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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祝您和家人 

聖誕及新年佳節愉快！ 

祝福滿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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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訊 

2010年12月 

顧問         黃繼榮  陳康元 王禮聖  

     袁昶黎   黃嘉生  劉如峰 

      江桂芝  孫 威令   鄧福真 

      張學鈞   李納夫 
 

理事長       朱法山 
  

副理事長      張家俊 
 

總幹事      孫紅濱  

理事             韓 雯  曹松  劉會緣   
   李輔仁 彭灼西 方方 

  戴秋月 鄧明雅 林天娜   
  
製作中心主任   胡兆祖 

 

行政助理     林麗媛 王瑞淦  向曉芝               

 劉剛英  茅振華                    
 

癌友關懷     鄧福真  廖喜梅   韓 雯   
      錢正民  黃玉玲                            
      唐萬千 蘇韻珊 
      黃惠蘭  盧麗民  陳莉莉  
   
福音廣播     戴秋月 李論 李育羣 
                     江桂芝  孫威令  唐萬千  
       冷國總  戴禮約  鄧明雅 
        林天娜   
 

特殊關懷     戴麗娟 遲友鳳  林月芬 
      朱黎敏 彭灼西 曹松    
      曹王懿  劉山川 
 

粵語飛揚   方方 岑振強  張家俊 
 

財務委員會    葛 芊   朱法山 

審計委員會   江桂芝   孫威令  

法律顧問      沈彥偉 歐陽婉貞 
        Mathew Warren 

光 鹽 社 

光鹽社廣播節目(每週一至週五 10:30-11:00am.  

於AM 1320 播出 或上網 www.light-salt.org 

            心靈加油站 (每週一)主持人: 李育羣, 戴禮約, 戴秋月和 李美瑜 

    粵 語 飛 揚 (每週二, 三,四,五; 網站:  http://fly1320.webnode.com ) 

1月3 日 光鹽社事工介紹-訪問載麗娟和鄧福真姊妹 

1月 10日 三次生命 — 柳研的奇蹟 (I): 訪問程明娟姊妹  
1月 17 日 三次生命 — 柳研的奇蹟 (II): 訪問程明娟姊妹和劉茹姊妹 

1月 31 日 訪談  Holly Spencer--- 神蹟中認識神  

1月 24 日 訪談 宣教士 Jesse Spencer --- 呼召為中國  

週二 新聞 - 金玉良言 - 耶穌與你/我 (陳永明) 

週三 新聞 - 金玉良言 -  生活與文化 -  生活小常識       

週四 新聞 - 金玉良言 -  專訪 /蒙福家庭 

週五 新聞 - 金玉良言 -入廚樂 - 讀書樂 - 周末好去處 

光鹽社癌友關懷網 1 月 1 日華人聖經教會

專題講座活動， 因新年暫停一次  

特殊關懷中心 1 月份活動預告 

音樂教室  

1 月 3 日 上午 10 點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1440 Campbell Rd, Houston 
       TX 77055 

 
 

月聚會: 
 

1 月 22 日下午 3 至 7 點 
 

家長分享 
 

        詩歌、兒童活動、手鈴教室 
                     聚餐、跳舞 
    台福教會  ( 12013 Murphy Road, 
 Houston, TX 77031) 

光鹽社與 Pink Ribbon Projects 和文化

中心, 為乳癌健存者開辦 

 
Pilates 健身班 

 

時問: 1 月 13 日开始, 为期八周,  

每周四, 中午 12 点至 1 点,  

地點: 文化中心一楼,健身房.  

費用: 免費, 限乳癌健存者.  
 

有興趣者, 請與辦公室報名 



 2 

 2 

光鹽社 2011 年慈善音樂會 
  

光鹽社一年一度的 「為休士頓地區華人癌友和有特殊需要

的家庭及社區關懷基金募款」的慈善音樂會，即將於 2011 年

1 月 8 日 (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在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

此次募款所得, 將用做 2011 全年為休士頓地區華人癌友，

有特殊需要的家庭及年長者提供免費服務和社區關懷的經

費。 
 

音樂會的票價為$20.00、$50.00 和 $100.00，欲購票請至光鹽

社辦公室 713-988-4724。音樂會前有義賣並免费赠送光鹽社

年刊。為不防礙表演的進行，六歲以下兒童請勿入場，會場

備有兒童看顾。希望您踴躍購票並撥冗出席音樂會。若您願

意以金錢支持光鹽社的服務項目，請在支票上寫：“Light 
& Salt Association” ，並寄到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8B, Houston, TX 77036。光鹽社可提供捐款報稅收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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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的愛心贊助. 

