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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感謝主！蒙沈宗瀚夫人劉廷芳女

士親允，捐贈故居作為馬禮遜學園

事工之用。謹訂於2019年4月22日
舉行開幕感恩禮拜，本期特刊「馬

禮遜學園暨沈宗瀚故居」與「沈宗

瀚博士書房」簡介，並歡迎弟兄姊

妹屆時前往參加，共頌主恩。

馬禮遜學園暨沈宗瀚故居

簡介

這間小巧而精緻的學園故居，原

是影響我國當代農業發展最為重

要的沈宗瀚博士，老年時期在台北

的故居。

沈先生出生於1895年，1919年

二十四歲時，受洗加入教會，成為

虔誠基督徒。唯對基督信仰與華

人歷史文化間之關係，存有若干困

擾。為解決此一困擾，沈先生不恥

下問，認真求解，多次在這間故居

家中，與人談論這個問題，並振筆

疾書，記錄談話要點，務求問題解

決，始得心安。

沈先生八十歲時，曾親書座右

銘「學道、信道、樂道；識人、用

人、容人」條幅，贈送給他一生最

為賞識器重的學生好友、也是對

近代中國農業發展卓有貢獻的馬

保之博士。沈先生一生事工，堅持

信仰原則，佐以專業才能，自謂：

「農民疾苦最深，余以宗教精神改

良農業，作一個科學牧師。」及至

耋耄老年，他仍說：「來生仍願生

於清寒的耕讀世家，仍願苦學農

業，終生服務農業。」1980年12月

15日，沈先生因腦溢血突發逝世，

享年八十六歲。

宇宙光自1973年成立以來，對華

人教會史之推廣研究工作，素即不

遺餘力，關心投入。並於2007年、

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入華

宣教200年之際，成立「馬禮遜學

園」，集結相關學者專家，有計劃

地推動華人教會史之研究。在上

帝的感動帶領下，蒙沈夫人劉廷芳

女士暨子女，為感念沈先生一生功

業，造福農民、心繫天國，決定捐

獻先生故居，作為「馬禮遜學園」

園址，以供蒐集陳列基督教與華人

歷史文化相關資料、推動華人教會

歷史研究。受命以來，經數年策劃

經營，決以「馬禮遜學園」與「沈

宗瀚故居」並列開館，並保留沈先

生書房及部分傢俱設備，以作紀

念。並擇定2019年4月22日「和合

本聖經」出版百年紀念日，正式開

館。

是為記。

沈宗瀚博士書房簡介

這間小小的書房，是沈宗瀚博

士老年時期最喜歡歇息逗留的地

方。在奔走各方、繁忙工作之後，

家總是他最為眷戀嚮往之地。尤其

是這一方狹小的方圓空間，總會緊

密地把他圈在妻子兒女環伺左右、

盡情享受天倫家庭之樂的幸福滿

足之中。他也喜歡邀約故舊門生，

閉門暢言，高談闊論，談古論今；

或獨坐沉思，打開古今藏書，縱橫

其間；或伏案讀寫，意氣風發，卻

不忘謙卑自抑，與各路人士高談闊

論，侃侃諤諤，自有分寸。

沈先生一生盡瘁，或出任教職，

從事農業科學研究，培育傑出農

業科技專家；或出仕為官、擔任公

職，盡心竭力，擬定農經政策，福

國利民，國泰民安，貢獻卓著。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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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你來到馬禮遜學園暨沈宗瀚故居

