的主日學
後，2012年7月22日我們受洗，被恩主揀選，成
為基督徒。

初期的治療是口服希洛達，21天一個療程，三
個療程後檢查，肺結節沒長，可是轉移的三個淋
巴結均長大了一倍多，鎖骨下的那顆淋巴結從
1.9x1.6x1.4變成3.7x2.6x1.9，檢查的結果再次襲
擊著我們無比脆弱的心靈。

正當我們憂慮萬分之時，劉志雄長老從外州來到
曉士頓教會講道，題目是：不要為明天憂慮。感
謝主，這恰好是我所需要的鼓勵。他說：“不要
為明天憂慮，這是上帝對衪的子民的命令，只有
基督徒才可以得享這樣的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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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6章34節）。

憂慮是苦毒，侵食著我們羸弱的身心，憂慮是對
自己的信靠和對神的遠離。與其為不可知的明天
而憂慮，不如為明天向主祈禱，只有神才會幫助
我們卸下今天的勞苦、明天的重擔；與其為明天

而白白地憂慮，不如活好當下的今天，今天的天
空陽光普照，明天的天空才更有可能騰起那一輪
驕陽。

2012年4月4日我開始了靜脈化療，兩個療程
後CT檢查奇跡出現了，我的轉移病兆都有了百分
之六十以上的縮小，那一天老公摟著我痛哭了一
場。

四個療程後再檢查，病兆沒有繼續縮小。接踵而
至的是化療後對身體的負作用反應，滿身皮疹讓
我夜不能寐，往日柔軟的床單讓我不能棲身，毎
一個皺褶都變成了一把把小刀子割著我的身軀。

我不捨得讓老公看了難過，半夜三更就一個人躲
在衛生間裡往身上拍潤膚露，然後用保鮮膜包住
身體的側面讓自己側立在床上瞇睡一會兒。這樣
的日子過了一個多月，醫生得知後一定要減去百
分之二十的紫杉醇，我的皮疹奇蹟般地消失了。
感謝主，讓我遇到了偉大的Dr.Booser。

我的化療方案是一個療程28天，每個療程化療
三次（第1、8、15天化療），為了保持身體的
各項指標符合化療標準，我每天是忙吃忙喝忙鍛
煉。休士頓的盛夏炎熱無比，我們每天上午撐傘
去一趟就近的老墨超市，往返1小時的路程就當做
運動了。晚上在小區的游泳池慢遊1個小時，這是
老公定的計劃，目的是為了能夠多吃，讓身體得
到營養，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從2012年4月4日到2013年12月9日，20個月
進行了22個療程共計60多個單次的化療，期間只
有兩個單次因指標過低停掉了化療，沒有紮過一
次升白針。這要衷心地感謝亞美和舒舒小妹的幫
助，亞美送給我兩本吳永誌醫生的「不一樣的自
然養生法」和「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100問」，
並開車載我們去她家給我們演示製作的方法，幫
助我們買Vitamix料理機。舒舒小妹在書寫大量的
傳播福音的文章給我們的同時，還上網搜尋到「
布緯食療」的方法來幫助我們這些病人。我從13
年1月27日開始實踐，受益匪淺。

當我連續用Taxel和Avastin聯合化療16個月時，
我的醫生告訴我：我是他行醫幾十年來，遇到的

關愛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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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紫杉醇這種藥量最大、時間最長的病人。那一
年老人家70歲。之後我又繼續使用這個化療方案
4個月，共計20個月，61個單次。

信靠上帝保持良好的心態、每天都按吳永誌的
方法喝大量的蔬果汁和堅持布緯食療、適度的運
動曬太陽，才幫助我取得如此驕人的戰績。每個
療程的第一天見醫生前護士都照例詢問：發燒沒
有？跌倒沒有等一系列問題，我的回答都是NO，
只是有些手麻逐漸加重的狀況，但不影響生活功
能的使用。護士微笑著豎起大拇指：＂Good! 我
為你感到驕傲＂。

第二次來休斯頓
在美國治療一年半後，2013年7月12日，我第

一次回國，那天正好是中國國航開通休斯頓至北
京直航的首航，這次回國後只停留了22天。
那一年父母88歲，臨行的前一天去看父母，離別
時我已不敢直視兩位老人，強忍的淚水模糊了我
的雙眼，待電梯門關閉的一霎那，我淚流滿面。
電梯從12樓徐徐下降，我頭靠著牆壁痛哭失聲，
那時的感覺是很有可能再也見不到他們了，心如
刀絞般地疼痛。

這次回休斯頓，我悄悄地帶上了一張兩寸照片，
是為自己的追思會而準備的，連追思會的主持人
我都暗暗選好了，是我非常崇敬的薛孔偉牧師。
由於長期的化療，我在2013年的下半年連續出現
了尿中含蛋白和潛血的現象，醫生說是化療造成
了腎臟受損。於是我在2013年12月嘗試暫停化
療，目的是讓身體得以休整。

記得剛決定不化療時醫生很不理解，而我和老公
更是無比糾結，這真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啊！因為
我的化療方案中有阿瓦斯汀，這是全球首個抗腫
瘤血管生成的藥物，而且我在一個療程中用藥兩
次，每次640mg，失去了藥物的控制，腫瘤會不
會瘋長？可這樣一直繼續用藥，我的身體會先被
打垮的。怎麼辦？我們站在選擇的十字路口上，
不知如何抉擇之時，就靜下心來向恩主禱告：親
愛的主啊！我實在是化不動了，求你保守我，告

訴我當走的路。請賜與我一段休息時間，求你給
我指明道路，加添我的勇氣和信心，讓我的心時
時能與你同行……敬虔地禱告後內心就變得非常
平靜了。我們走訪了一位給我化療過的護士田東
英，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她說：“該休息一
下了，如果樹倒了除蟲還有意義嗎？ ”停止化療
期間我開始服用中藥提升免疫力，每天游泳、蒸
桑拿和走步運動，兩個月後檢查轉移的淋巴結和
肺結節不但不長反而還有非常明顯的縮小，其中
右肺上的一顆肺結節從1.3X1.2變成1.0X0.8（剛
到美國時是0.6X0.7），右鎖骨下轉移的那顆淋巴
結也從1.9X1.2X1.0變成1.1X0.9X0.7，這是多麼
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呀！這樣我又向醫生提出再休
息兩個月。

2014年3月26日CT檢查病情仍然穩定，這時參
加我這組臨床治療的10名患者就只剩下我一個人
了。我對醫生宣布退出臨床，醫生表示遺憾，因
為阿瓦斯汀在2008年已禁止在乳癌中使用，而且
藥價昂貴，我退出臨床就失去了使用這個藥的機
會。

第三次來休斯頓
2014年4月1日我第二次回國，這次在家住了

1個月零28天。 5月28日回休斯頓，6月16日CT
檢查，僅剩下的兩顆肺結節穩定，而轉移的三個
淋巴均大幅縮小。我們馬上買了6月19日回國的
單程機票，因為女兒定在6月27日在教堂結婚，
於是我們改簽了機票。 2014年7月1日我們第三
次回國，2014年8月底我去北京檢查，肺結節穩
定，轉移的三顆淋巴大小也基本接近了正常。

第四次來休斯頓
2014年12月底超聲檢查發現右鎖骨下轉移的

那顆淋巴結長大了許多，最長值到了3.2cm。因
為這是兩顆相融的淋巴結，所以我並沒有感到恐
慌，每天依舊是運動，因為自我對身體的感覺很
好，所以直到2015年2月底發現這顆淋巴結長大
到4.2cm,我才決定回來治療。2015年3月4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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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休斯頓。屈指一算，從第一次回國小住22
天、第二次回國停留58天，到第三次回國長住
241天（8個月）。帶癌生存不再是夢想，它已經
成為了現實。

這次的化療方案是新藥艾瑞布林，每個療程21
天，第1和第8天化療。在結束第五個療程的第1
天化療後，由於手麻的感覺加重和肌無力所導致
的走路不暢，我們決定中止化療，休養生息。
因為有了帶癌生存的信心，所以直到回國前我們
才做了化療五個療程後的第一次CT檢查。檢查結
果是化療有效，兩顆肺結節分別是從1.6cm縮小
到0.9cm，1.4cm縮小到1.2cm，右鎖骨下的那顆
最大的淋巴結從4.2cm縮小到3.2cm。

2015年7月26日我們回國了，此行我們購買了
往返機票，決定回國休息三個半月。與以往的回
國經歷不同，我不再頻繁的做超聲波檢查來監控
右鎖骨下那枚轉移的淋巴結的變化，而是把重點
放在對自己身體的感受和體能的恢復上。

回國的第二天，我就開車到18公里外的溫泉小
鎮辦理了遊泳年卡，開始了每週不少於5天的游泳
運動。每天的游泳量控制在500到600米（有時
遊興奮了就遊多了），在那裡我結識了許多新的
朋友。游泳前我先到高溫池裡泡溫泉，泡不上1分
鐘就要爬上池邊休息一下，然後再泡一次，這時
我就開始往外表汗，幾輪下來自己已是揮汗如雨
了，這時要不停地喝口熱水補充水分。

一位基督徒老姐姐每次見到我都激勵我：“小
紅，耶穌愛你。你要為衪作見證。神在使用你，
讓你做衪的器皿，用你的例證告訴周圍的人，在
苦難中要緊緊地抓住神，只有在主耶穌裡面才會
有真平安。 ”我和這位大姐一起唱讚美詩，歡樂
的氛圍感染著其她的姐妹，我們就給大家在溫泉
池邊傳福音。大汗淋漓過後，我消消汗，吃個香
蕉、蘋果，然後起身去游泳，大家都說我不像是
個有病的人，因為很多正常人泡過溫泉就沒有體
力游泳了。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主
的話語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日子在充實和

喜樂中度過，我想不起來自己是個病人。
每天早晨起來，喝一杯溫水後衝個熱水澡，讓自

己煥然一新，然後再喝兩大杯蔬果汁，收拾家，
做早飯，這樣給蔬果汁在胃裡消化的時間。
早飯一般就吃羊奶加麥片再加堅果，西紅柿、木
耳、紫洋蔥炒有機雞蛋。吃飽後，趕快離開家去
游泳。開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丹東至瀋陽高
速，車輛稀少），看著眼前的美景，我就情不自
禁的大聲歌唱，心被聖靈所包裹，充滿喜樂和恩
典。游泳回來已是下午一點多了。中午飯是加入
各種豆子做的雜糧粥（游泳前用高壓電飯鍋做
上），燉一個集多種蔬菜的亂炖（土豆，南瓜，
胡蘿卜，西紅柿，紫洋蔥，香菇，大頭菜），燉
些海魚。運動後食慾大增，飽餐一頓。