    

光鹽社對我來說並不陌生， 在報紙上經常看到它服務於社

區的消息。 在我的心目中， 這個非盈利的團體為大家， 特別是

為癌友，做了大量的工作。這次能親身參與光鹽社的慈善音樂會

還要從姐姐兩年前患中期乳癌的故事說起。 

眾所周知，近幾年患癌症的人與日俱增。我經常感謝天主

的保佑，因為近親中還暫無患癌者。突然接到姐姐患乳癌的消息

使我震驚不已。一來不知姐姐能否承受這突如其來噩耗， 二來

不知姐姐的生存去向。最使我不安的是我人在美國不能為姐姐做

些具體的事情， 如面對面地安尉她， 帶她去醫院看大夫等。   

我記得在電話上和姐姐交談中。她談到當時對癌症的恐慌和對自

己前途未知的焦慮； 她談到如何接受殘酷的現實及如何調整心

態配合大夫的治療方案。 最使我敬佩的是姐姐的鎮靜。從電話

的聲音裡我知道她已經戰勝了癌症。 

我 2009 年回北京時， 姐姐正在接受化療， 她總是戴著帽

子遮掩她脫落的頭發。 有一次年邁的父親想看看她的頭髮， 當

姐姐摘掉帽子時，父親忍不住傷心地哭了起來。我姐姐一面安慰

父親一面開玩笑地說：“沒關系，你看長出來的新頭髮會更濃更

黑。＂我從來沒有接受過化療，但從癌症病人的描述中得知化療

是非常痛苦的過程。特別是最後的療程，很多病人都有下地獄的

感覺。我姐姐在化療過程中表現的驚人毅力，使我們全家人及大

夫敬佩不已！據大夫講，很難見到如此堅強的 lady. 

在姐姐患病期間，姐夫展現了他無私的愛。為了給姐姐掛

專家門診，姐夫經常半夜站在零下十幾度的冰天雪地裡排隊到天

亮。他每天為姐姐做飯煮藥，接送姐姐做化療， 帶她去醫院復

查，從精神心理上安慰她。可以這樣說，姐姐能渡過生死難關， 

一半的功勞要歸功於姐夫。 

我一直有為姐姐姐夫做點事

的心願。 當 Lydia 邀請我參加

2011 年光鹽社慈善音樂會表演

時，我的心願有了歸宿。雖然我

不是職業演唱人員，但能參與這

個社區活動，為光鹽社集金， 感

到很榮幸。我希望大家踴躍相助

參與， 因為您的參於會使更多的

癌症病人及家屬受益於光鹽社的

服務項目。 

姐姐，我的楷摸   魯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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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 2010 年度的年終感恩餐會於 12 月 4 日(星期六)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在恆豐銀行 12 樓舉行. 與會的兩百多位來賓一起

回顧了光鹽社 2010 年所走過的路程, 展望今后的發展, 見証分享

一年中的收獲和感動.  

台北經文處陳處長和陳組長, 恆豐銀行張永男總經理, 楊國貞資深

副總裁, 休士頓教牧同工團契主席陶加獻牧師, Center for Faith 

and Health Initiatives 的代表 Mr. Paul Hanh 等親臨會場, 對光鹽

社一年來在服務社區方面所做的工作及杰出貢獻給予很高的評價

和鼓勵. 光鹽社理事長朱法山致辭歡迎來賓, 並宣布光鹽社聘請了

三位新顧問: 黃繼榮牧師, 李納夫牧師和張學鈞醫生. 總幹事孫紅

濱為大家介紹來賓, 並介紹和感謝多位為光鹽社作出重大貢獻的

來賓. 理事長朱法山代表光鹽社向這些來賓贈送了感謝狀. 感謝恆

豐銀行對光鹽社活動始終如一的大力支持, 免費出借場地給我們. 

向黃繼榮牧師頒發了 “先鋒獎＂, 感謝黃牧師十多年前極具遠見

卓識的參與組建了光鹽社並繼續在光鹽社做義工, 參與關懷探訪

的工作. 向鄧福真博士頒發了 “杰出貢獻獎＂, 感謝鄧福真博士多

年來對癌友盡心竭力的服務, 對光鹽社的工作廣泛超越的突破, 慷

慨解囊的奉獻和以身作則的領導.也特別感謝陳康元醫師和王琳

博士多年來對光鹽社組織的健康講座和其他服務不遺餘力的鼎力

相助. 