手把手
  的陪伴者

總幹事的話
葉貞屏

「亮亮，請你跟我一起去收衣

服。」

「亮亮，把衣服穿上，我們去倒

垃圾。」

廚房外傳來我家老二的吆喝

聲，只聽她弟弟馬上快樂地大喊：

「好！」然後跟在大姊身後去做家

事。我一邊切菜一邊還聽到姊姊

說：「這袋垃圾比較重我拿，那袋

比較輕你拿；關門的時候要輕輕

的，不要吵到鄰居。」大姊姊耐心

帶著弟弟做家事，弟弟甘心樂意聽

姊姊的話小聲關門（之前弟弟常

瀟灑大力驚天動地關門）。姊姊多

了一個助手，弟弟的能力被建立起

來。

有一次林肯站上演講台，一位態

度傲慢的參議員站起來說：「林肯

先生，在你開始演講之前，我希望

你記住，你是一個鞋匠的兒子。」

林肯等到大家的笑聲歇止，坦然地

說：

「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

親，他已經過世了，我一定會永遠

記住你的忠告，我永遠是鞋匠的兒

子，而且，我從小就跟隨父親學到

做鞋子的藝術。如果你們穿的那雙

鞋是我父親做的，而它們需要修理

或改善，我一定盡可能幫忙，我無

法像他那麼偉大，他的手藝無人能

比。」

說到這裡，林肯流下眼淚，所有

的嘲笑聲全部化為讚歎的掌聲。

林肯的爸爸耐心帶著小林肯學

會做鞋，他的兒子長大後回報他的

是：面對羞辱時不卑不亢的錚錚風

骨，以及即使身為總統仍永遠以自

己是鞋匠的兒子、可以為人修鞋為

榮的自我肯定，何等美善。

這使我想起，之前負責關懷熱線

的同工曾跟我分享一段話：

「我發現與熱線志工互動時，如

果要關懷他們，有的要和他們一起

禱告，有的要邀請他們為我祝福禱

告，這是很微妙的互動，有的人要

給予引導，有的人要傾聽、讓他發

表或建議，這是一種人與人互動之

間的藝術。柔軟下來就會產生許多

情感與互相尊重。我覺得基督肢體

最寶貴的就是基督的愛，事工有一

天都要結束，但是留在人心裡的，

是那些在基督裡生命的交流……

「我們若能以僕人的心服事，就

會越發看見上帝的愛在我們中間

流動，因為我們不是以最高指導單

位、而是以服事眾人的心態來帶

動志工，用更主動、願意的心一起

來愛這個大家庭。奉主名建立的團

隊，就是教會基督的肢體，所以我

們更要謙卑成為僕人的榜樣，讓主

名得榮耀。事情做得好不好是第二

步，更重要的是在其中的人能否感

受到基督的生命。奇妙的是，一旦

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會引起更好

的效應，每個人都會更用心想把事

做好。」

周神助牧師在一次禱告中說：

「求神讓我們不追求作大老，甘心

樂意作父老。」

阿爸天父，願周牧師的禱告更多

成就在我和宇宙光同工身上，使我

們常常能溫柔安靜地牽著家人、朋

友、同工和眾人的手，一起跟著耶

穌走。D

■馬禮遜學園暨沈宗瀚故居整修

感謝主，馬禮遜學園暨沈宗瀚故居已於2018年底順利

完成整修，接下來將開始圖書整理、編目、上架。謹

訂於2019年4月22日，配合「上帝說華語――聖經中譯

與華人文化歷史圖片巡迴展」開幕，並同步展開圖片

巡迴展。求主賜福相關同工能在緊迫時間裡，滿有效

率完成各階段進度。

■求主賜福新設事工滿有創意與效能

因應時代不斷變化，放眼未來的挑戰與需要，宇宙光

自2019年起，重新整合事工架構再出發。除原有事工

戮力整合與創新，另新設事工：關懷輔導部「全人豐

盛生命培育學園」，外展部「數位媒體」、「公關」

與「客戶關懷」。求主賜下智慧，使事工能切合人心

需要，以生命陪伴生命，以更新的創意與效能彼此連

結，成為弟兄姊妹生命成長的祝福，傳福音的最佳夥

伴與資源。特別為兒少事工雙軌模式、威信型教養推

展事工禱告，求主預備合適的教會、學校、社福單位

與團隊成員，共同發揮所長、參與服事。

■感謝並繼續仰望上帝供應

感謝主，雖因年改及景氣低迷導致2018年度奉獻、業

務受極大衝擊，仍為每一筆奉獻、每一項福音產品能

進到需要福音的人手中感恩，願主賜福回報每一位的

禱告記念與行動支持。也為2019年度事工總預算6,300
萬元（詳見下表財務快訊）獻上仰望，求主感動海內

外對福音預工有感動的教會、弟兄姊妹，繼續以禱告

同工、以行動支持。

一天一分鐘，邀請您為宇宙光同工與事工守望、禱告、祝福；也歡迎您提供個人代禱事項，讓宇宙光與您一起在禱告中經歷上帝的作為。來電請洽02-2363-2107轉515柯志淑，或電郵Light@CosmicCare.org

祈禱室

舉目 志工／林治平
2019年度 年度目標  1/1~1/15

實收金額
1/1~1/15
累計金額

達成率
1/1~1/15

收支累計餘絀

營業收入  23,770,000  126,778 126,778 0.5%
-54萬

奉獻收入  39,230,000  601,539 601,539 1.5%

宇宙光2019年事工總預算為63,000,000元，懇切需要您的支持與代禱！

奉 獻 項 目 2018年奉獻預算 1/1~1/15
實收金額

1/1~1/15
累計奉獻

整體事工  26,830,000  425,919  425,919 
視聽廣播  1,000,000  11,000  11,000 

全人關懷與輔導
(含關懷熱線)  1,770,000  21,000  21,000 

文字事工(含榮譽贊助訂戶)  1,200,000  50,000  50,000 
雜誌贈閱(含特刊企贈)  2,300,000  1,500  1,500 

生命與歌  100,000  12,200  12,200 
百人大合唱  1,050,000  17,900  17,900 

外展事工(含大陸事工)  900,000  500  500 
韓偉紀念講座  100,000 0  0 
愛心合唱團  100,000  0  0 

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  200,000  0  0 
兒少愛提昇計畫  1,730,000  51,400  51,400 

馬禮遜學園
(和合本聖經一百週年慶典活動)  1,200,000  0  0 

宇宙光送炭勸募計畫  750,000  10,120  10,120 

合計  39,230,000  601,539  601,539 

奉
獻
方
式

財務快訊

•台灣地區董事／白培英(榮譽董事長)．林治平(董事長)．范大陵．洪善群．夏忠堅．陳定川．陳雪華．張光正

        葉淑貞．蔡文華．鄭家常．劉家煜．潘冀．蕭平 特聘董事／張曉風．程萬里．鄭博仁．高敏智

•美國地區董事／林治平(董事長)．蔡錦隆(召集人)．杜永浩．岑峰．祁少麟．夏昌仁．張衛中．梁慶封

        陳聲振．葉韋

•北美事工中心／李經漢(召集人)．孔慶玲．孔慶玫．李瑄．林鳴．郝甡生．馬嘉玲．陳巧文．楊海澎．廖佳音

•北 美 志 工／陳永昌

•澳洲地區業務推廣聯絡處／姚玉嶺

•終 身 義 工／王建煊．蘇法昭．劉彥樞．廖美惠 •公益代言人／孫向瑩(孫越女兒)