晚飯大多時吃的比較清淡，各種青菜煮好加一
點橄欖油、海鹽和白胡椒粉，蒸熟的蠶蛹拌上鹽
粉，蒸一些紅薯和芋頭。總之是葷少素多，涉列
的品種也要多，同時要兼顧自己的口味和喜好，
各種肉類也吃但量要少：豬肉餡包頓蔬菜水餃，
煎點牛肉，喝點羊湯，做一頓加入洋蔥、土豆和
胡蘿蔔的牛肉咖哩蓋香米飯，偶爾犒勞一下自
己。食物中禁忌的不多，米飯、麵食都吃，但盡
量吃有機的。

卸下了生癌的重擔，胃口比生病前還要好，人
也結實了，氣色也是越來越好。我每天會變換口
味，做各樣自己想吃的食物，按照自己的需求，
想吃什麼馬上就做點什麼吃，用美食犒勞自己。

癌症也是有生命的，它有產生的條件，發展的
基礎，更有凋亡的可能。我們要打一場持久戰，
關鍵是心態。把心裡沉重的包袱放下了，輕裝前
行，我們就有了和它和平共處的可能。治療是必
要的，不要恐懼化療，但要根據身體狀況適度治
療。憂慮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能傷害到自己。

剛來美國時，每次做完CT檢查的當晚我們都久
久不能入睡，因為非常擔心第二天的檢查結果。
後來參加教會的分享活動，聽到了劉振躍弟兄分
享了一段經文：“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
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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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
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
輕省的” (馬太福音11:28-30）。我反复地背誦
這段經文，向主交託了心中的重擔，開始輕裝前
行。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著重點放在身體的恢復和重建
上。兩國交戰，你沒有實力對方是不會和你講和
的，更沒有戰勝它的可能了。癌症是我們不愛護
自己的結果，以往為了把事情做好，廢寢忘食，
從不去曬太陽，連喝水都常常忘記，待身體嚴重
缺水時就牛飲一次。現在，每次離家都用保溫
杯帶上溫熱的白開水，夜晚在洗手間放上一個保
溫杯，供起夜時及時補充水份之用。
第五次來休斯頓

2015年11月10日回到休斯頓後，醫生先給我安
排了X光和血液檢查。見Dr .Booser時，老人家問
我：“是否決定回來化療？ ” 我詢問X光檢查是
否有胸水，醫生說沒有。我確認病情沒有新的擴
展，很是坦然，回答醫生說：“CT檢查後再決定
吧!”

醫生站起來決定結束談話，這時我向醫生提
出：“如果CT檢查結果出來，病情穩定，沒有新
的病兆出現，可否給我進行放射性治療？ ”醫生
說：“好，我安排你去見放療醫生。 ”。
剎時，我看到了生命裡露出的一道曙光，我的世
界，天空亮了。

癌症轉移以後我來到美國治療已過去了四個整
年，這是我第四次向醫生提出放療的想法，前三
次醫生都是毫不猶豫地給否決了。因為我是多發
性轉移的癌症病人，化療是控制病情發展和防止
繼續轉移的唯一治療手段，因為三陰性乳腺癌的
極其特殊性，找不到靶點，所以只能使用廣譜化
療藥。回想生癌這五年來，從初次手術後的6個療
程的TC方案化療、來到美國後口服3個療程希洛
達的治療失利、接下來連續20個月密集型的靜脈
化療（61個單次）和2015年上半年9個單次的化
療，五年間我的癌症化療次數已經累計進行了79

個單次。
如果我在生命的困境中沒有被主耶穌揀選，有

幸成為衪的女兒，今天會是怎樣？真是不敢去設
想。正是藉著這場疾病，上帝在我的人生旅途中
幫我踩了一腳急剎車；正是藉著這場疾病，讓自
以為很有能力的我，謙卑順服於主的面前，單單
地依靠和仰望恩主，求衪破碎和重新陶造我，讓
聖靈住在我的心中，把我從心靈的困惑和肉體的
極度痛苦中解救出來。神就是利用這種尖銳的痛
苦，讓我在絕望中緊緊抓住祂，並把我擺渡到衪
的應許之地—平安的彼岸。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經歷的事情沒有一樣是沒有
價值的。其實，疾病是上帝對我的啟迪，是用了
另一種方式來開悟我，讓我在迷茫中尋找並仰望
衪。“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遵
循真理，我重新調整生命中的優先次序，開始得
勝的生活。

癌症復發和轉移的四年來，我雖走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主的杖和桿都在時時堅固
我。衪使我躺臥在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
水邊，因為衪是一位慈愛和信實的好牧者，我的
生命必不至缺乏。

15年12月8日到29日，我做了15次針對轉移淋
巴結區域的放射性治療。感謝主又賜予我一位擁
有高尚醫德和高超醫術的放療醫生Dr.Perkins。
放療定位時，醫生站在CT床的一邊，雙手摀著我
的臉，輕聲告訴我定位的程序，他溫暖的聲音像
雨露滋潤著我，感動的淚水悄然滑落。 Dr.Per-
kins對我的病情非常有信心，他安排2016年3月1
日回去見他，若CT檢查沒有新的病兆出現，他要
把我左右兩肺各一處的肺結節用放射性手術手段
把病兆消除，這樣我身體出現的癌症轉移兆全部
消除了。

病兆消除後，我們的期望是它不要再回來騷擾我
們，為此我們把它放在禱告之中。現在的我每天
早起喝過一杯蔬果汁，第二杯是有機起士60ml和
低溫冷榨的亞油籽油30ml充分混合後，再加入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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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黃玲菀，在這個感恩的季節
里，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恩，感謝神在我和先生身
上以及我家庭中滿滿的恩典，我願意藉著這個機
會來向神獻上最大的感恩和讚美。

我的先生楊立星在2006年的時候，因為感覺不
舒服，就回台灣檢查，檢查之後發現腦部左前葉
有兩個惡性腫瘤，於是馬上進行手術，手術後並
接受放射性治療和藥物治療，病情算是被控制住
了，但由於左腦部分的細胞被取出來，所以腦波
就受到影響。2008年他又因為腦壓腫脹開了第二
次刀。就因為這樣，從2009年起他就出現了癲
癇的現象，一發作就會進入昏迷的狀態，失去意
識。從09年到如今他總共發作了七次，每次都在
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說發就發，瞬間整個人就倒到
地上，非常危險。但是感謝主！每一次都奇妙的
托住他，使他不至於撞傷腦部。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在餐桌讀聖經，正好師
母打電話給我，我就抬起頭來接電話，就在這時
候，我看見我的先生在客廳沙發上站起來，整個
人往前傾，我馬上衝過去扶住他，為他禱告，讓
他能盡快清醒過來，因為醫生特別提醒，腦子缺
氧超過五分鐘就有可能變為植物人，感謝主！師
母這麼巧就在這個時候打電話過來，否則我低著
頭看聖經，完全不會注意到立星在客廳的狀況。
另外又一次，我在廚房準備晚餐，立星坐在我背
後的餐桌上，突然砰的一聲大響，我回頭看，發
現椅子倒了下來，立星已經躺在地上，但奇妙的
是，椅子是仰倒在地，照理立星也會是後腦著
地，但我看見他時，他竟然是頭腳反過來側躺在
地上，避開了直接撞擊後腦的危險，我至今都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被反轉了180度，以致沒有受
傷，但我相信是神保護了他，真的非常感謝主！

我自己在2008年因為中耳炎，導致細菌侵入腦

果汁（因為起士鹹味太重）；上午10點鐘以後
走步50分鐘，每周有三次走步後接著去游泳400
米，然後蒸桑拿20分鐘。運動讓身心愉悅，促進
血液循環，加速新陳代謝；太陽是最好的醫生；
健康飲食補充身體所需的所有養份，廚房是最好
的藥房；良好的睡眠才能讓身體得到休養，是生
命的最好補給。

回想從生癌到迅速轉移，這五年的抗癌征戰中，
信心起了最大的作用。主耶穌沒有承諾基督徒在

世上不會有苦楚和眼淚，但是，祂應許我們，在
衪裡面我們可以享有內心的平安和豐盛的生命。
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

後記：2016年3月2日我的CT檢查結果非常好：
去年底針對氣管壁和右鎖骨區域轉移淋巴結的放
療成功，除了雙肺上葉既有的兩顆肺結節，身體
中沒有出現新的轉移病兆。
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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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而造成腦膿瘍，需要開刀處理。那時候我住
院一個月，每天24小時打抗生素，打到後來手都
無法消腫。2013年我在例行健康檢查時發現得了
乳癌第二期，感謝主！癌細胞沒有感染到淋巴，
所以不需要化療。當我決定進行切除時，我的心
中非常平安，神也保守我手術順利，現在每半年
檢查一次即可。

雖然我和我的先生在這些年間都陸續經歷了幾次
大手術，進進出出醫院無數次，但是感謝主，讓
我們彼此照應，彼此扶持，也讓我們在病痛中更
加體會到神的看顧以及細膩的愛。

今年的六月份，立星因為癲癇發作昏迷，在照
MRI時意外發現腦部新長出了一個0.8公分的白
點，醫生不確定是壞死組織或是腫瘤，需要作最
終檢查。到了九月份，立星以致感覺不舒服，臉
色蒼白，於是我趕緊帶他去醫院急診，經過驗
血、驗尿、EKG、X-ray一系列檢查后，才發現他
的紅血球（血紅蛋白）只有5，而正常人是12-15
，表示他體內失血過多，醫生馬上安排他住院，
并輸入三袋的血，隔天胃鏡報告出來，才知道他
得了胃潰瘍並有幽門桿菌。雖然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但感謝主藉著弟兄姐妹的愛心扶持，使我們
體會到神的看顧，我們才回家，大家已經把雞
湯、麵條、稀飯、水果送到我家了，真的好溫
暖。

十月份立星腦部的MRI顯示，0.8公分的白點附
近又長出了其他的白點，這個消息讓我心中十分
害怕，不安的情緒一直湧上來。11月17日醫生安
排立星照特別的MRI，牧師、師母和弟兄姐妹都
迫切的為他禱告，感謝主！就在前天，也就是這
個星期五的門診中，醫生告訴我們立星腦中的白
點消失了，現在只剩下一個小白點，而且也確認
不是腫瘤，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這真是個大
好的消息，我的心雀躍不已，感謝主聽了我們眾
人虎丘的禱告，他保護立星，如同保護眼中的瞳

仁，並將他隱藏在主翅膀的蔭下。

從立星06年開腦瘤到如今，整整十年了，我們
一路走來，每天都是靠著神的恩典生活，每個腳
步都有神的保守，使我們不致失腳。活潑的生命
10月份有篇文章說“如露水般的恩典”，我非常
有感觸，大難臨到時，神講下一陣祝福的大雨，
使我們脫離險境，而每天清晨的禱告，神賜下日
用的恩典，我領受這露水般的恩典，過每一天得
勝的生活。