餐會上大家一起觀看了胡兆祖先生精心制作的＂2010 年回顧＂

DVD, 包括了即將過去的一年裡的精彩感人畫面, 並懷念過去一年

離開我們的朋友. 李論姐妹分享了她個人生命的見証. 她年紀輕

輕, 患了甲狀腺癌, 經歷了人生的低谷, 得到神奇妙的醫治. 李論主

持隨后的精彩節目表演. 光鹽社特殊關懷中心主任戴麗娟為大家

介紹了特殊兒童關懷中心的活動, 並分享了作為特殊兒童家長的

心聲. 希望社會對特殊兒童及家長多一些的理解和支持. 特殊兒童

手鈴隊的表演<<奇異恩典>>令人感動, 贏得了大家熱烈的掌聲. 

Gene Barclay 和林天娜夫婦中英文二重唱<<愛使我們合一>>, 陳

秀珠日語歌曲演唱, 鄭明明<<甜密密>>,  神秘嘉賓梁基明的吉

他獨奏 <<Canon in D>>,林天娜、江淑芸、黃志豪演出的<<戲鳯

>>,  張軍的意大利歌曲<<今夜無眠>>, Woodlands High School

樂隊的學生也帶來精彩的表演. 為在場的觀眾帶來輕鬆和歡樂的

氣氛.  

總幹事孫紅濱代表光鹽社感謝所有的義工一年來付出的時間, 精

力和才能. “ 好施捨的、必得豐 裕 ．滋潤人的 、必得滋潤 。＂

(箴 言 11:25). 相信神會記念他們的付出. 鄧福真博士捐贈了聖經

金句挂歷送給每一位義工, 畫家徐見爽女士及 Jim Li 也捐出他們

的畫作和以特殊兒童關懷中心孩子們的畫作製成的聖誕卡片，也

在現場義賣, 謝謝他們的愛心捐贈. 義工陳修德先生連續兩年, 在

餐會前一天和餐會當天放下自己的工作和犧牲休息時間為餐會搬

運二百多張桌椅, 義工黃志豪先生提供了全套音響設備. 林天娜籌

劃組織了全部的節目和慈濟二百多張桌椅. 謝謝您以各種方式對

光鹽社的支持, 因著您的支持和幫助光鹽社才可能繼續為需要的

人提供幫助. 餐會在龔慧玲帶領大家一起唱的<<感恩的心>>中結

束. 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了感動和感恩. 

 

 

 

 

年終感恩餐會摘要           孫紅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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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接下光鹽社特殊關懷中心的任務後，一年很快的接近尾聲，