•法 律 顧 問／任秀妍律師．劉樹錚律師 •事工顧問／金明瑋

•總   幹   事／葉貞屏 總幹事特助／林佩慧

•副 總 幹 事／黃榮勇．吳錡．李棟良

•總 辦 公 室：主任／黃榮勇

   財務顧問／唐瑪琍 財務組／李岱瑾(組長)．沈麗美．甘崇妮．曾幼玲

   資訊顧問／董大偉 資訊組／陸潤華(組長)．何洛雲．林可中

    總務組／韓世光(組長)．許煥慎(兼人資)．石義勳．吳志宏

    設計組／胡明智．黃光薏

•出 版 行 銷 部：主任／吳錡

   編輯顧問／趙榮台．黃廼毓．溫小平．簡春安．高大鵬．王偉強．曾敬恩．阮若荷．李文茹

   美術顧問／王行恭．宋珮．鍾榮光．張慶華

    雜誌組／瞿海良(主編)．江佩君．葉珉玉

    書籍組／金薇華(主編)．王曉春．王品方．郭美鈞．張蓮娣

    視聽組／施佩玲(組長)．蔡金汝．鄭逸雰

    業務組／蔡尚儀(經理)．林彩鳳．陳俊男．葉秀卿．藍培青．鍾雅妮．簡如姬

•關 懷 輔 導 部：主任／葉貞屏 專業督導／廖學謙

 關輔中心、全豐學園／林佩慧．徐麗慧．許靈芝．彭子欣．趙芸芸．謝麗雪．王繡瑱

•外   展   部：主任／李棟良．盧文珍(董事會祕書兼人資)．王琳梅．柯志淑(客戶關懷)．劉曉亭(特約同工)

  數位媒體組／蔡依玲(組長)．蕭芮吟

    公關組／蔡佳吟(組長)．吳佩娟

•百 人 大 合 唱：音樂總監／容耀．林玉珠(祕書)．紀雅玲．巫夢涵．楊愛琳

※詳細奉獻方式，請

見宇宙光網頁：

※所有奉獻均開立財

團法人減免所得稅

收據。如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

助，請洽02-2363-2107轉425李
岱瑾姊妹，或E-mail：ettali@
CosmicCare.org

※奉獻徵信錄，請見

宇宙光網頁：

1. 郵政劃撥
 帳號：11546546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2. 郵局自動轉帳
3. 信用卡捐款
4. 銀行匯款
5. 便利商店、郵局條碼捐款
6. 國內外支票捐款
7. 紅利點數捐款
8. 美國地區支票捐款
 （Amazing Love 輔愛社，Tax Deductible）