有兩節經文是我很喜愛的，也是這些年一直幫
助我的，願與弟兄姐妹分享：（詩73:26）“我的
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
是我的福份，直到永遠。”（詩27:13）“我若
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
了。”

感謝主的恩典，永不止息的愛上次給他的兒女
們，他醫治的大能臨到我和立星身上，使我們能
經歷滿滿的恩典，並站立在眾人面完來為主作
見證。願將一切頌讃和榮耀都歸給坐寶座的羔
羊——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門！

愛我的主，從歲首到歲尾神都看顧，賜平安的
福，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信有神，因我依
靠你，相信你賞賜那尋求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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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Health Insurance Mar-
ketplace) 的 開放申請期限，從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
開放申請至2017年1月31日截止，僅僅三個月的開放申
請期間，請民眾把握。

2013年開始實施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對美國社
會造成几項重大影響。第一是，全國沒有保險的人群
大幅度減少。 2013年大約百分之十八的美國人沒有
健康醫療保險，這個數字到 2016 年降低至百分之十
一。 

除此之外，帶有既有存在病史的人，也不需要擔心買
不到 健康保險方案。年度體檢和癌症篩檢，消費者不
需要分擔費用。為了減輕中產階級的每月保費付擔，
政府提供稅務優惠補助。如果你家庭2017年年收入
介於聯邦政府貧窮線百分之百至百分之四百，大致可
以獲得不同等額的政府稅務優惠補助(APTCadvance 
payments of the premium tax credit)。請參考下圖 
的有關稅務補助的家庭收入最低要求金額。

雖然 2013 開始的「交易市場」帶來許多正面影響，
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的問題有三方面，第一
是德州政府目前仍不願意實施 Medicaid Expansion. 
因此造成大約八十萬到一百萬的因收入太低，無法獲
得稅務優惠補助的德州人，無法 購買健康保險。第
二，預計 2017 年的保費和自付額會提高。但 是相對
的，政府的補助也會提高些，所以鼓勵2016年在「交
易 市場」購買保險方案者，即使該方案在 2017 年仍
有效，仍然在 開放期間上個人帳戶更新資訊，看看財
務補助有無改變。第三點，一些健康保險公司可能退

出「交易市場」，不再您居住的 地區銷售健康保險方
案。因此，消費者可選擇的方案減少了。 

2017 個人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重要注意事項
· 2017 年申請日期: 11/1/2016 起至 1/31/2017止 
· 務必提供交易市場帳戶的登入帳號 、密碼及電子

郵件信箱
· 過去已有 Marketplace 保險者，若未於 12/15 前

重選 擇，保險將自動更新(但保費可能增漲) 
· 某些保險計畫/公司將於 2017 年終止，為了避免

保險斷層， 請於 12/15 前至 Marketplace 更新
個人資料並重新選擇保險 

申請或更新醫保您需要準備的資料
1. 您的個人信息：姓名和出生日期。
2. 有關您的家庭人數之信息: 配偶, 住在一起的孩子, 

任何在 稅 單上屬於您的撫養者的人… 
3. 居住地址和/或郵寄地址:你不能用郵箱 (PO Box) 

地址當 做居 住地址。 
4. 您的申請表上每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SSN） 
5. 移民文件信息（這僅適用於合法移民）
6. 你將如何報稅的信息: 你報稅時，健康保險交易市

場需要道 以下幾件事情：
 ·如果你結婚了，你是單獨或聯合報稅？
 ·誰會作為你的撫養者？ 
7. 雇主及收入信息
 ·W-2 表和工資單上記錄的工資和薪水
 ·小費 

2017
個人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重要注意事項

林莉婷、鄧福真 翻譯整理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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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營業的經營淨收入 
 ·失業失業救濟金 
 ·社會保障金，包括殘疾賠償（但不包補充保障

收入 SSI )
 ·贍養費
 ·退休或養老金收入，包括大多數 IRA 或 401K  

 提款 
 ·投資收益，如股息或利息
 ·租金收入 
8. 預估 2017 年收入
9. 保險計畫號碼（此僅適用於在您的申請家庭成員

中目前有健康保險計劃者）包括州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兒童健康保險 計劃（ CHIP ），TRI-
CARE ，退伍軍人(VA) 保健方案，Peace Corps, 
或通過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 

10. 您的家庭成員中的雇主資料
11. 完整的雇主所提供之健康保險資料 
12. 你目前的保險計劃的相關信息（這僅適用於任何

人 2015 年有加入保險交易市場之保險計畫者）。 

消費者常見問題： 
既有資料不符合問題 (Data Matching Inconsisten-

cy issue): 2015 未報稅;2015 報稅收入與 2016 預期
收入有落差;移民身分未能確認;身分證明文件過期且
尚未提交新證件。以上狀況皆可能導致稅務優惠補助 
被取消或終止保險 
保險終止問題： 
1. 未在時間內提交文件解決資料不符合問題(身分、收
入證明文 件)。 
2. 未在規定時間內繳保費以致保險公司解約。 
3. 預計收入與 IRS 既有資料不符以致稅務優惠補助
被取消。
4. 未在時間內提交特殊申請證明文件(搬家、結婚、舊
有保險終止證明)。 

常見的一些錯誤訊息： 
1. 拿稅務優惠補助 不能同時拿 earned income

credit。兩者不衝突，只要符合要求，可以享受兩種補
助。 
2. 金卡是醫療保險, 不需擔心罰款。. 金卡不是醫療保
險但是拿 金卡者，往往是低收入者，所以可以獲免罰
款。沒有所謂的 「歐巴馬健保方案」，在「交易市場」
銷售的健康保險方案都 是由不同的私人保險公司提
供的保險方案。因此建議看醫生時直接告訴對方已購
買的保險方案即可。 
3. 醫師不接受 「歐巴馬健保方案」。沒有所謂的「歐
巴馬健保方案」，在「交易市場」銷售的健康保險方案
都是由不同的私人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方案。因此建
議看醫生時直接告訴對方 已購買的保險方案即可。 
4. 65歲以上不符合在「交易市場」購買保險方案。一
般65歳的美國公民或持有綠卡至少四年者可以購買
Medicare。

Medicare 是一項健康保險方案，但是如果一些年長
者，並持有 綠卡不到5年者是可以在「交易市場」購買，
但是因為沒有收 入，享受不到稅務優惠補助。

如需更多訊息，可上網請上HealthCare.gov/taxes/
或致電 1-800-318-2596以了解。透過保險交易市場
申請健康保險的民眾將可得到免費的稅務申報協助，
其中包括了免費的線上報稅軟體。更多詳細資料可上
網IRS.gov/freefile或IRS.gov/VITA 查詢。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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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眾擔心上星期的總統大選結果會對2017
年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影響，以下是光鹽社獲得
的訊息：

資料來源：CMS 關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2016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並不影響您2017年的

健康保險申請資格，可選擇的計畫，以及您所符
合的稅務補貼及成本分攤補助。如果您在2016年
的12月15日之前完成申請，您的保險計畫將在
2017年的1月1日生效，2017的健康保險申請期
限到1月31日截止。

·Marketplace (Generalized, not necessarily Mar-
ketplace enrollees): The outcome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esn’t impact your ability 
to enroll in affordable Marketplace coverage, the 
plans available to you, and the savings you’re 
eligible for.  If you enroll in a Marketplace health 
plan for 2017by December 15, 2016, your cover-
age can begin as early as January 1, 2017. Open 
enrollment ends on January 31, 2017. 
 
對於所有保險交易市場的保戶：

2016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並不會影響或終止您的
2016 健康保險，您可以繼續使用您的健康保險交
易市場之保險計畫只要您繼續支付您的保費直到

12月底。

·Marketplace (Current Enrollees with 2016 cov-
erage):  The outcome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esn’t change or end your 2016 Mar-
ketplace coverage.  You can continue to use your 
Marketplace health insurance and take advantage 
of its benefits, as long as your continue to pay 
your premiums. 
 
關於Medicare, CHIP, Medicaid：

2016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並不會影響或終止您的
Medicare/CHIP/Medicaid保險，您可以繼續使用
您現有的保險方案

·Medicare, CHIP, and Medicaid:  The outcome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esn’t change 
or end your Medicare/ CHIP/ Medicaid coverage. 
You’ll continue to get the same benefits and 
coverage you can depend on. 

資料來源：CMS

選舉對obamacare的影響
資料來源CMS，林莉婷整理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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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認為我是一位勇敢堅強的母親.我有一個特殊
需要的兒子. 他有語言, 行動, 社交及認知的障碍. 他的
每 一天都是新的, 從来無法預測, 時好時壞. 在學業, 
交 友, 生活, 方方面面都困難重重. 我從来沒有放棄過
各 種各樣的冶療; 极积地尋求學校, 社區的各種協助. 
盡 管如此, 多年以來始終有一個問題困擾着我. 因為
在我 看來, 他活得很累, 也沒有意義. 我問自己: “生活
對 他來說難道只是一個負擔? 他活着的目標是什麼? 
他該 為什麼而活着?” 

一天(02/18/2016), 我有幸在光鹽社的支㫑下參加
了一個 關於特殊兒童的培訓. 第一個講員被邀請上台
發言. 我 很好奇是誰會被安排在第一個出場? 跟据我
以往的經驗, 第一位講員應該是擅長予吸引聽眾的注
意力及相當善于言 辭. 這位講員出來了. 他是被推上台
的, 因為他無法行走. 他的雙手, 手掌是拳在一起的, 沒
有辦法像常人一 樣伸展自如, 所以他也不能用雙手推
動他的輪椅. 他是 一位很年輕的少年. 他說: “我叫

Christopher…………. 我做過13 次手術………….. “ 
他說的不算流暢. 在他正前方還有一位專業人士在用
手語給他提示. 我要非常 專心聽, 才能明白他在說什
麼. 直到他說了這麼一句話, 大意是: 我雖然每天要面
對這些各種各樣的困難, 但是我既然活 着, 就要活得
值得. 

那一瞬間, 很多聼眾的眼睛都濕了, 我的眼淚是一顆
一顆 地往下流. 我終於找到了困擾我多年的問題的答
案. 他 該為什麼而活着? 答䅁是: 要活得值得, 即使每
一天都 困難重重! 

今天我很清楚的知道: 無綸我再怎麼努力, 他大部份
的缺 陷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但我相信, 只要不放棄, 他
這一生可以好好活着, 活得值得! 以後的日子, 我會更加
勇敢, 堅強!