到了回顧過去一年走過的甘與苦並展望未來的時刻了。 

  
2008 年初，我們一群來自世界各地擁有特殊兒的華裔父母們，

因是新移民，加上語言上的障礙，深感與其關起門來獨自面對養

育特殊兒的種種挑戰，不如走出來，與其他父母一起聯結，一起

相互學習，彼此同心為小孩建造將來。 

  
我們的目標是欲藉特殊關懷中心的服務項目和活動，讓父母和小

孩的身、心、和靈三方面都能獲得照顧與健全發展。為了達此目

的，過去一年裡，我們費盡心思安排了 9 場專題講座；講座的目

的是要充實家長們在養育特殊兒方面的知識和技巧，詳細內容包

括： 

  
1.     協助父母認識和瞭解與特殊兒有關的法律和權益。 

2.     教育家長們如同與學校溝通和合作，共同設計最適合他們

小孩需求的教育課程，在溝通過程中，家長們也知道如何

在家設計與學校課程一致的搭配活動和養育方案。 

3.     協助家長瞭解如何申請和使用政府的福利。 

4.     提供家長們在家教養特殊兒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如教導父

母如何識別兒童的症狀，並知道如何尋找合適的治療方

案。 

  
月聚會中的兒童課程方面，經過二年的摸索和學習，今年開始，

我們聘請有多年特殊教育經驗的行為治療師 Ms. Weezee 老師。

她們不但協助我們設計課程內容，並現場親自為父母示範如何針

對小孩子的特殊需求，建立良好的互動模式，同時她也很有耐心

的教導小孩子們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和互動。 

  
今年我們也很高興在獲得薇薇老師所主持的 Campbell 音樂中心

的鼎力支持下，成立專為特殊兒設計的音樂教室。她也幫助我們

聘請了音樂治療師 Ms. Stephanie 來帶領每月两次的音樂教室。除

了既有的手鈴隊以外，Ms. Stephanie 老師針對孩子們不同的音樂

天賦，我們增加不同的樂器，到截稿為止，此音樂教室已練習

了 7 場，總共有 99 人次的參與。除了音樂教室以外，在月聚會

中我們也安排了其他手工藝課程，中心裡有幾位小朋友很有這方

面的天賦，今年年底我們將這些卡片製成聖誕卡義賣。 

  
當然，養育特殊兒的過程中，除了知識和技巧上的需求以外，家

長經常面臨的另一個挑戰是來自心靈上的疑問──“為什麼是

我？＂ 。在這方面，我們深知人是有限的，但神是無限的，因

此在月聚會中，特別為家長們設計了心靈成長課程。今年由李捷

和孫明美夫婦帶領我們查“人生標竿＂一書，每週四晚上的禱告

會也在他們家舉行。我們期待從建造個人的心靈開始直到健全的

全家為止。 

  

月聚會的前半段時間，大夥在忙碌中，努力學習和增長知識，

後半段是比較輕鬆和相互交誼的時刻。我們準備了晚餐，晚餐

中家長們彼此寒暄，交換經驗，分享心裡的難  處。餐後大家一

起盡心盡力的參與團體活動，如舞蹈和運動。 

  
除了月聚會以外，我們不定期的舉辦出外郊遊活動，如與曉士頓

中國教會一起合辦的博物館之旅和休士頓港口之遊。今年我們也

積極的與主流社會的相關組織聯結，期望達到資源共享並為所有

不分族裔的特殊兒們的福址打拼。 

  
有位朋友告訴我，假如有些事是無法改變的，我們只有 ＂live 

with and deal with it” 。小孩子是無辜的，不是他們的錯，我們

作家長的只有 deal with it，相信有神作我們的靠山，還有這個

團體，大家彼此鼓勵，相互幫助，相信孩子的明天會更好！ 

 
最後，衷心的感謝所有的同工和義工們，尤其是行政助理林月芬

姊妹和月聚會中來自不同高中和大學的義工哥哥、姊姊們，沒有

您們無私的犧牲和奉獻，也就沒有今天的特殊關懷中心，相信一

切天父都看在眼裡，將來祂必賞賜，也期盼每個月第三個禮拜在

台福教會再次看見您們！ 

 

                  “ ”相 互 學 習 ， 彼 此 包 容 ， 同 心 建 造  特殊關懷中心主任 戴麗娟 

特殊關懷中心主

任 戴麗娟 (左) 

和講員 Lisa 

Wilson 律師及歐

陽婉貞律師 

音樂治療師 Ms. Stephanie 

手鈐隊于 12 月 18
日在 Campbell Learn-
ing Center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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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近 30 位乳癌姊妹和她們的家屬們齊聚到 M D 
Anderson 癌症中心為 Dr. Daniel Booser 舉辦了一場溫馨感人的慶

生會，感謝他和他的團隊對病人無微不至的照顧。這次慶生會的

安排，是在他本人完全不知道的情況下進行的，如果他知道，大

概此事就辦不成了。過去我曾數次邀請他到華人社區演講，他總

是謙虛的說：「我不會演講，尤其是公開演講」。今年 9 月間，

我回 M D Anderson 做我年度複查時，我再度向他提及此事，並

說要送他一盆漂亮的花，他馬上揮揮雙手幽默的說：「不！不！

千萬不要！你只要不斷的介紹病人給我，讓 M D Anderson 知道

我還有病人，這樣他們就不敢解雇我了！」 
  

Dr. Booser1967 年畢業於耶魯大學醫學院，目前是 M D Anderson
癌症中心乳房腫瘤科正教授(Full Professor) 。以他在 M D Ander-
son 的年資和經歷，想他的病人已不計其數，真正多少位，我無