2019年2月

2018年度財務正在結算中，財務報告俟會計師查核完成後於光譜刊登。



先來說說視聽事工源起

宇宙光的事工始於文字，藉

著雜誌、書籍，與社會大眾共同

探索生命意義、分享生命經驗是

事工主軸；但在事工漸漸發展的

時刻，相關事工因應需要應運而

生，視聽事工就是其中一項。

剛開始，為了配合林哥四處傳

遞負擔，需要有些幻燈介紹事

工，所以有了視聽方面的製作；

漸漸發現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

只是靠文字作為傳遞信息的媒介

似乎不夠，應該要多方面使用其

他媒介做有效傳播。

在這樣的思考下，視聽部於

1985年初正式成立，重點即在於

利用影像與聲音傳遞信息，所以

定名為「影音」，但因與「影印」

諧音，常引發誤會，一年後更名

為「視聽部」。

令人驚豔的多媒體幻燈

當此部門剛成立時，正值多媒

體幻燈興起，當時的同工陳樹華

弟兄擅於攝影，深覺多部幻燈機

同步放映造成的視覺震撼極佳，

可以更有效傳遞福音信息，故努

力設置七部幻燈機同時放映的多

媒體架構，在辦公室遷入台北靈

糧堂八樓後，將韓偉廳規劃為多

媒體放映室，期望提供給各教會

作為小型佈道聚會場地，一方面

放映作品，一方面配合作品有講

道或討論。

當時我們興奮地製作了《你的

弟兄在哪裡？》、《變奏曲》、

《天外特使》等作品，參與金炬

獎多次獲得首獎佳績，但畢竟請

人來看不太容易，多部幻燈機同

時放映的機動性太小，搬動又不

易，所以放映機會不多，且製作

耗時耗力，因此沒有持續發展。

優質廣播節目上場

但從1986年起，我們在正聲

廣播公司開始了第一個廣播節

目〈我愛今夜〉，接著陸續於復

興、台廣、警廣、中央、遠東、

佳音、台中古典音樂網等電台，

陸續開闢時段，製播福音預工廣

播節目，運用最有溫度的廣播媒

體，在日漸冷漠的社會中，散播

上帝所悅納的信息，帶給人安

慰、力量、指引與愛，獲得很多

大小聽眾的支持。

其中，於正聲、警廣播出的

〈生命調色盤〉，曾獲得新聞局

頒發社會建設獎；於台中古典

音樂網播出的〈糖果姐姐說故

事〉，主持人蔡金汝姊妹多次入

圍小金鐘最佳主持人獎。

雖然廣播是最容易與受眾建立

關係的媒體，但畢竟式微；媒體

開放、網路興起後，廣播的影響

力日漸減少，宇宙光製作的節目

也由每週五個減到目前每週兩個

節目。

最長壽的有聲雜誌與  
故事CD

2000年，我們開始按月製作

〈宇宙光有聲雜誌〉，選出每期

雜誌部分內容，請專人錄音，讓

不便閱讀或沒有時間閱讀的朋

友，藉著聽，即可接收到雜誌的

好內容，持續到今天，已經做了

215集，是國內壽命最長的有聲雜

誌。

有感於好故事對孩子的影響，

2005年1月起，於台中古典音樂

網製播〈糖果姊姊說故事〉，並

將內容重新製作成CD；節目停播

後，仍繼續以CD型態為小朋友出

版故事。

另外，配合宇宙光送炭愛提昇

計畫，按時出版陽光故事CD，亦

深獲好評。

迎向網路時代的挑戰

因媒體革命、C D式微，近幾

年我們開始與聲朗文化合作，將

有聲產品網路化，藉著手機、電

腦、平板等設置就可隨處收聽，

〈糖果姐姐說故事〉、〈宇宙光

有聲雜誌〉及一些我們錄製的有

聲書與單元，皆上網提供受眾收

聽，在資訊海洋中，它們或不起

眼，但確實存在，可以隨時滿足

需要者的需求。

2019年起，辦公室組織架構重

組，原視聽部併入出版行銷部，

成為視聽組。瞻望未來，視聽事

工的方向仍本於開始的宗旨，但

在媒體巨變的現代，如何更有效

將內容藉著網路，真正無遠弗屆

地傳遞，並能針對人心的需求，

提供最恰當的內容，吸引人願意

收聽，是我們最大的挑戰！D

延伸視聽

您知道宇宙光的視聽單元，除了

宇宙光有聲雜誌、佳音下午茶、

糖果姐姐說故事，還有廣受歡迎

的〈願你們平安〉〈王建煊說故

事〉〈陳德全的故事屋〉

〈林俐的快樂筆記本〉

嗎？立刻前往有聲館！

除了聽，Touch有聲文字館還可以

看哦！透過紅橙黃綠藍靛紫，與

您分享生命有如調色盤

一般的豐富與精采！立

刻前往文字館！

說故事時間到囉！讓屢獲金鐘獎

入圍肯定的糖果姐姐，告訴你好

多聖經人物、黑鬚番馬偕、納尼

亞傳奇、愛麗絲夢遊仙

境、莎士比亞世界名著

故事！

一路走來的視聽事工
前視聽部主任／金明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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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光有聲雜誌自2000年開始發行，內容除了由前視聽部主任

金明瑋編選雜誌精采文章外，特別加入發人深省的小故事、扣人

心弦的叮噹小語，並由金姊負責串場，帶領聽友一窺文章究竟。

分秒必爭的錄製過程

從2007年開始主責錄製有聲雜誌，每個月錄音稿一到手，為了

「悅聽」，第一件事就是考量文章類別、安排播放順序，再邀請專

業配音人員或作者本尊錄音，最後再加上配樂、進廠壓片……，過

程細碎繁瑣，因作業期僅短短幾個工作天，加班、血壓飆高是常有

的事。雖然如此，每當接到聽友來電或來訪分享聽後心情，就覺得

非常開心與安慰。

令人難忘的聽友回應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位聽友特別從美國寄了幾期有聲雜誌到

加拿大，請他的好朋友無論如何一定要找時間聽，結果全家從老

花眼的婆婆、到不會看中文的媳婦都如獲至寶，來台時還特地到

門市尋找更多有聲雜誌。

還有一位聽友，每天晚上都要聽有聲雜誌才能入睡，有一次和

先生吵架生悶氣，足足冷戰一週，拖地板時聽了叮噹小語短短兩

句話，被「叮噹」了一下而釋懷；還有另一位聽友，正在人生低谷

時鄰居送她有聲雜誌，她在開車途中聽了很受感動，對基督教產

生好奇而進入教會，經過兩年已受洗為基督徒。

感謝主使用有聲雜誌，成為多人的祝福！

環保、需要兩兼顧

宇宙光有聲雜誌除了隨雜誌附贈，也贈送給啟明學校、愛盲服

務中心、盲人重建院、交大圖書館，提供視障朋友收聽。為了環

保，有聲雜誌目前改用APP下載，但仍少量發行實體CD，提供習

慣使用CD的朋友聆聽。另有發行至今的有聲雜誌集結成套，歡迎

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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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喜
之
福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頻 道 ／ 時 間 ／ 簡 介

福自天降

台灣廣播公司∕週日上午6:00∼7:00 
台北一台∕AM 1323 台北二台∕AM 1188 
大溪∕AM 621 關西∕AM 1062 新竹∕AM 1206
台中∕AM 774 中興∕AM 963  松嶺∕AM 630  
埔里∕AM 1332
藉由好書分享、有聲雜誌、生命見證、生活拾穗等不同單元，傳揚上帝的
愛及耶穌基督的恩惠，期盼福音的種子植入人心，為主得人。