好好活着
Grace Kong

特殊関懷

Woman’s Day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odo 
consequat

8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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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関懷

音樂治療
何淑坤翻譯整理"

音樂治療學是一門集音樂、教育、醫學和心理學為一
體的邊緣交叉新興的治療學科，是音樂在傳統作用的
藝術欣賞和審美領域之外的應用和發展。在音樂治療
中，音樂是一種工具，就像是復健科裡的復健器材，是
輔助治療的工具。 紐西蘭音樂協會指出「音樂是一種
強大而且有幫助的用具，用來建立溝通的管道，支 持
兒童和成人在心智、肢體、社會行為和情緒的學習與
重建。」 

音樂治療是一個科學的系統治療過程，在這過程中
包括了各種不同方法和流派理論的應用。在不同的音
樂治療方式的探索下，世界各地產生了十種不同系統化
地學派。但多是以透過聆聽、歌唱、彈奏、敲擊、律動、
即興創作等音樂經驗，讓治療師與病患 間建立互動，
來幫助病患改善肢體、表達溝通、認知理解、社會 行
為、以及情緒表達等方面問題的健康專業。而不是像
有些人誤解的，以為聽聽坊間販賣的治療音樂，就是
音樂治療這麼簡單。治療過程必須包括有音樂、被治
療者、和經過專門訓練的音樂治療師這三個因素，缺一
不可。 

音樂治療可以幫助的對象很廣泛，包含有：普通兒
童，特殊需要兒童／成人（自閉症、亞斯伯格症、腦
性麻痺、過動、唐氏症、威廉氏症、發展遲緩…）也
包含情緒控管、身心重建、安寧醫 療、減緩疼痛，舒
壓…等。 
特別是針對特殊兒，透過訓練學生能： 
1. 提升專注力 

 很多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生對音樂十分敏感, 
由於音樂及 樂器本身已有吸引他們注意的作用, 運用
於特別設計的遊戲中能 引起學童主動參與, 令專注力
訓練更有效. 

2. 提升社交能力/社交意識 
 對一些社交意識較弱的學生，特別對於一些自閉症

的學童, 他們缺乏眼神接觸, 甚至不會與人溝通, 治療
師可透過輪流打樂器的然後再因應學生的進度而調較
訓練模式. 
3. 加強自信心 

 由於SEN學生在學習方面較弱, 其自信心會受影響, 
音樂治療可幫助學生透過學習樂器及表演機會, 使學
童自我價值得以提升. 
4. 提高自我表達能力/給予情緒抒發的機會/空間 

 對一些語言能力較弱或不會表達的學童, 治療師會
於治療過程中給學童表達自己的機會, 例如引導學童
用聲音/樂器表達自己的 感受或情緒, 或透過填寫歌詞
的過程去幫助學童達到自我表達。 
5. 改善行為問題 

 有些學童可能因為各種問題, 如家庭問題或因某方
面的能力較弱, 而衍生出其他行為問題, 如暴力,反叛, 
刻意地引人注意等。治療師可以用音樂活動去吸引這
些學童,從活動中教導他們 適當的行為, 以減少他們的
各種行為問題。 

結論:
以音樂為媒介做為治療和訓練，其目的不是要孩子

能夠學 會唱歌、使用樂器、甚至讀樂譜，而是要讓他們
能藉由音樂來表 達、平穩他們的情緒或行為，增加溝
通、表達能力，提高自信、社交意識以及參與社交活動
等等。音樂治療師，透過不斷觀察孩 子的行為反應，
重複「有成效和意義」的活動，從活動中尋找適 合孩
子的介入方法，以培養適應行為，達成治療目標。
（資料來 源參考：wik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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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十一章22-23節:”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
神,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
地.投在海里!他若心裏不疑惑. 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
給他成了。＂’馬太福音二十一章22節:”只要信就必得
著”.又馬可十章27“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 因為神凡事都能.” 

當我們遇到生命中的險阻. 對神仍要持定信心. 持續
禱告.直到看到結果. 對神有信心的另一表現. 是當魔鬼
來攻擊. 大聲用祂應許的話. 使魔鬼的謊言被拆穿.祂
就逃跑了.宣告是極有力量的兵器，能把再堅硬的岩石
打得粉碎. 

因在我們裡面的.比世界都大. 無一物能與祂相比. 有
信心的實際表現是”順服順服是一個基督徒生活的主
軸”如饒恕 . 同心 .尋求和睦...哥林前書一章10節:”弟
兄們. 我借我們主耶穌基的名. 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 

你們中間. 也不可分黨.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彼
得前書三章11節: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 一心追
趕”. 履行信心生活的主動力. 來自主的愛. 像保羅這樣
一位大 使徒. 在向人傳福音時是: 向什麼人就做什麼
人為要得著人, 總要救些人. 

詩篇139:13-16: “我的肺腑是祢所造....因我受造奇
妙可畏....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耶利米
書二十九章１１節:＂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栺
望。＂神的話大有能力。祂常用祂權能的話語托住萬有
（希伯來書一章３節）＂耶穌就是來傳聖旨的(詩二章
7節)...讓我們藉著耶穌有智慧.有能力的愛來與人交往. 
成萬國. 萬族的祝福使萬族都來敬拜祂. 

詩歌二首: (1) 主的憐憫引導我. 像春雨降臨在我心. 
(2)渴慕主恩雨降下. 要一起來禱告!

堅心倚靠   順服宣告   以愛傳道
11/02/15“心靈加油站”李論講述    高唐萬千整理

見證分享

熟嫻神話語
珍惜同路人再大壓力能得勝

1/11/16 “心靈加油站” 李論講述 高唐萬千整理

現代都市人人人都會感到壓力. 如何能獲得平衡呢? 
據可靠統計 360行行業中. 做牧師.傳道人的壓力最大. 
若消防員的壓力是 50%.牧師卻達85%以上 .故會有焦
慮. 沮丧等出現. 聖經列王記上十九:1-4 先 知耶利米
這偉大 的屬靈人能一人靠著神的靈戰勝450個巴力先
知.又充滿信 心. 能力. 求三年六個月不下雨. 天就不下

雨.又求下雨. 馬上就下雨.但當耶洗別罰 誓明日必去尋
嗦他命時. 他卻 嚇得連日奔逃. 甚至還向神求死. 

壓力是當人遇劇變. 身體自然產生逃避等反應的現
象.當 環境轉變. 如生病.遷居移民往往影響生理.香港
人因壓力而發生腸胃炎頭痛. 皮膚炎等比了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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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的華人高出20%也是一個例證. 

但這種例證也有很多例外. 往往取決於人的不同性
格, 家庭背景. 價值觀及有背後支持系統而完全不一樣: 
聖經保羅一生因傳道所遇的艱難極大極重.其中關於
他面對20多間教會的問題. 及被捕被囚有一段記載:”...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我說句狂話)我更是. 我比他
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 冒死是屢次有
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 減去一下. 被棍打.....遭
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 外邦人的危險.城
裏的危險. 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除
了.. 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軋在我身上.有誰軟弱 
我不 軟弱呢?有誰跌倒 我不焦急呢?...”(哥林多後書十
一:23-31) 保羅在最後被處死前. 卻能在監獄中 唱出
這樣的凱歌:”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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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
冠冕為我存 留..”(提摩太前書四:7.8) 

從保羅我們可學到的.即使在最大壓力下.若能守住以

下這些原則往往就可勝過壓力: 
(1)本著:”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使受苦成為我成長. 

於人於己有益之事. (2)增加抗壓力:”保羅因得聖靈及
弟兄姊妹的支持而能:”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
能行”(非立比書四:13) (3)增加免疫力:如帖撒羅 尼迦
書信:”離世與主同在 .好得無比”足慰生命成熟 基督
徒家屬. (4)珍惜同路人:能愈多付出愈多快樂見主面日
亦能無愧. 我在信主後 .膫解我們一切是向主負責.原
本常有相處困 難的同事 .我愈來愈能以溫柔忍耐對待. 
又我一位姐姐 出外做生意. 因她緊緊倚靠主. 天天讀
經禱告.求神給智慧. 能力. 就做得很成功.另位姊姊性
格憂鬱. 又不能專靠神. 結局是完全不一樣了. 又在神學
院 見到一位神學生靠禱告.得到從神來的愛勝過別人
不能應付的境遇. 人的盡頭. 往往就是神的起頭. 黎明
前的黑暗. 讓我們堅心倚靠就能不懼怕. 盼您不要錯過
與神相遇的機會. 當你遇見. 那再大的壓力. 祂能幫助
你來挪去.

Hello
spring
background

神愛之可貴 
6/06/2016“心靈加油站”李論專訪       高棠整理

我的生身父母是基督徒，在我懞懂無知時，帶我去教
堂，儘管我那時什麼也不懂。待被歸到養父母，我開始
有叛逆行為。以後我發現自己喜歡去拜訪孤兒院，在
2012年一次為期兩個月為 孤兒院之義工時，看到造
物主在那些所謂“特殊兒”身上現出之美麗，深深被吸
引。就延為一年、二年之義工，使父親警告:“再不回
來，就不要回來了”。 

其實我在此學習到許多“信”與“愛”的功課，在不
能割捨的親情催逼下，我就好好在主前禱告，祂讓我
相信祂會負責這件事，果然後來和父親的關係及家人
的關係反而更好。以後又遇到婚姻的問題，就又禱告，

待等到神應許的實現，對方竟然是一名異國宣教士，彼
此語言、文化差異甚大，到底是否是神的預備? 後來 
發現兩人服事的方向道路都相同，在一起服事的時間
頗長，對方喜歡我，我不想因虛榮蓋過冷靜的思考，又
禱告，神的回應:“...死而復活...語言的學習會更好…”
感謝神！一年多後，發現我兩人因常求神的同在，彼此
謙卑學習，越來越好。 

我在所服事的特教院所看到的: 一位在2011年進來
七歲的孩子，本來眼睛已看不見，心臟也有病...但他慢
慢眼睛不再流膿，就恢復視力了。一位孤兒進來時不能
吞嚥，不久他能自己吃飯了，如今已滿六歲。又一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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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剛來極小極小，以後越長越壯，今已被領走。一位
患乙肝腦癱病童，後來能走路，並被領走了.....每日看到
神大能的作為，使我知道這些孩子是有希望的。相對
的，也使我更用祂憐憫、包容、仁愛的眼光來看待這些
孩子。

我們天然人往往只看到別人眼中的刺，而忘了自己眼
中有樑木。所謂特殊兒其實他們內心很懂誰愛、誰不
愛他，祇他們不敢違抗而已。他們也是和一般常人一樣
有自尊心的，若傷到他們的自尊心，去向他們道歉，他
們也是非常原諒你的。我和我先生雖然始終是不受薪
的義工，但更經歷印證了天父的供應，就像祂一直供 
應這些孩子一樣，我們在此學到用健康、正面的眼光
看待他們，在一切可能範圍內去幫助他們，使他們也享
受到與一般孩子一樣天父的愛。