從得知，但是光鹽社乳癌互助小組 110 位名單中，有近三分之一

是他的病人，再加上他經常提及他的老二曾經到中國大連學中

文，由此可見他與華人的淵源不淺。 
  

Dr. Booser 看起來比實際年齡年輕許多，溫文儒雅，經常面帶微

笑，很有幽默感。每次在候診室等待他時，總是先聽到他那快而

敏捷的腳步聲，所以當他的秘書告訴我他已經 69 歲時，我真不

敢相信，也開始憂慮，他若真的退休，我們怎麼辦呢？從秘書口

中也得知，他在門診日(Clinical days，在 M D Anderson 醫生不是

每天看病人的）是不吃午餐的，從早上到下午，一氣呵成的看病

人，真不知他那來的精力能以如此。 
  
Dr. Booser 最讓我敬佩感動的，不是他看了多少病人或出了多少

篇文章，而是他對病人那無微不至的照顧。 
  
記得八年前，當我被診斷出乳癌時，一位也住在 Woodlands 素未

謀面的乳癌姊妹建議我到 M D Anderson 治療。當時的我如熱鍋

上的螞蟻，除了恐慌焦慮以外，就是想儘快找到好醫師馬上治

療。M D Anderson，只聽過名字，在那裡都不知道，再加上當時

對癌症和癌症治療一點知識都沒有，真的不知如何與 M D 
Anderson 開始接洽。詢問我的家庭醫生，他告訴我在

Woodlands 治療就好，不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大老遠開車到 M D 
Anderson 治療。在此情況下，我只好第二天早上 8 點從網上找

到 M D Anderson 乳房中心的電話直接打過去碰運氣。萬萬沒有

想到，接電話的人竟是專門負責病人預約的主任，(Mrs. 
Briggs)，這也是事後才知道她身份的，當時以為她只是前面的接

線生。聽完我的故事以後，她要我馬上傳真我的資料給她，並要

我當日下午把所有照過的片子送到 M D Anderson 給她，並為我

安排兩天後早上 8 點見 Dr. Booser。 
  
記得第一次見到 Dr. Booser 時，他一進門就說：「我今天本來是

要帶我兒子去 San Antonia 打籃球，但為了妳，我取消了」。當

時不熟悉他的門診日和作業時間，內心因為被突如其來的癌症診

斷嚇壞了，所以心裡還埋怨他：「你兒子的球賽怎麼可以跟我的

性命相比呢？球賽可以有二次、三次，可是我的性命只有一條

呀！」後來才知道那天不是門診日，他真的是為我而來的；後來

我介紹幾位乳癌患者給他，如果情況緊急和特別，他都會用他非

門診的時間來看病人。 
  
第一次見面時，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從容不迫，竟然能

夠很詳細地把我的病史鉅細靡遺的重複給我聽，問我是不是如

此，甚至我的工作他都知道，感覺上他在看我之前已做好功課，

仔細研讀我的報告和資料。 
  
慶生會當天，有一位姊妹隔天才會第一次見 Dr. Booser，同樣的

Dr. Booser 聽到她的名字，很快的就能把她的病情和可能的治療

方案說出來，真的很佩服他的記憶力，更欽佩他的敬業精神，把

每一個病人，不管你的身份地位，或來自何方，都當作他唯一的

病人。 
 
他也是我見過的醫師中，少數對病人最有“同理心＂和一點架子

也沒有的醫師。記得幾年前，我因過敏反應，呼吸短促，家庭醫

生 ordered  X 光照相，結果胸前有塊陰影，懷疑是癌症復發。Dr. 
Booser 得知後，第二天要我去見他，並 ordered 一些大檢查。記

得那天大約傍晚 6 點左右，在做完骨頭掃瞄 (bone scan) 開車回

家途中，手機響了，是從 M D Anderson 打來的，心裡直覺反應

是“大事不妙了＂，要不然不會這麼快就來電找我。接起電話，

對方說：「我是 Dr.  Booser，我剛剛看過妳的片子，沒有什麼，

妳不用擔心，詳細報告過兩天打電話向護士要」。當天是他的門

診日，他花了一整天的時間看了這麼多病人後，還想到我，惦記

著我的檢查，更加讓我感動的是，他深知癌症病人雖然最憂慮的

是復發，但是等待檢查結果報告的時刻也是很難熬的。放下電

話，除了很高興不是癌症復發，內心更充滿幸福的感覺：能有這

麼好的醫師看顧我，感謝神！在抗癌途中派給我這麼一位好天

使。 (績 6 頁) 

 

 

  
 