佳音下午茶

佳音電台 FM90.9 / 週一∼週五14:00∼15:00 
needs RADIO全球華語廣播網 / 週一∼週五14:00∼15:00
收聽連結 http：//www.needsmedia.org.tw/
以「說故事」為呈現主調；集結知性、感性內容，分享生活、生命智慧。
邀請所有致力生命成長之聽眾，共度輕鬆愉悅的午茶時光。

廣
播
節
目
一
覽
表

製
作

距離提出年度事工報告的日

期迫近了，這個在我手上近十五

年的「福自天降」廣播節目，究

竟要不要捨棄以騰出時間、心

力，投入更具發展性的新事工？

心頭還在糾結、纏磨……突然，

一個意念閃現腦際：何不直接問

問聽友意見？

鐵粉聽友的回應

對啊！前陣子同工陸續接獲

兩位聽友來電肯定節目，其中一

位還表示要奉獻一萬元，成為

宇宙光榮譽贊助訂戶，真的好感

謝主！但時隔數月，奉獻遲未收

到，這會兒打電話過去，會不會

產生催促聽友匯款的誤會？萬一

會就不妙了！噢，又作難了……

禱告吧，求主賜智慧，講合宜的

話。

忐忑不安地撥通電話，豈知話

筒這頭的我才自我介紹，那頭的

聽友就立刻開啟滔滔暢言模式，

開心訴說「福自天降」如何陪伴

她們度過一個又一個週日清早

的幸福時光，一位說她總是好期

待與節目共進早餐，另一位更說

她收聽此節目已經十年，幾乎沒

錯過任何一次，甚至用「好好聽

噢！」形容節目給她的感受。

驚喜之福自天降

對於製作主持節目的我來說，

這些話真是好甜蜜！不過，其中

一句也把我從自我陶醉中喚醒：

「只要是見證主的生命故事內

容，就好喜歡！」

是的，並非我把節目做得多

好，而是主確實使用這個AM週

日清早六點到七點不被看好的頻

道、時段的節目，做成祂自己的

工，並藉著兩通電話，感動原本

沒有奉獻的聽友臨時決定奉獻

三千元，另一位則說就在我打電

話前一天，已將一萬元匯入宇宙

光帳戶。啊，感謝主賜下驚喜之

福！

掛上電話，繼續製作事工報

告PPT，對於節目去留，決定努

力持盈保泰，盼望上帝的福氣持

續從天而降，恩澤萬民。D

有聲雜誌番外篇 視聽組／施佩玲

主 領 日 期 時 間 單 位 性質 地 點

容耀長老 2/24(日) 14:30～16:00 傳愛之家 培靈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李棟良牧師 2/24(日) 10:00～11:30 青埔浸信會 培靈 桃園市中壢區永平街22號

視
聽
組
／
蔡
金
汝

宇宙光有聲雜誌CD
歡迎免費索取，自由奉獻。

來電請洽：02-2363-2107轉629施佩玲姊妹

有聲雜誌內容   有聲雜誌CD索取表

由左至右：視聽組同工蔡金汝、施佩玲、
鄭逸雰，與前視聽部主任金明瑋。



基道出版社前陣子陸續推出一系列《盧雲靈思集》，目前已經推

出三本：《生命中的蒙愛時刻》、《歸心，歸向上帝的時刻》以及

《關顧，傷癒時刻》。

《盧雲靈思集》這個系列將盧雲生前所關心的議題，做出嶄新

的梳理，就如以往我們從書中所認識的盧雲，以赤子之心，滿懷

熱忱地察看世界，確信可以在生命中發現那位無條件愛我們的上

帝。

《歸心，歸向上帝的時刻》這本書的主題，與宇宙光2018年聖

誕特刊主題「回家」，不謀而合地指向同一個核心――歸家。〈約

翰福音〉第一章提到，施洗約翰的兩個門徒遇見耶穌，問：「你住

在哪裡？」耶穌對他們提出邀請：「來吧，你們來看看。」耶穌又

說：「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盧雲提到，原來――耶穌來了，先使我們成為祂的家，又邀請我

們住在祂的居所。盧雲在書中說，上帝以我們的心為家，所以歸家

就是歸心，將我們的心歸向耶穌基督，與上帝同在，一心跟隨主耶

穌。

當我們堅定地回應耶穌的邀請，我們會發現：在任何地方都能

找到「家」，並因著勇於面對苦痛，發現隱藏其中的喜樂。盼望我

們都聽到耶穌的柔聲呼喚，與祂同住。

這本書輕巧細緻，滿適合放在每天背的包包裡，在上下班的路

上，讓盧雲的文字陪伴我們更親近上帝。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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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光×橄欖華宣×臺灣福音書房×道聲×漢語聖經