以下是姊妹的宣教士先生的見證: 
我從小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但小時祇知聚會是

聽故事，很調皮。直到十五歲在一個夏令會，遇到一位
有先知恩賜的牧師，他預言我將來會去中國宣教。當
時並不感覺什麼，但以後特別感到心中有一份愛，愛中
國人。以後我就去學中文，到了高中在暑假就去教英
文，傳福音，共三年，平均每年有兩、三個月與中國學生
相處，也在這時接觸到“特殊兒”。在我讀神學的第一 
年，看到他們的表現真觸動了我的心，讓我感到我是屬
於這裡的，所以畢業以後就去那裡服事了。也是在那裡
我認識了另一半，與她一起服事。真感謝神！在這裡我
和她一同認識到神給每一個孩子的愛，學到許多“神
愛的功課”。

沒有條件的愛  
梁兆山

我是梁兆山，在中國廣州市出生，我是乙型肝炎病 
人。很多中國人是肝炎帶菌者，祇是自己不知道，希望
診所內有很多肝炎病人，我現在是希望診所義工。

我問醫生〝我的乙型肝炎是怎樣來的？〞醫生說是我 
媽媽遺傳給我的，不會傳給別人，但如果不小心保護 
身體，就有機會引發肝癌。

乙型肝炎帶菌者或病人，無論是男是女，通常感覺疲 
勞，身體虛弱，焦慮，緊張，睡眠不好，体內乾燥，很多
時會心情不佳，情緒低落。一般肝炎病人，不適宜做体
力粗重和長時間工作，如廚房炒鑊，油爐，打 雜，貨物
搬運工作或商業長途司機。 

如果僱主肯體諒生病員工，可以考慮將他們轉到較
輕工作，減每天工時或每星期工作兩三天。如果老板肯 
幫助生病員工，會產生良好士氣。否則的話誰肯為老扳
拼命工作呢。筆者年輕時在香港看到老板善待餐館員
工，中秋節前，服務員下班不肯回家，而去廚房，不要人
工去幫忙做中秋月餅。香港最佳服務大型旅遊汽車，

是因為有位司機有肝病，老板照常發薪金，直 至患病
員工康復。

有些癌症病人，通常一眼看得出來，但很多肝炎病
人，則看不出來，因為他們看來與常人無異。如果家人
不明白的話，認為病人太太不肯做家務或認為丈夫 偷
懶。家人對病人的支持和諒解很重要。

在疾病中，病人最大支持力量是由家人，朋友和教
會弟兄弟姐妹的愛和禱告。這是滋養病人生命的維他
命。心中感受到神同在和心中有愛的病人，比較有信心
勇敢地面對疾病，康復機會也大得多。

人人都渴望得到愛，很多時候，病人得到的冰冷的漠
視，孤獨和痛苦，很多時候世間上的愛是有條件的。中
國有句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祇有神的愛是沒有條件
的。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神愛
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衪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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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一個專心禮佛的家庭，從小替大人拿很多佛
經，看 他們開光佛書等。但每到夜晚，我就感到有鬼
在追我，呼吸困難，心慌害怕外婆以為是我膽小之故。
直到有朋友在網上向我傳福音，開頭我不敢接受，因怕
佛會來罰我.這朋友一直向我發很多條。我因心慌一直
不好吃多少藥都不好，又真被這福音觸動，終於決定試
試看。同時想拜了這多神，再多一位也無妨，那時雖想
信，但還不敢丟掉佛經.佛珠等，直到福音上一句話:「神
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聖靈觸動了我心，原來我就是神
要來拯救的“迷途羔羊”。我就去找教會，在查尋教會
的電話中，他們就帶我作了決志禱告。兩天後，第一次
參加崇拜，感到很開心很自在，慢慢我發現自己以前常
常不信任人，現在不那樣處處防備人。只是我很想神
醫我心慌的病? 祂有聽我的禱告嗎? 好像沒有麼。直
到過了一兩個月後，我發現桌上原本每天要吃的”維他
樂克”治心慌的藥，從接受耶穌後沒有再動過，原來祂
是 聽了我禱告，我已被醫治了，我好歡喜! 

在這同時我發現我已不再心慌，只感到主對我的真
實的愛，從此也對一切人, 事, 物的看法不一樣了，心中
滿了平安喜樂。當我感到好像一個被從淤泥中拉上來
的人時，我想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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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什麼事，我以為是電視劇看多了。直到一天，我

翻到一本姊妹送我的”四十天靈修”書，上面所記才明
白過來.從此就 決定要委身於教會。

我生性愛小孩，選擇服侍小孩這一塊.開始時，看到他
們哭鬧打架，愛不下去。但在要他們禱告時，他們真誠
的心感動得我哭出來. 以後我自己反省，我已信主兩年
了，為什麼還愛不來? 就認真地禱告，發現必須先為他
們禱告，除此沒有他路, 就專心禱告，以後又學到方法
如何去教他們，就不成問題了。 

我也喜歡傳福音，但好像總不成功，最近我在微信網
路上，接到一姊妹請我去探訪在加護病房昏迷中的弟
弟的請求, 我自己及有幾位老姊妹天天在他耳邊，要
他在心中呼求耶穌。雖然半個月後她弟弟還是走了，但
那位委託我的她，她自己卻接受了主了。我看到那一個
多月來，天天在哭的女孩，到如今天天六點起來讀經
禱告。為很多人禱告的她，不能不說”這完全是神的大 
能!” 她也是我親身第一個幫助得救的人啊! 這位姊
妹向 我說:“我如今知道只有主在掌管一切，我要學習
去多關 心別人，把福音傳給別人” 她的話也是我的心
聲。因“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
真知是耶穌親自在尋找“祂迷失的小羊”。若非祂親自
找我，如今可能早已墮入深淵。祂是高台，是我的避難
所，是天父，是我的好牧人。求主通過我更多的學習，
能叫我去救更多“迷失的小羊!”

見證分享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6/1/2016「心靈加油站」李 論專訪摘記    高唐萬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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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神傾談聖經是神與人傾談.禱告是人回應神而
向神傾談 .就像父親先 跟孩子講話.教導孩子當如何
在地上生活.孩子的責任是聽從. 遵照祂的教訓而行.就
可以平安無事渡日.並蒙福 . 所以主教導 門徒這樣禱
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真
的父親祇有一位.其他的就是假的.並且祂是世 上有最 
大能力.創造全宇宙萬物的一位. 祂忌諱 厭惡冒祂名的. 
若照祂形像造的我們去跟從假的. 邪惡的一位 結局是
淒慘的. 在人跟從錯誤時祂不願人滅亡 就差祂獨生愛
子來救贖我們.因 真神的 本性是愛 他雖忌邪 但祂也
極憐憫疼惜我們.如對祂有認 識的詩人所說: 祂不永 
遠懷怒不長久責備....祂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祂差耶
穌來做中保.天天為祂 的兒女代求. 這也是為 什麼主
要我們奉耶穌的名禱告.存敬畏的心禱告父神.祂 必垂
聽. 

(二) 敬拜祂 主禱文的”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我們要明白祂有別於被造.祂是 應被尊崇之創造者.一
切被造應敬拜祂. 人類在祂面前須讓祂居首位若我們

照 我們的老我行事.就是 與祂為敵了. 所 以要除去肉
體.不給仇敵有機會.才能有 敬拜的實意.那誠心到祂面
前來求助的必得幫助. 也因此必生發對祂的愛. 也就
想”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祂. 

(三) 一直連於神 向神禱告. 就如葡萄枝子連於葡萄
樹.因而得營養 並結果實.馬丁路德在對抗教廷質詢時
稱:” 我若每天沒有三小時的禱告.就 不能工作” 又
非洲一有名女宣教士在病危時.跪下向神懇求. 神打發
一郵差送來大包燕麥粉.她別無 選擇.就天天吃燕麥粉. 
三 週後. 竟然全然痊癒了.父神誠然明白我們每一人的 
需要.只管 到祂面前來祈求.把你的重擔卸給祂. 她必
不叫義人動搖 (詩篇五 五 22) 雅比斯曾向神求:”甚願
你賜福與我. 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
難.不受艱苦”神就應 允祂所求的(歷代志 上四章9--
10) 我們有這麼好的父神.快快來到祂面前禱告吧!

高台，是我的避難所， 是天父，是我的好牧人。求主
通過我更多的學習，能 叫我去救更多”迷失的小羊!” 

見證分享

禱 告 的 真 義 
12/21/15 “心靈加油站”李 論闡述      高唐萬千摘記

約瑟為何能勝過試探
12/12/2016“心靈加油站”    李論講述摘記

約瑟一生所受苦難.冤屈.聖經記載中.他從未有半句
怨言. 從遭哥哥們因忌妒.意圖殺害.到埃及為奴.因敬畏
神.忠於主人.反遭誣陷入獄為囚.又雖因神同在.獲監獄
長重用.但那王的酒政出獄後把約瑟完全忘記了.約瑟連

唯一出監的希望也落空了...他一生的前途似已完全無望. 
可是. 二十年後. 這少年人竟被埃及王提升為宰相了. 我
們細察他能勝過一切試探.試煉的原因.可以歸納如下
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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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與神交通.活在他同在中.當試探一來馬上就抵 
  擋.

2. 清楚自己在神前地位.無論經過何種考驗.總不放 
  棄本身職責.嚴格 遵行神所定.對人負責.且不濫  
  用職權.

3. 對情慾之事.絕不掉以輕心.
4. 即使受盡欺辱.仍忠於自己事工.活出自己生命的特 

  質.

約瑟活出來的生命.是他對神的愛和信任: 他相信神
允許臨到他的事不會錯.------看他回答哥哥們極度 的
懼怕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對女主人的惡行是:“
我豈能作這惡事.得罪我的神呢?”在獄中必因他良好
表現.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才能為王室官員解夢. 並得
其承諾出獄後幫助他. 他一生信任神的愛.他對人的饒
恕.也是極度反映了耶穌對罪人的饒恕情懷. 是超越了

一般常人的反應了. 神實在是不負愛祂之人的神.祂讓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祂的人得益處 . 當神預備的時間到
了. 祂就提升這人.