Dr. Daniel Booser  
 一位“仁心仁術，濟世為懷＂的醫生           鄧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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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聲音服事主   李論 
 

 

神愛世人，在我們堅強的時候他愛我們，也在軟弱的時候保守我

們，預備我們！ 

今年三月，我偶然間發現喉嚨裏面長了一顆凸起的東西。回國就

診之後，醫生建議我手術治療。沒想到在手術過程中，才被確診

為惡性腫塊，甲狀腺癌。手術中因為傷害到了喉反神經，導致術

後聲音沙啞，甚至無法正常講話。 

我大學時學的是播音專業，信主之後，一直希望可以主持一些基

督教的節目，廣傳福音。所以失去聲音的痛苦讓我感到非常沮喪

和低落。再加上年紀還輕就得了這樣的病，還有三個那麽年幼的

孩子需要我的照顧，我覺得我軟弱極了，緊接著又經歷了一段病

理性抑郁期。 

我先生 Jesse 是一位青年牧師及傳道人，他幫助我在病痛中尋找

光明。他打印了很多中文的關於得醫治的聖經經節，在我的臥室

裏貼滿了墻壁，我躺在床上，一擡頭就有主的話時時鼓勵著我。

教會的弟兄姐妹和很多主內的好朋友都在為我禱告，慢慢地，我

逐漸從低谷中走出來，對萬能的慈愛的上帝充滿了信心！ 

在一個主日敬拜後，我先生的好朋友 Benjamin 夫婦為我按手禱

告，當時我的喉嚨基本發不出任何聲音。可當他們求主醫治我的

時候，我心裏在大聲地對主說，如果你把聲音還給我，我願意用

它來全心全意地贊美你，事奉你，通過我的口把福音傳揚出去！

結果，三天後，我的聲音真的奇跡般地回來了！和原來的一摸一

樣！ 

在經歷了神的大能醫治，我的身體也漸漸恢復了。美好的事情又

臨到了我，神通過很巧妙的安排，把我帶到了光鹽社。光鹽社是

一個充滿愛的地方，我想用我的見證去服務於其它的癌友。剛好

在光鹽社 AM1320 的“心靈加油站”節目需要一個新的節目主

持人，我一直以來內心的呼求得到了主的成全，終於可以用我的

專業，用我的聲音來服事主了。感謝贊美主，陪我走過了這一段

死陰的幽谷，並借著痛苦和疾病大大地祝福著我，充滿了他的恩

典！ 

在我低迷的時候，有一段經文一直激勵著我，就是出埃及記 23

章 25 節：你們要侍奉耶和華—你們的神，他必賜福與你的糧與

你的水，也必從你們中間除去疾病。 

 

 

(接 5 頁) 

我原以為他只是對某些人特別好，但是這幾年的接觸發現，我的

想法是錯的。耶穌在人間用祂的能力，不問你是誰，到處醫病救

人；我在 Dr. Booser 的身上多多少少也看見了耶穌的影子。記得

有一次一位居住外州的姊妹來電，因為治療效果不好，考慮要轉

診 M D Anderson，但是因保險問題及其他考量，不是馬上就可以

辦到的。可是她的情況算是緊急，所以我把她的資料轉給 Dr. 

Booser。萬萬沒想到當天下午，Dr. Booser 竟親自打電話給她。想

想她都還不是 M D Anderson 的正式病人，與她也素未相識呢！ 

  

只要是病人有合理的需求，他在週末，甚至渡假時都會即時的安

排和處理。當天慶生會中，其他幾位姊妹和家屬也分享了她／他

們與 Dr. Booser 一些背後不為人知的點點滴滴感人的故事。 

  
我常想，他那來的力量，能如此自始自終的提供無微不至的照

顧，尤其他的病人都是癌症病人；癌症病人因受治療副作用的影

響，加上心情低落，對醫生的要求特別多，期望也高。我自己在

學校教書已 20 年了，近來常有力不從心的感覺，尤其是對要求

特多的學生，不知不覺中常常失去耐心，總是想把他們快快的打

發走；當我有這樣的意念時，就會想到 Dr. Booser。有一次在美

國防癌協會遇見一位義工，知道她也是 Dr. Booser 的病人，我把

我的疑惑告訴她：「不知他那來的力量可以對病人這麼好」，她

告訴我說：「他是一位基督徒」。是的！很多事在人是不可能，

但靠著那加力量給我們的主，凡是都能做。(腓立比書 4 章 13 節) 