×腓利門/迦密×校園×天恩 8家出版社聯合鉅獻

宇宙光書籍
單本79折 | 三本以上75折 | 六本以上69折
（特價品、主打書除外）

基道書籍 全面79折
宇宙光精采書展講座

2/13 (三) 13:30～14:30 和合本聖經100年的故事
主講：魏外揚（教會歷史學者）

2/14 (四) 16:30～17:30 汪汪幸福學
主講：歐玲瀞（佳音廣播電台《藝文生活家》節目主持人）

2/16 (六) 16:30～17:30
認識風景畫藝術――兼談故宮普希金特展

主講：陳韻琳（作家、廣播主持人、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祕書長）

1月光譜，談到上帝對編輯的

啟示，聖經另有一個重點，那就

是：記下來，說出來。例如〈啟

示錄〉一章19節說：「所以你要

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

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上帝

對約翰的交代再清楚不過：「都

寫出來。」何等簡潔有力，可惜

許多人不清楚，忽略了上帝的交

辦事項，不僅不寫，也不看。

2月號雜誌重點是兒童。1月

份，台灣社會連續傳出虐童事

件，甚至因迷信，親手將一歲女

兒虐待致死，讓人心驚，鼻酸。

一個孩子能做什麼？〈約翰福

音〉第六章：「在這裡有一個孩

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

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什麼呢？」

一個孩童的五餅二魚，在耶穌

手中的結果是：讓五千人都吃飽

了。

世界上有許多孩童失去家庭，

失去童年，誰來照顧他們呢？在

基督信仰裡，對孩童的照顧有許

多美好的例子，比如號稱「孤兒

院之父」的慕勒。我們製作了專

題「沒有起跑線的孩子」，走訪

台北聖道兒童之家以及六龜山

地育幼院，以〈缺的不是錢，是

愛〉、〈歌聲，從六龜傳到耶路

撒冷〉兩篇，報導台灣基督徒照

顧兒童的現況――而這只是眾多

美好見證的百分之一。

「真實故事」欄目〈何爺爺跳

跳屋――何茂成、郭嘉喬的歡

樂移動城堡〉一文，則以何茂成

夫婦對孩子的付出，提醒大眾：

愛，真的不難，只要去做，必有

美好果實。D

本月，我們出版了這本充滿奇

蹟的自傳：《天堂家園――孤兒

之父喬治‧慕勒的生命自傳&信

心歷程》。

慕勒牧師於十九世紀後半，

在英國創立了五所大型孤兒院，

共照顧了超過一萬名孤孩。當時

的英國社會，因為孤兒院數量不

足、孤兒數量龐大，導致孤兒院

一位難求，尤其是出身貧苦的孤

兒，很容易淪落到難以想像的困

境。然而慕勒牧師說：

「……貧困的孤兒若無有力人

士的支持，想入住慈善機構非常

困難。但我們的孤兒院不用任何

人脈關係，只需找我就行了。就

算是最貧窮的孤兒，無親無故，

沒人支付費用，不論來自哪裡，

通通都歡迎入住我們的孤兒院。

因為貧困的孤兒很難有親友供應

他們的生活，所以我有感動要成

為這些孤兒的朋友。」

慕勒在成為上帝的僕人之前，

曾是小偷、騙子，並沉迷在罪惡

的生活中。誰也想不到，上帝竟

揀選他成立孤兒院、照顧弱小的

孩子。他深知這樣艱鉅的任務，

想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完成

的，因為真正的供應者是神！

為了完全仰賴神，他從不主動

募款，也不向富有人開口，單單

在暗處禱告，等候上帝差人送來

供應：

「本來早餐後便沒有錢應付晚

餐，但神之後差來供應，一百多

人得著溫飽……。我們從沒有向

任何人提及過需要，但這一切卻

全都成就了。」

慕勒牧師的信心見證激勵著

我們――即便我們有軟弱，常常

因眼見的困難而放棄想做的事，

但只要我們願意堅持順服神的呼

召，以信心的禱告回應，上帝必

要成就那原本絕不可能的事！D

雜誌主編／瞿海良

雜誌瞭望台

新書登場 書籍編輯／王曉春

業務經理／蔡尚儀

《生命中的蒙愛時刻》

《歸心，歸向上帝的時刻》

《關顧，傷癒時刻》

每本定價280元

特價79折221元
優惠期間至2/28止

歸心，歸向上帝的時刻

定價：380元

特價79折
優惠至3/31止

更多精采文章，請上宇宙光雜誌網頁瀏覽簡介，
更歡迎訂閱雜誌以支持聖工，訂贈雜誌以廣傳福音。

耶穌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基道書籍分享

建構在你裡面的世界，

發現更真實、

更廣大的心靈視野！

盧雲靈思集

閱讀中的慕勒

天堂家園
孤兒之父喬治•慕勒的生命自傳&信心歷程

作者：喬治•慕勒
譯者：張志強

找到人生的靶心

《神射手阿達》（繪本）
作者：林治平 特價253元

雖行過死蔭幽谷，上帝同在

《走進希望的門》
作者：大衛•赫斯士 特價174元

不再抱怨，積極學習

《沒有時間怨恨
 ――布克爾•華盛頓自傳》
作者：布克爾•華盛頓 特價190元

從學習最重要的20個人生觀開始

《黃金階梯
 ――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
作者：伍爾本博士 特價174元

接納過去，享受生命

《別跟過去過不去》
作者：諾曼•萊特 特價205元

盼望，是基於上帝的保證

《盼望》
作者：黃小石 特價213元

ABC線上商城
最齊全的
宇宙光雜誌、書籍、視聽、禮品

香港基道書籍

台北國際書展 宇宙光線上書展
全面優惠

 請即刻上網！

精選好書79折
即日起至2月28日

新年開卷 ABC理想書單
新的一年，啟動美好希望
放下手機，翻動書頁

讓紙本馨香伴你擁抱＋新年

從事成衣貿易40年，何茂成、郭嘉喬退休返台，

化身愛的宣教士，自2014年1月16日至今，耗資兩千

萬元購入44座各式造型氣墊跳跳屋與滑水道，免

費巡迴偏鄉小學與社區，只為了帶給孩子歡笑、勇

氣與自我挑戰，更藉此分享上帝的愛。精采見證，

切勿錯過2月號《宇宙光》雜誌。

都寫出來

迪士尼馬桶造型滑水道
何爺爺跳跳屋
歡樂時光



電影
中的
療癒與

希望

ABC
藝文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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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們推出了陳韻琳的《神聖的遺忘：