哥林多前書記載一段話:“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做為
鑑戒.並且寫 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所以. 
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 免得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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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過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
路. 叫你們能忍受的住.”(林前十:11-13)

願聽眾能領會聖靈的教導.思想約瑟的生命的歷程.而
不灰心.繼續 向前.神的愛和信實. 必叫愛祂的人不失
望.(摘記此廣播者. 就得了激勵. 謝謝神. 謝謝擬此稿
者)

 

見證分享

脫離虛空無意義   獲得滿足豐盛
3/20/2016“心靈加油站” 李論廣播     高唐萬千摘記

麥道衛是基督教知名人士。他早年認同亞奎諾所
說:“人類的靈魂深處都在尋找快樂”因此他選擇將來
學教育來達到此目標。但到升入大學，發現並不是如
此。又以為若能成為一位知名人士就能快樂滿足，就
盡全力爭取到全校選手代表。果然大家向他歡呼。可
是不到幾個禮拜，發現再也聽不到掌聲了，他極失望，
甚至沮喪。他拖著沉重的腳步，漫無目的地巡行校園。
發現校園的一角，一小群同他年齡想彷學生和教授，
極歡快地談論一些事情。麥道衛是法律預科學生，乍
聽他們在講論耶穌的事跡，勃然與他們爭辯，向他們
挑戰。他自己這時也回去收集許多歷史論述，最終發現
自己是因習慣於以理智壓制內心感動，以一己的偏見去

消滅感動。最終他說了這樣的話:“若我再以理智意志
來堅持己見，最終我必以發瘋結束一生”。 

初信主，開頭一年覺得自己並沒什麼變化。但到第二
年，他內心起了革命性變化:發現自己已不再永遠被孤
獨感纏绕，懂得如何處理爭執，不再動輒發怒，不再憎
惡所有有色人種。當他所最痛恨的酒鬼爸爸因車禍重
創慑弱地問他說:“兒子，你還會愛我嗎?”時，他感到似
乎天上的燈打開了。他接受了爸爸，爸爸跪下接受了耶
穌，到他父親十三個月後去世，父親沒有沾過一滴酒。
麥道衛有感於神的作為，徹頭徹尾變成一個滿心歡喜，
擁有喜樂平安在心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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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位香港人所皆知影歌星蔡少芬，亦因母親嗜
賭，自己的人生幾乎走到了盡頭。直到遇見全心愛她，
全力相助藝人團契的海倫，陪她渡過種種困難，今天
能勝過孤獨感，並說:“主的恩典永遠夠用!” 

親愛的朋友，願你能膫解人離了真神，永遠他的人生
屬虛空，若得著了祂，就得著了豐盛滿足。今天乘還有
機會，儘早接受祂的呼召罷!

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

2016殘疾人奧運會    劉玉瑩成稿於11/20/2016

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 緊接著2016 Rio 
Summer Games 之後展開。但是彼此的待遇不一樣。
前者是殘奧，後者是正常奧。看過一張相片: 一群殘奧
選手坐在機場的地上，沒人過來照應。我女兒是被重
物砸到頭而變成殘障兒，這種對殘障人不友善的事看
多了，但還是很難過。

美國對殘障人特別照顧，立法ADA ，除了禁止歧視殘
障人，還要改善殘障人的生活上的需要（例如殘障停車
位。從平地踏上curb，會有ramp。樓房都有電梯…等
等）。我女兒在Cy-Fair ISD 上學。 Cy-Fair ISD的特
殊教育非常好，很照顧特殊需要的學生。不少Houston 
ISD的殘障學生都轉到Cy-Fair ISD。

中學時，Cy-Fair ISD為特殊需要的學生開游泳班（不
是所有的殘障學生都願意參加），游泳池選在Cy-Fall 
High School 的游泳池，教練跳進游泳池手把手地
教，還免費提供游泳衣（我女兒穿的尺碼，在一般的體
育用品店裡買不到）。隊上有不少學生是Down Syn-
drome（唐氏症，早先台灣的教科書中，稱其為蒙古白
痴症，正常人有22對基因，唐氏症有23對基因）的病
人。游泳班裡有個老太太領養了一個唐氏症的女兒，我
很好奇，問她為甚麼領養唐氏症的孩子，她說唐氏症
的孩子，通常沒人會領養，所以申請時很快就會批准，
不會受刁難。每學期結束，Cy-Fair ISD的殘障運動員
會和Goose Creek ISD的殘障運動員在Cy-Fair High 
School 的餐廳聚餐。

這些殘障運動員，三不五時地要參加學區和學區之

間的殘障運動比賽。在場邊加油的人，除了運動員，家
長，教練，義工，義工拉拉隊員（這些是要上大學的高
中生，為賺社區服務的點數而來的），除此就沒有其它
的觀眾。賽跑，我女兒跑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別人
加油是“跑快一點”，我加油是“別跑快，小心摔跤”。
游泳比較不讓人擔心摔倒，但也出過洋相。有一次在
Sugarland的綜合運動場的游泳池比賽游泳，女兒游
到半道兒，就不前進了。全游泳池的選手都上了岸，她
還在拼老命地蹬腿劃手，可就是原地不動。我當時真
想丟個救生圈下去，把她拉上來，免得後來氣力不夠，
沉到游泳池底。義工拉拉隊員一直在池邊替她加油。
還好她又往前遊了。她花了9分鐘才游完全程。這可創
下一個最慢記錄。坦白說，殘障人的比賽實在沒有正
常人的比賽來得給力。

NBC沒有轉播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可能
是沒人看，廣告賣不出去，所以就不佔用日常節目的時
段，可以賺廣告費，這年頭沒人會做賠本的生意。 （
據說有線電視有播，但是我家沒有有線電視，所以不知
詳情）。

在2016 NFL正式開賽的第一場，Houston Texans
擊敗Chicago Bears後, 大概是補空檔，NBC插播一
小段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有坐地女排（美
國隊以3：0擊敗中國隊），有盲人跑步（盲人的眼睛罩
著一個花眼罩，我想花眼罩中大概有什麼機關，可以
指揮盲人前進），還有從水底拍攝的游泳。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 中國派出499人的代表團，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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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金，81銀，51銅。美國祇有40金44銀31銅。中國
去哪裡找來這麼多的殘障運動員？

NBC沒有轉播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可能
是沒人看，廣告賣不出去，所以就不佔用日常節目的時
段，可以賺廣告費，這年頭沒人會做賠本的生意。 （
據說有線電視有播，但是我家沒有有線電視，所以不知
詳情）。

在2016 NFL正式開賽的第一場，Houston Texans
擊敗Chicago Bears後, 大概是補空檔，NBC插播一

小段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有坐地女排（美
國隊以3：0擊敗中國隊），有盲人跑步（盲人的眼睛罩
著一個花眼罩，我想花眼罩中大概有什麼機關，可以
指揮盲人前進），還有從水底拍攝的游泳。2016 Rio 
Paralympic Games 中國派出499人的代表團，贏了
107金，81銀，51銅。美國祇有40金44銀31銅。中國
去哪裡找來這麼多的殘障運動員？

十三滴眼淚
17年前校園槍擊案中被殺女孩瑞秋

來自《境界》        微信號newjingjie

10月21日，電影《我不以為恥》（I am not ashamed）
在美國上映，這是根據一名17歲的美國女孩瑞秋的日
記拍成的，背後是一個真實而觸動人心的故事。
回到17年前，1999年4月20日，是一個沉痛的日子，在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哥倫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在本該純淨安寧的校園發生了恐怖的槍擊
事件。兩名該校的高中生，埃里克（Eric Harris）和迪
倫（Dylan Klebold）攜帶炸藥和槍支進入學校，極為
殘忍地殺害了12名學生與1名教師，兩人最後也自殺身
亡。

這次事件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校園槍擊案之
一，兩個青少年行凶過程中的殘暴冷酷讓世人痛心震
撼。是什麼讓他們心中堆滿了極端的怨恨？學校欺凌、
暴力遊戲、電影、槍支管制的疏漏等，都被列入分析清
單。

然而，有一點，很少有人提及，他們是否缺乏“敬畏
生命”的教導，無論是他人的生命還是自己的生命？他
們是否缺乏“愛”的教導？當整個社會中對與錯、美與
醜、善與惡漸漸失去了絕對的標準，當人們高呼“只要
追隨你內心的聲音去尋找快樂，別管什麼道德倫理”，
孩子們是否更容易迷失在這充滿誤導的世界中？

在這樣一個黑暗血腥的日子，在13個生命被人性之
惡所毀滅的日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個女孩，用
她那微小的生命全心全意活出來的“善”在黑暗中發出
了耀眼的光芒，使人們在悲傷中看到了愛和希望。她就
是瑞秋.史考特（Rachel Joy Scott）——在槍殺案中
第一個被射殺身亡的17歲女孩。

17年前，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哥倫拜恩高中發生恐
怖槍擊事件。兩名該校高中生，攜帶炸藥和槍支
殺害了12名學生與1名教師，兩人也自殺身亡。這
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校園槍擊案之一，第
一個被射殺的17歲女孩瑞秋，用她那微小的生命
在黑暗中發出了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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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為原型的《我不以為恥》電影劇照

最後的塗鴉
槍殺案發生前的兩個小時，瑞秋在課堂上信手

塗鴉，老師看到她畫了兩隻大眼睛，它們正在流
淚，淚水的下方有一朵玫瑰花，花上似乎有血
滴。老師問瑞秋這畫是什麼意思，她說“我還沒
有完成，這是我在哭泣。” 她抬眼看看老師，又
說：“我要影響這個世界。” 老師笑著說：“我
一點都不懷疑。”
那些正在滴落的眼淚，一顆一顆，清清楚楚，加
起來正好是13顆。瑞秋的葬禮被CNN電視台在全
美直播，隆重肅穆，感人肺腑。有一個俄亥俄州
的商人弗蘭克（Frank Amedia）在電視上看到葬
禮，被這個女孩感動，也為她傷心流淚。
大約一個月之後，弗蘭克連續兩個星期在夢裡看
到瑞秋的眼睛在流淚，她的眼淚落在地上，然後
地上就長出什麼東西來，但看不清楚。他趕緊想
辦法找到瑞秋父親的電話，打過去問，這個夢會
不會和他女兒被槍殺的事情有關，可惜瑞秋的父
親很茫然，他說抱歉，不知道那些與自己的女兒
有任何關係。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警方通知瑞秋的父親去取
她的遺物，其中有瑞秋被殺害時放在她身邊的書

包。瑞秋的父親從書包裡看到了她的日記本，翻
看到最後一頁時，父親驚呆了，他看到了瑞秋生
命中的最後一幅塗鴉，與那個商人描述的情景一
模一樣。

可是，那個商人前些天怎麼會知道一個多月前瑞
秋畫過這樣的畫呢？瑞秋的父親坐在那裡有半個
小時，無法挪動身體，他哭泣禱告求問上帝要他
通過這個悲劇學到什麼？他彷彿有一點點明白上
帝在事發之前就在幫助女兒做好準備。