  
雖然我們這一群姊妹們與 Dr. Booser 相遇相識的“方式＂不是我

們盼望的，但正如約翰福音第九章，耶穌醫治生來瞎眼人的故事

一樣，耶穌的門徒問耶穌：「這人生下來就瞎眼，是誰犯了罪？

是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穌回答說：「都不是，是要在他

身上顯出神的作為來。」 

  
不是嗎？若不是癌症，我大概這輩子不會與 Dr. Booser 相遇相

識，更無法親自領受和見識到他對病人無條件的照顧。也因為

他，我們這一群姊妹在抗癌旅途中串聯起來，相扶相持，一同走

過一段傷心的流淚谷，同時也慢慢學習把此流淚谷變成祝福他人

的泉源之地。記得當日慶生會，有幾位姊妹正在化療，其中一位

需 ride 回家，另一位正在做化療的姊妹馬上一口答應帶她回家；

我直覺反應是：不好，怕她太累！但這位姊妹很爽快的回答說：

別擔心，沒問題！ 

 由衷謝謝 Dr. 

Booser，讓我們瞭解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

不在活得多久 ，而

是學習把神賜給我

們的恩賜和才能，

轉化成祝福他人的

泉源地。 

  

左: 黄繼榮牧師  

中: 李論師母  

右: 林天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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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和總幹事的話…   朱法山、孫紅濱 

 

冬去春來，時光荏冉，光鹽社伴隨着愛與希望成長 
 

      2010 年是極具挑戰的一年。 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許多非

營利機構都經歷了空前的困難， 如經濟上和人力上的短缺， 需

要服務的人數增加。 但靠主的恩典， 並一群忠心的、無私奉獻

的義工， 及社區各界善心人士的慷慨解囊，和您的代禱支

持， 光鹽社本著用心、 用愛服務社區的宗旨，提供的服務無論

從數量和質量上，都不斷發展。 因著光鹽社的服務而受惠的人

數大幅加增。當我們看到因著我們的服務， 使那些因生病或其

它種種原因， 生活陷入困境， 或精神瀕臨絕境的人， 在眾人的

愛心幫助下，看到生活的希望， 重新揚起生命的風帆， 我們由

衷的感謝 、讚美神！ 
 

     過去的一年來， 我們繼續已有的服務項目和關懷事工，為需

要的人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 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邁入主流

社會， 為華人社區帶來更多資源， 和更專業化的服務 。 
 

癌友關懷方面，與近二十家機構和組織建立了合作關係。在社區

健康教育、 倡導早期篩檢、 提供資源與轉介、 癌友關懷與財務

補助、義工培訓等方面，都結合了主流社會資源，打開了新的局

面，使我們的服務更上一層樓。並翻譯編輯了新的癌症資源手

册、 癌症預防宣導資料、難民資源手册等帶到華人社區。並重

新更新印刷了新的華人社區癌症資源手册，為華人癌友提供有

用、正確的資訊。 
 

  特殊兒童關懷中心也與主流社會資源連線，從最初家長的支持

互助小組，又發展了有專業治療師帶領的特殊兒童節目，還請到

了專業的音樂治療師為特殊兒童進行訓練。 明年特殊兒童關懷

中心的孩子們將會推出他們自己的音樂會。這一年他們除了在各

教會巡迴表演外，還參加 Center for Faith and Health Initiatives 主辦

的暑假青少年活動交流演出， 首次與其他族裔的青少年交流互

動。 讓這些特殊兒童走出來，投入社會。讓社會了解他們、接

納他們、幫助他們。讓他們增强自信、找到生命的價值。儘管其

中遇到很多的困難和挫折，但是孩子們說他們很喜歡。看到他們

一天天的進步，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心靈加油站和粤語飛揚福音廣播節目的同工，憑着信心做好