失去希望，尋回希望的藝術史》這本書，並

開了系列藝術講堂，得到不少讀者熱烈支

持。今年，陳韻琳為大家獻上許多人喜愛的

電影講堂。

「饒恕的七個面貌」這個談不完的話題，

是本次系列講座首先要探討的主題。陳韻琳

舉出一些頗受好評的電影故事，雖是虛構情

節，卻真實代表了我們的心境。透過故事解

析，探討人生中的遺憾該如何找到出口。

「療癒與希望」是第二個講題。受了傷的

心，你是否看見它所造成的影響？不論是一

點小小的失落，或是你想徹底遺忘的經歷，

透過故事，讓我們喚醒自己人生故事中遺落

的心情，進而真實面對，藉由信仰找到全新

力量。

第三個講題是「英雄：平凡中見偉大」。

你曾否發現自己生活周遭的英雄人物？他們

沒沒無聞，所作所為也不會登上媒體受到表

揚，然而，他們卻為身邊的人帶來改變與幸

福。這是一堂引導我們發現幸福的課程，透

過幾則感人的電影故事，讓我們沐浴在人性

的陽光中。

最後一堂課「我是誰？」則是我們每個人

的終極課題。生命歷程不斷變化，但我們該

抓住什麼？又該做什麼樣的心靈翻轉？要如

何珍愛自己，並以真實自我面對他人？

3月是春天的開始，且讓這門春天開始的

課程「電影中的療癒與希望」，為你帶來美

好全新的生命季節。D

電影中的療癒與希望

課程詳細資訊

請見宇宙光官網：

報名與詢問專線：

02-2363-2107分機302王曉春姊妹

書籍編輯／王曉春

冬天，給人的感覺，總是蕭

瑟、寒冷、暗沉；低溫，不僅讓

人身體寒冷，心情好似也跟著

凍結……；然而，當你用新的眼

光，突破自以為的框架，邁開腳

步勇敢出發，一種全新的感知，

會讓你忍不住讚歎――原來，冬

天也可以這麼美麗！

依品凡一如往昔，美麗輕盈地

出現在宇宙光，與熱切期待她分

享的讀者，共度一下午好似跟著

她一起去旅行的美好時光。點滴

有趣的行程回憶，實用的旅行攻

略，如果你喜歡旅行，你真不能

錯過《日本冬季行旅》這本書。

會中，依品凡隨著ppt的精采

照片，分享她冬天到日本旅行的

腳蹤，從東京到仙台、高崎、輕

井澤，特別選在聖誕時節出發，

展開追「光」之旅，原來入夜之

後的日本冬天，璀璨燈飾登場，

美得令人感動莫名。

身為基督徒，依品凡「旅行」

從來都不只是「去玩」，而且

有一位最棒的「旅伴」隨時陪

伴左右，可分享、可傾訴、可頌

讚。因為旅程時間點正值聖誕

季節，依品凡特別安放了一個

有趣的巧思，以「禮物」的概念

貫穿全書，每一篇結尾，都有

一個上帝要給你的「禮物」，就

像keyword把每篇的核心意涵點

出，讓人會心，也讓人印象深

刻。這本書就記錄了45則關於心

靈禮物的遊記。

「旅行」也是我的愛，很開心

擔任這場分享會的主持人，也是

FB小編的我，雖然得全神貫注

緊盯直播鏡頭，但不時被內容觸

動，懷著下一趟旅程也可以這樣

規劃的期待，邊工作邊織夢，是

不是挺美的！D

編按：

歷史枯燥嗎？當年代、地名不

再只是課本上的數字與名詞，

當生命與生命跨時空中相遇，故

事，就此展開。除了參加古蹟之

旅、親探歷史走過的痕跡，「看

古蹟，學歷史」系列課程，更可

以讓您輕鬆縱橫古今中外，且聽

魏老師講故事囉！

2018年6、7月間，第四十二

屆聯合國世界遺產會議在波斯

灣巴林舉行，會中通過將日本

「長崎地區隱藏的基督教遺址」

（Hidden Christian Sites in the 

Nagasaki Region）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使得日本基督徒作家遠藤

周作的著名小說《沉默》再次引

發熱烈討論。長崎不再沉默，歷

史不再隱藏。

世界遺產由聯合國教育、科學

與文化組織（簡稱教科文組織）

主辦，從1978年開始，每年甄

選、登錄數目不一的世界遺產，

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和兼具

以上兩種性質的複合遺產。1978

年獲選的第一批世界遺產共十二

項，包括四項自然遺產、八項文

化遺產，前者如美國的黃石公

園，後者如德國的亞琛大教堂，

都在名單之列。

中國於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

公約，1987年有了第一批六項世

界遺產：泰山、長城、北京及瀋

陽的明清宮殿、敦煌莫高窟、秦

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其