瑞秋一共留下五本日記，還有給家人朋友寫的無
數的卡片和便條。當家人整理到她另一本日記的
時候，他們更是震驚：在槍擊案發生前一年，瑞
秋的日記裡也有一幅畫，同樣的一朵玫瑰花，但
這朵玫瑰花從底端的另一朵花里生髮出來，而底
端大大的花朵就是科羅拉多州的州花——花名就
叫“哥倫拜恩”（Columbine），同時也是發生槍
擊案的那所學校的校名。

瑞秋的畫中，除了有十字架、耶穌、魚、玫瑰花
以外，還有一句聖經經文：人為朋友捨命，人的
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15:13）。此時，
瑞秋的家人開始深深相信女兒、還有其他被殺害
的孩子和老師都不會死得毫無意義，在這樣大的
悲劇中，上帝有祂的計劃。

“上帝啊，使用我去觸摸那些還未被觸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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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使用我去觸摸那些還未被觸摸的人”

瑞秋喜歡攝影、詩歌、話劇，她充滿夢想與熱
情，她也很有藝術天分。她的日記留下了她的靈
魂之語，讓世界看到了一個決意與上帝同行的女
孩。瑞秋在日記中直接面對上帝傾心吐意：

“上帝啊，我想讓你使用我去觸摸那些還未被觸
摸的人。”

“上帝，我有著多麼大的熱情和願望想要服侍你
啊，我現在就想要去做，我現在就想要孩子般的
信心，我現在就要用我的心和靈魂感受你，我現
在就要你充滿在我的生命裡。”
“上帝將使用我去感動年輕人，但我不知道會在
什麼時候，又會怎樣發生。”

慘案發生前的一個月，瑞秋在學校裡的最後一篇
作文中也體現了她心靈深處的良善美德：

“我做人的準則包含這幾方面：誠實，有同情
心，從每個人身上挖掘最好最美的部分。”

“我對同情的理解，是原諒，是愛，是幫助，是
引領，是對別人仁慈。我認為如果有一個人用心
去同情幫助別人，就會引起一個連鎖反應。人們
永遠都不會知道一個小小的善舉將會產生多麼大
的影響。”

“我最近才認識到，在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前三
次印象通常是會有欺騙性的。如果你們只有三次
簡短的交談，他們看上去是粗魯的、冷酷的、傲
慢的，但是你有沒有問過他們的夢想是什麼？他
們過去經歷過什麼？得到過愛嗎？受到過傷害
嗎？在你沒有真正了解他們的為人之前，不要避
開他們。你還沒有尋找到他們身上美好的地方，
你還沒有看到他們眼中的光芒，努力找，你總能

發現他們眼中的光，它或許還會因為你更閃亮—
如果你沒有因為前三次的印象而躲開的話。”
“我說的好像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你試試看
吧，看看它們在你周圍的人身上會起到什麼樣的
效果，也許你就啟動了一個連鎖反應。”

這樣一個甜美又善良的女孩，按照想像她會是在
學校里大受歡迎，朋友多多的。儘管因為瑞秋的
幽默開朗、熱情善良，她曾經有很多朋友，但從
她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在信仰的路上她走得有些
孤單。甚至因為信仰，她失去了好朋友。
“即使所有朋友都與我為敵，我也要做耶穌的朋
友”

美國九十年代，在公立學校中基督信仰已經不再
流行，儘管這個國家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基督信仰
之上。瑞秋曾經在流行的青少年文化和她的上帝
之間掙扎、迷失，為了討朋友的歡心，或者說為
了不要那麼“與眾不同”，她與他們一起參加深
夜派對，一起跳舞，一起喝酒.. ....等她迴轉心意，
堅定跟隨上帝，做祂所喜悅的事，朋友們立即疏
遠了她。

1998年的4月20日，瑞秋在日記上寫下這段
話：我好像有一顆沉重的心，彷彿背負重擔，我
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面有些東西讓我想要哭，
可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事情變了，生活是
這麼難。我在學校失去了所有的朋友，現在當我
開始“走我要走的路”，他們都嘲笑我。我不知
道我做了什麼。我就算什麼都不說，他們也轉身
離開我。我再也沒有一個朋友了。但是，你知道
嗎？我不會因為提到耶穌的名字而向任何人道
歉，我不會因為他們而改變我的信仰，我不會將
上帝放在我裡面的光藏起來。如果注定我要犧牲
一切，我願意承受。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要與我
為敵，只因為我要與耶穌做最好的朋友，那也沒
關係。我一直知道做基督徒就會有很多敵人，只
是從沒有想到我的朋友們會成為敵人。如果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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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放棄一切，我會的。 ”

1999年的校園槍擊案中的殺手也憎惡她的信
仰。在瑞秋已經中彈之後，一名殺手拽著她的頭
髮問她：“現在你是否還相信你的上帝？”她毫
不猶豫地回答：“你知道的，我相信。” 惱羞成
怒的殺手說了一句“那你現在去與他在一起吧”
，隨即便結束了瑞秋的生命……
“上帝啊，使用我去觸摸那些還未被觸摸的人”

瑞秋喜歡攝影、詩歌、話劇，她充滿夢想與熱
情，她也很有藝術天分。她的日記留下了她的靈
魂之語，讓世界看到了一個決意與上帝同行的女
孩。瑞秋在日記中直接面對上帝傾心吐意：

“上帝啊，我想讓你使用我去觸摸那些還未被觸
摸的人。”

“上帝，我有著多麼大的熱情和願望想要服侍你
啊，我現在就想要去做，我現在就想要孩子般的
信心，我現在就要用我的心和靈魂感受你，我現
在就要你充滿在我的生命裡。”
“上帝將使用我去感動年輕人，但我不知道會在
什麼時候，又會怎樣發生。”

慘案發生前的一個月，瑞秋在學校裡的最後一篇
作文中也體現了她心靈深處的良善美德：

“我做人的準則包含這幾方面：誠實，有同情
心，從每個人身上挖掘最好最美的部分。”

“我對同情的理解，是原諒，是愛，是幫助，是
引領，是對別人仁慈。我認為如果有一個人用心
去同情幫助別人，就會引起一個連鎖反應。人們
永遠都不會知道一個小小的善舉將會產生多麼大
的影響。”

“我最近才認識到，在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前三

次印象通常是會有欺騙性的。如果你們只有三次
簡短的交談，他們看上去是粗魯的、冷酷的、傲
慢的，但是你有沒有問過他們的夢想是什麼？他
們過去經歷過什麼？得到過愛嗎？受到過傷害
嗎？在你沒有真正了解他們的為人之前，不要避
開他們。你還沒有尋找到他們身上美好的地方，
你還沒有看到他們眼中的光芒，努力找，你總能
發現他們眼中的光，它或許還會因為你更閃亮—
如果你沒有因為前三次的印象而躲開的話。”
“我說的好像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你試試看
吧，看看它們在你周圍的人身上會起到什麼樣的
效果，也許你就啟動了一個連鎖反應。”

這樣一個甜美又善良的女孩，按照想像她會是在
學校里大受歡迎，朋友多多的。儘管因為瑞秋的
幽默開朗、熱情善良，她曾經有很多朋友，但從
她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在信仰的路上她走得有些
孤單。甚至因為信仰，她失去了好朋友。
“即使所有朋友都與我為敵，我也要做耶穌的朋
友”

美國九十年代，在公立學校中基督信仰已經不再
流行，儘管這個國家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基督信仰
之上。瑞秋曾經在流行的青少年文化和她的上帝
之間掙扎、迷失，為了討朋友的歡心，或者說為
了不要那麼“與眾不同”，她與他們一起參加深
夜派對，一起跳舞，一起喝酒.. ....等她迴轉心意，
堅定跟隨上帝，做祂所喜悅的事，朋友們立即疏
遠了她。

1998年的4月20日，瑞秋在日記上寫下這段
話：我好像有一顆沉重的心，彷彿背負重擔，我
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面有些東西讓我想要哭，
可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事情變了，生活是
這麼難。我在學校失去了所有的朋友，現在當我
開始“走我要走的路”，他們都嘲笑我。我不知
道我做了什麼。我就算什麼都不說，他們也轉身
離開我。我再也沒有一個朋友了。但是，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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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我不會因為提到耶穌的名字而向任何人道
歉，我不會因為他們而改變我的信仰，我不會將
上帝放在我裡面的光藏起來。如果注定我要犧牲
一切，我願意承受。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要與我
為敵，只因為我要與耶穌做最好的朋友，那也沒
關係。我一直知道做基督徒就會有很多敵人，只
是從沒有想到我的朋友們會成為敵人。如果我不
得不放棄一切，我會的。 ”

1999年的校園槍擊案中的殺手也憎惡她的信
仰。在瑞秋已經中彈之後，一名殺手拽著她的頭
髮問她：“現在你是否還相信你的上帝？”她毫
不猶豫地回答：“你知道的，我相信。” 惱羞成
怒的殺手說了一句“那你現在去與他在一起吧”
，隨即便結束了瑞秋的生命……

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馬太福音
5:11）“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
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你們要為
我們的名被眾人恨惡，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
必不損壞。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 （路
加福音21:16-19)

槍擊案發生的四個月前，有一次瑞秋將自己的手
放在掃描儀上掃描，然後用那隻手的影像做成了
一個相框，她在相框的四邊寫著：“耶穌為我犧
牲了祂的生命，我也願意把我的生命交給祂。”

瑞秋一定深深知道，那殺身體卻不能殺靈魂的，

不用怕他。

“不要讓你的性格隨著環境變了色”

瑞秋像是一粒麥子，掉在地上，結出了許多的子
粒。

她又是那一滴眼淚，滴在地上，澆灌出了美麗的
花朵。

瑞秋有兩個夢想，她想做一名宣教士，也想做一
位演員。這兩個夢想看起來差別很大甚至互相矛
盾，但它們都被實現了。瑞秋去世前幾個星期得
到了學校裡一個話劇的重要角色，老師和同學都
非常欣賞她自然又豐富的表演能力。因著瑞秋的
去世，美國有千百萬人知道了瑞秋，許多人因她
認識了耶穌，瑞秋短暫卻迸發著美善光芒的生命
感動著無數人的心，使基督徒們對耶穌的信心也
更加堅定，她的“活著”與“死去”使她成為了
一名偉大的宣教士。

瑞秋的葬禮有幾千人參加，並由CNN電視台向
全國直播，它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戴安娜王妃的
葬禮。上百萬人通過各樣的媒體知道她的故事，
被她深深地感動，生命也被她改變。在葬禮中，
很多平日里不起眼的、被孤立、被欺凌的孩子，
上台表達他們對瑞秋的感謝，因為瑞秋曾主動與
他們聊天，關心他們，幫助他們，逗他們開心。
她總是充滿陽光，面帶笑容，溫暖，明亮，她永
遠將別人的需要擺在前面……有孩子哭倒在瑞秋
的靈柩前，將自己的生命也交託給那一位瑞秋所
相信的耶穌。