每期節目。为華人朋友提供一方心灵的绿洲。來自世界各地的幾

萬華人上網收聽。因着您的支持和參與， 我們可以繼續廣傳福

音，擴展神的國度。 
 

      過去一年中， 光鹽社通過教牧同工聯禱會參與了休士頓福音

性好消息電視的籌劃與開播，感謝神！ 在這些我們本不知怎樣

行的路上，主為我們開路， 讓光鹽社與休士頓眾教會同心合

一，為神國的事工擺上。讓我們不但服務人的身體、生活的需

要，也服務人心靈的需要。 
 

   在長輩關懷方面，也走出華人社區，長期定期探訪住在療養

院的各族裔長輩和長期病患，獻上跨越族裔的愛心。在此也特别

感謝各位義工的參與。 
 

   我們的月訊、網站和年刊越辦越好，聽到很多讀者的回應與

鼓勵，有些是外地，甚至是國外的。網站也建立了英文版鏈接，

便於與其他族裔的合作與資源共享。這一切都是藉着多位義工把

她們的時間、 精力和才華，奉獻出來。她們有的本身有全職的工

作，有家庭要照顧，有的抱病打字編輯，為的是月訊準時出刊，網站

及時更新，她們從不在意自己的名利，但是我們的神必記念她們的付

出，我相信全知全能的神必傾福於她們。 
 

     2011 年光鹽社将进一步把我们的服务带到西北區,以方便那裹的華

人同胞。这里也特别感谢西北華人浸信会为我们提供场地和義工支

持。 
 

     當有被我們服務的朋友問我們：「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幫助我？」我

們的回答是：「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愛人如己是我們基督徒奉行的原

則」。 今後我們也不知會面對怎樣的挑戰，但是我們都會憑著信心努

力前行。在此，讓我再次衷心的感謝所有支持者，藉着你們的愛心捐

贈和支持，我們才有可能繼續提供免費服務給需要的人。 
 

   最後敬祝大家在新的一年裡健康、平安、幸福，並請繼續支持光鹽

社。 

  

 

12 月 8 日光鹽社 10
位義工参與德卅中文

台和華美協會一休士

頓分會主辦的「愛捐

血」活動。 

冬衣 收集圓滿結束 
光鹽社發起一年一度冬衣濟貧活動。Human Needs Minis-

try的卡車已于12月9日前往参與此活動的教會收取捐贈衣物，

您的愛心將帶給社區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溫暖的冬天。，謝謝。  

上期月訊遺漏下列光鹽社贊助者 (Nov.1,2009-

Oct.31,2010），在此致上最深挚的歉意。 
 
Chang, B. & A.    Chen, Anne Cheng & Hsiao-Liang 
Chen, Lili          Chiang, Shing J Li & Jy J 
Criterium Systems, Inc. Hsiang, Hsiao-Chih  
Huang, Dorothy & Wann  Huynh, Van   
Ling, Jonathan & Dorna Ray, Chiu-wen  
She, Jiazongxuan  Sun, William & Jesse Lin 
Tsai, David & Connie  Wu, Sherry Hsueh I.  
Yu, Chen Su   Yu, Hong Jen   
Yuan, 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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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Foundation. Thank you for thei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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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社 (www.light-salt.org)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若失了味，怎能叫他

再鹹呢？以後無用，不過丟掉在外面，被

人踐踏了。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不能隱

藏的。人點燈，不放在斗底下，是以放在

燈臺上，就照亮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見

你們的好行為，便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

的父              馬太 5:13-16 

  

辦公室電話和地址如下： 
 

Phone:713-988-4724   Website: www.light-salt.org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8B,Houston, TX 77036  
 

E-mail: lsahouston@gmail.com 
 

辦公時間: 上午9 時至下午4 時, 週一至週五,  

1.光鹽社癌友關懷網 

專題講座及一般互助小組  (每月第一個禮拜六下午 2-4 時) 

乳癌互助小組 (每月第二個禮拜六下午 2-4 時)  

    電話諮詢及後續關懷, 關懷探訪  

免費假髮、帽子、義乳、營養諮詢  

免費中英文癌症資訊及書籍 DVD 

病患協助、福利申請及資源轉介 

交通接送、中英文就醫及資訊翻譯 

免費乳房攝影(限低收入和無保險者) 
 

2.光鹽福音廣播網 (AM 1320, 週–至週五, 上午十時三十分至十一 

時或上網  www.light-salt.org 或 

       http://fly1320.webnode.com 收聽) 

心靈加油站 (每週一)  粵語廣播網 (每週 二, 三, 四, 五) 
 

3. 光鹽社特殊關懷中心 (每月第三個禮拜六, 下午 3 – 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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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為有特殊需要的家庭而設立的互助小組; 設有特殊兒童 

手鈴樂隊和音樂教室 
 

4. 冬衣捐贈, 長輩關懷, 月訊及年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