中除泰山為複合遺產外，其餘皆

為文化遺產。至於最近入選的

名單，則為2017年增添的鼓浪嶼

（文化）和可可西里（自然），

以及2018年最新登錄的貴州梵

淨山（自然），使得中國的世界

遺產累積到五十三項，僅次於義

大利的五十四項，高居世界第二

位。

目前，世界遺產總共有1092

項，包括文化遺產845項、自然

遺產209項、複合遺產38項，其

中不少與基督教歷史有關，提供

我們一條看古蹟、學歷史的途

徑。下面按照基督教歷史發展的

先後順序，舉例說明：

由以色列申報的米吉多、夏

瑣、別是巴等聖經考古遺址，於

2005年登錄成功，就是與舊約聖

經有關的世界遺產。

與新約聖經有關的世界遺產則

包括：由巴勒斯坦提報的伯利恆

主誕堂，於2012年通過登錄，但

也同時列入瀕危名單；約旦境內

的耶穌受洗處；愛琴海中的拔摩

島，包括使徒約翰寫〈啟示錄〉

的洞穴，以及為記念約翰而建的

修道院，由希臘提報，於1999年

獲得登錄；〈使徒行傳〉記載福

音由腓立比傳入歐洲，腓立比遺

址也在2016年進入世界遺產之

列。

從這些例子看來，世界遺產也

在為聖經做見證――聖經記載的

地方，不是烏有之鄉，而是真實

之處。

之後，無論是歐洲的基督化、

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摩拉

維亞教會的宣教運動、天主教在

亞洲的宣教歷史等重要歷程，都

可以從世界遺產名單找到對應項

目。

透過史蹟，還原事蹟，強化信

仰根基。世界遺產不僅是教會歷

史的有力見證，更是「看古蹟，

學歷史」的最佳途徑。D

原來，冬天
也可以這麼美麗！

看古蹟，學歷史

馬禮遜學園•副祕書長／魏外揚

主廚推薦

外展部／王琳梅

念念念唐詩

聽說過星二代、富二代，沒

聽過宇三代吧！可厲害囉！

話說某天，林哥的寶貝孫女

念念，有模有樣地點頭晃腦，

做啥呢？哇！背唐詩呢！才兩

歲半，還懂得做ending pose 

哦！

（光譜記者小水壩報導）

家有鮮事

活動剪影

――依品凡新書發表會心情筆記

為了參加1月20日依品凡在基

隆「見書店」的新書分享會，主

日崇拜結束之後，我坐上捷運，

在台北火車站轉搭火車，很快就

到了基隆。走出火車站，驀然發

現在記憶中陰沉沉、灰撲撲的雨

都，現已搖身一變，成為活力十

足的港灣城市。

在日本，春天有櫻花，夏天有

煙火，秋天有紅楓，那麼冬天

呢？這一次，依品凡要帶我們去

看日本冬季絕美沉靜的自然風

光，夜晚霓虹燈飾如何點亮旅人

的心。

2016年，足利市花卉公園以

「光之庭園」為主題，從全日本

數千個展覽會場中，脫穎而出

贏得「燈飾賞」第一名。在「光

之海洋」，看著天和天上的星，

海和海中的倒影，海水輕輕地

唱著歌，海面閃動奇妙的光，所

有的動物，不論是天上的、地上

的、海中的，都其樂融融，沒有

悲哀、沒有眼淚、只有歡喜、快

樂、感謝和讚美。這，就是上帝

所預定的世界結局。

「在教堂結婚會幸福喔！」這

句話讓輕井澤的教會成為浪漫

婚禮的象徵。輕井澤是有名的度

假勝地，但是吸引依品凡來到這

裡的原因在於，這裡是歐洲宣教

士最早在日本建立教會的地方。

二十世紀初的思想家內村鑑三

說：只有在大自然，才是真正祈

禱的地方。石之教會以這個理念

為核心，把石頭、光線、流水、

綠樹等自然元素，與浪漫婚禮結

合在一起。

以這種感情來描寫途中一草一

木，一景一物，一棵枯樹，一座

池塘，一片雪花，一列火車，一

間教會，一個平安夜，以及每一

盞把冬天的夜點綴得五彩繽紛的

燈光！願你我一起來感受日本冬

季行旅之美。D

在見書店遇見依品凡 書籍主編／金薇華

 

        至高之處
    義大利教堂藝術巡禮
● 課程簡介：
熱愛教堂藝術的戴佳茹博士，精選義大利知名大教堂，不只能欣賞令人

讚歎的教堂藝術作品，更引人進入基督信仰的世界。

● 上課時間：3~10月第二週或第三週，週六下午2:00~4:00

● 課程收費：單堂400元，八堂優惠價2880元( 2/15前報名，早鳥優惠2700元 )

● 報名專線：02-2363-2107轉302王曉春姊妹  

● 傳真報名：02-2363-9764

● 上課地點：宇宙光韓偉廳    線上報名

2019
藝文講堂 

陳韻琳2019最療癒講座

腓立比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