瑞秋的表妹也分享了幾段瑞秋寫給她的話：“走
在這些長廊中，是很難找到上帝。每個人的旅途
中總會有疑惑，不要失去信心。”

“不要讓你的性格隨著環境變了色，找出真正的
自己，保留你的本真色彩。”

有一個德克薩斯州的年輕人，本來拿著槍正要自
殺，突然看到了正在直播的葬禮，他慢慢放下了
槍。在葬禮的最後，牧師問有谁愿意接下瑞秋的
火把，繼續傳遞愛與善，這個差點要結束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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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在他的客廳裡，在電視機前，與現場的千
百人一起響應了牧師的呼召。從那以後，他開始
重新面對生活，而且還經常與其他年輕人分享上
帝如何藉著瑞秋翻轉了他的生命。

瑞秋的父親在見證中說，自從60年代我們將上
帝趕出學校，我們的教育便開始衰敗，槍支管制
這些舉措就好像是在巨大的傷口上，用創口貼糊
弄一下，我們最需要的是上帝，最需要改變的是
我們的內心，需要由內向外根本的改變。

2000年的時候，瑞秋的父母將她的故事和日
記集結成冊，出版了一本書叫《瑞秋的眼淚》
Rachel’s tears，一是用來紀念他們的女兒，二是用
此書在美國各大校園呼籲拒絕欺凌、拒絕暴力，
教導孩子們相互尊重、用愛心對待彼此。

“瑞秋的挑戰”引發的連鎖反應

瑞秋去世一年後，她的善良和她的愛繼續在改
變很多孩子的生命，於是她的父親受到啟發，
開始在美國各地舉辦“瑞秋的挑戰”(Rachel’s 
challenge)這個活動，其宗旨就是：讓學校變得
更安全，讓學生之間的關係更緊密，讓善意與尊
重代替欺凌與暴力，讓學習與教導都能充分被激
發。

活動的果效大得驚人：每一年都有超過兩百萬學
生參加這個挑戰，學校欺凌、濫用毒品、吸煙、
醉酒等現象均有明顯下降，幾百個欲要自殺的孩
子被拯救，也有幾起正在醞釀的校園槍擊計劃被
阻止……孩子們的改變還觸動了他們的父母，很
多企業也參加活動，提倡員工們在工作環境中也
要彼此善待、拒絕粗魯甚至暴力。瑞秋所說的“
連鎖反應”真的發生了，而且它的影響力將會延

伸到我們無法預計的時間和空間。

經常需要重複女兒的死亡，這對瑞秋的父母來說
其實非常痛苦，但想到能從用這樣的方式讓悲劇
生出一些意義，甚至將悲劇變為一場胜利，他們
覺得正是上帝呼召他們如此去行。

在一次活動中，有人問了瑞秋的父親一個尖銳的
問題：“當你的女兒被殺害時，上帝在哪裡？”

他回答說：“我的女兒被殺害時，我的兒子也
在圖書館卻躲過一劫時，上帝的獨生愛子耶穌被
釘十字架時，上帝都在那裡，都在同一個地方。
祂什麼都知道。祂知道我的女兒何時出生，何時
離世，如何離世……我不是憑我的理論和大腦知
道，瑞秋留下了五本日記，告訴我們魔鬼在預備
罪犯殺人的時候，上帝也在預備她的心迎接最後
一天。上帝要我撿起女兒丟下的火把，繼續前
行。我就這麼做了，我相信這是瑞秋想要看到
的。”

瑞秋的母親在紀念女兒逝世十週年的時候說：“
唯有透過永恆的眼睛她才能知道，她的生、她的
死，帶來了多麼巨大的影響力。”

《我不以為恥》的電影片尾，瑞秋去世後，母
親在整理她的房間時，無意間看到了瑞秋小的時
候留在一個衣櫃背面的畫。她將自己的手畫在上
面，並在旁邊寫到“這是瑞秋.史考特的手，將來
有一天，它們會觸摸到千百萬人的心。”

將死亡的悲劇變為一場胜利，只有上帝才能做
到，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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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

神是信實的   
何李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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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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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
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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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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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遠遠看見我們進來 , 連聲急速的叫我們 , 我們循着
聲音的方向緊張又懼怕地立即飛奔過去 . 看見的景象 
: 是一個腫脹變樣而有些陌生的臉孔 , 頸項上因圍着硬
膠頸圈致頭被後仰着 , 他的眼睛只有左眼可以開啟斜
望着我們 , 而這隻眼睛除了紅絲斑斑外 , 裡面還充滿
着驚惶恐懼 , 隆腫的嘴巴不住向我們吐出抱歉對不住
爸媽的話 , 還不住撫摸着我倆的雙頰 , 繼而緊握着我
倆的右手 , 我們也壓抑着快要昇華的情緒與淚水. 盡
量用話語安撫他 . 那年他只 有24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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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熱切的用咖啡熱茶及药物照顧着. 直至檢查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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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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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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教會 , 有健康保險 . 有銀行信用 . 每年七月
他倆夫婦都隨着教會團隊去南美洲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Pepublic DR)短宣 , 服務一個Baptist 
South Texas Children’s Home , 為貧童擺上 . 做書
桌椅子 , 修理馬路 , 木 工水泥等 . 做護士的妻子Judy
則協助醫生做護理兒童病患的工作 . 每天要診400個
兒童. 今年2016年四月 , 他被自己参與的美國浸信教
會肯定, 通過按立為執事 (Decon), 他告訴我說 ,這是
為神事奉的好機會 , 他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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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是信實的 ! 

2016, May

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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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活動花絮

01-06-2016 特殊兒童關懷中心 1月6日失智症宣導與教育 1-6-2016 辦公室接受失智症篩檢陪訓

03-05-2016 過敏講座 - 叶羨敏 醫師 03-12-2016 頸背保健 - 薛正和 醫師

State Representative Gene Wu 受邀
Community Advocacy & Training on 
Cancer & Health (CATCH) 培訓班分享與
亞裔和癌症相關的 政策宣導

3月10日、11日，光鹽社舉行Community Advocacy & Training on Cancer & Health 
(CATCH) 培訓班

02-06-2016 什麼是健康生活 - 講員 栗懷廣
醫師

3月18日特殊關中心微笑班
(Project SMILE)的學員和家長

3月18日特殊關中心微笑班
(Project SMILE)上課情景

3月18日特殊關中心微笑班
(Project SMILE)學員上舞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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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活動花絮

04-21-2016 扶輪社介紹光鹽社.

8-27-2016  基督徒全人癌友關懷聯盟對外說明會  和光鹽社及角聲主要同工們.

2016年2月27日，光鹽社舉辦一年一度的慈善音樂會.

08-013-2016 光鹽社健康講座／腫瘤放療
包括貭子治療及其相關副作用：李茹恬 
醫師.

9月10日華人聖經教會與光鹽社聯合舉辦的「健康日」，提供社區各界人士免費醫療
諮詢、營養諮詢、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Medicaid 及 CHIP 等保險申請.

9月10日亞裔癌症联盟主席Nhu Huynh, 
MPH在華人聖經教會舉辦的健康日中介
詔HPV病毒和疫苗.糖城猛蚊職業棒球隊關懷弱勢族群，回饋社區，9月3日特為支持光鹽社特兒教育而舉

辦球賽募款！光鹽社特殊兒手鈴隊於是日前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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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活動花絮

12-05-2016 晚晴公寓 陳康元醫生和王琳
博士舉辦講座

12-13-2016 中小企業論壇(恆豐銀行12樓) 12-13-2016 中小企業論壇(恆豐銀行12樓) 10月8日 光鹽社參與西區中國教會健康日，當
曰免費提供B型和C型及FOBT篩檢

10月10日光鹽社舉辦年度Navigator Train-
ing，訓練德州七個非盈利機構工作人員
協助民眾申請MedicaidCHIP和保險市場

2016 冬衣捐助 三月五日專題講座

12-03-2016 年終義工聚餐

10/29/2016光鹽社和角聲社區中心舉辦癌
友全人關懷基督徒聯盟義工說明會，訓練
義工全方位關懷癌症病友。

10月11日光塩社特殊關中心的父母和代
表們向德州眾議員Rick Miller呈交502份
陳情書，希望他能幫助提高學區對特殊小
孩的服務項目和經費的支持

10月12日光塩社愛心家園同工們（總幹事
孫紅濱，鄧福真和鄭曉虹）拜訪CHI St. 
Luke’s Baylor 醫院的國際轉診中心

2月22日全球華人乳癌聯盟主席和上海粉
紅天使基金會創辦人陸柳眉女士和洛杉磯
角聲癌症協會資深主任楊黃惠貞女士到光
鹽社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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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活動花絮

二月十日特殊關中心-柴宏醫師主講認
識自閉症

2016 音樂會琲演快樂準備的一對！

北京協和醫院關兢紅醫生到訪光鹽社，參
加乳癌互助小組

5月12日，光鹽社在明湖中國教會舉辦健
康日，邀請到陳康元醫生和王琳博士講
授腸道健康, 現場還向民眾提供了免費大
便隱血篩檢FOBT

光鹽社program manager Sunny Lin 在
Texas Enrollment 大會上介紹光鹽社幫助
亞裔民眾申請健保。

美國智力與發育殘障協會(AAIDD)是
一個國際團體，由各界的專業人士，
家 長 ， 殘 障 者 ， 與 倡 導 者 所 組 成 。
此 協 會 的 目 標 是 為 殘 障 者 創 建 合 宜
的 服 務 和 資 源 ， 支 持 個 人 的 選 擇 ，
促 進 他 們 的 尊 嚴 和 自 決 的 生 活 。 光
鹽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榮幸受邀出席
7/19~7/22在德州聖安東尼奧舉行的
第四十一屆大會，Director Sharon 
Cheng 在會中分享光鹽社特殊需要
關懷中心。光鹽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也盼望藉由參與不同組織的機會，為在美亞裔殘障者家庭發聲。

感謝王春棠姊妹捐贈親手織的帽子給光塩
社轉送給需要的人。右邊是朋友蔡立君姊
妹。謝謝李姊妹和蔡姊妹的愛心。

09/02/2016 Linkage to Care CEO, Wayne Gosbee
教導光鹽社與其他非盈利組織有關丙型肝炎的知
識，以及如何使用篩檢儀器檢測丙型肝炎。

2月份乳癌互助小組活動-張顯奇和季紅夫
婦分享夫妻同心抗癌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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