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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從海的那一端傳來友人的緊

急求助信：「我17歲的兒子又不肯

上學了，他說感覺積聚的能量已用

完，害怕去學校，想將自己關在房

間裡獨處。希望自己和世界變成心

目中的完美，但知道不可能，做不

到也放不下，決定毀滅自己。我不

斷跟他溝通，後來他願意為了媽

媽，在滿18歲後才實施毀滅，期間

決定待在家裡不上學。……我試了

許多資源都沒有什麼幫助，包括聽

許多親職講座，越聽越覺得自己根

本離那樣的狀態很遠，更挫折。」

這樣的呼求，這些年從世界不同角

落的華人圈不斷傳遞出來，好辛苦

的中生代啊！

2017年，衛福部委託台大醫學

院精神科高淑芬教授做的報告中

指出：台灣近三分之一的兒童有心

理健康問題或精神疾患，需要專

業評估協助；3.1%兒童半年內有

輕生念頭（特別在都市化程度高、

社經地位低的兒童特別明顯）。根

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在2018年進入

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比率超

過14%）；2022年總人口數為負成

長；2026年邁向超高齡社會（65歲

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率超過20%）；

2027年人口紅利（意指工作年齡人

口15～64歲占七成以上）消失。另

外，衛福部公布近六年老人保護通

報案件，從2013年3624件，激增至

2018年7745件，也就是平均每天超

過21件。根據分析，老人遭受兒女

虐待之通報案件數增加最多。

以上這些數據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有一群壓力破表的中生代。

中生代活在破表的壓力下，又

未得到紓解和支持，他們的上一代

和下一代自然遭殃！如同河流上游

若是遭到汙染、未獲整治，中游和

下游必定逃不了悲慘的命運。馬太

福音七章18節：「好樹不能結壞果

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上有高

堂、下有兒女的中生代非常需要全

人的關顧，才能成為越來越健康的

人，畢竟我們都渴望能夠真正享受

陪伴高堂和兒女的每一天。「享受

陪伴」這個系列就是因應這個渴望

而生，盼望今年能夠從不同的角度

來探討什麼是「健康的陪伴者」。

前面提及海外友人對孩子的憂

慮，是一般父母都會有但也是無效

的反應，因為當我們無法相信上帝

既然會看顧飛鳥和花草，自然也會

看顧我們和我們所關心的人時（馬

太福音六章25～26、28～30節），

就會被恐懼消耗掉我們專心做該

做之事的能量。新約學者巴克萊認

為：錯誤的憂慮會使人將精力放在

不必要的事情上。所以，馬大錯了

（路加福音十章41節），因為當時

耶穌需要的不是大餐，而是赴十字

架前的寧靜陪伴。我們是否也常因

自己無謂的憂慮，而無法體會關心

之人真正的需要？

能夠享受陪伴者身分的人，必是

已將憂慮卸給上帝（彼得前書五章

7節）。驅除憂慮，在於了解且相

信我們不是孤立無援，乃是有上帝

和我們同在同工。

盡全力是本分，不焦慮因為信

任――信任全能且愛你的上帝一

直陪伴著你。讓我們一起為所愛的

人，學習作一個盡力但不憂慮的陪

伴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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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我們來了！

盡力卻不憂慮的陪伴者

總幹事的話
葉貞屏

去年9月28日，我從宇宙光志工總幹事的職位

上退休，但仍然以志工身分參與投入宇宙光需

要我做的工作。

宇宙光的事工從1973年9月開始以來，我就

始終以志工身分，投入宇宙光需要我、或我能

力所能承擔的任何工作。在宇宙光的日子過得

飛快，不知不覺四十五年六個月的時間，就在

一眨眼間不見了。在這段漫長的期間，我也因

工作的需要，在宇宙光各項不同的職稱、工作

上，承擔了一些不同的職分與服事，但始終不

變的是志工的身分。如今從總幹事的職位上退

休，但志工的身分卻始終不變。我仍然每天早

上八時以前到宇宙光，參與同工晨更靈修，然

後回到辦公室，看許多看不完的資料檔案，做

一些我比較能承擔或同工需要我協助的工作，

快樂逍遙直到下午六時左右回家，心中輕鬆快

樂無比。

不料退休以後，白培英董事長卻因年長體

衰，堅辭董事長職位，承蒙董事會錯愛，令我

承乏出任董事長。老實說，這個職分完全不在

我原先想像規劃之中。幾經堅辭，卻仍然無法

找到合適人選；正在躑躅難以解決之際，復因

新任總幹事葉貞屏老師的夫婿，在去年12月

中，突染重症，危在旦夕，必須妥善照顧。在

這種緊急危殆的情況下，陪伴葉老師幾天之

後，我終於決定以志工身分，暫時承擔董事長

的職分工作。在這一段短短幾天緊急思考的時

間內，我更清楚地認定，志工是一種身分，是

一個隨時隨地把自己身心靈都準備好了的人，

哪裡有需要，便可立刻應承：「我在這裡，請

差遣我！」然後憑信心承擔該承擔的工作與責

任。

回想過去一生，其實這種思考一直是我的

人生觀與價值觀。人生在世，首先要知道的問

題便是：「我是誰？」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

己是什麼，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該做什麼！

人活著，是要活出「是自己」的意義與價值，

也就是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所說要有

「Courage to be」是自己的勇氣！

我是一個志工！是一個活在上帝恩典旨意

中，被上帝選召，在華人文化歷史中，藉著文

字、社會參與、教育訓練工作，事奉上帝、向

華人傳福音的人。這樣的身分，何等榮耀尊

貴，事奉的動力因而永不衰竭枯萎。越事奉

越喜樂、越事奉越甘甜。人生在世，能找到一

個獻身事奉的祭壇，歡然獻上自己，是何等有

福。

在宇宙光的日子，一晃眼就過去四十五年

六個月。從三十五歲的壯年，到八十一歲的老

年，周遭的環境以及身邊的改變，委實令人

驚異難猜，但上帝國度中志工的榮銜，是永不

改變的。摩西在〈詩篇〉九十篇12節中如此祈

禱：「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

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感謝主，回頭一看，過往

的日子充滿恩典賜福；面對未來挑戰，深信我

們的上帝必賜下智慧能力，一路引領在前。

經過這一番折騰，我終於徹底明白了解，在

上帝的國度中，我是一個志工，至於志工要做

什麼、志工的職分是什麼，這些問題上帝早已

計劃好了，根本不勞你我費心。

因此，面對來勢洶洶的2019年，我們才敢憑

信心大聲宣告：

「2019，我們來了！」D

■全豐學園招生與授課

全人豐盛生命培育學園2019年度上學期將於3月9日開學，

預計3月將陸續開辦六門課程：晏涵文「全人性教育」、

孫寶年、蕭寧馨「食品與營養」、錢玉芬「健康家庭經

營」、林一真「人格與健康」、林治平「全人生命事奉的

建造」、葉貞屏「人類發展」。請為全體師生在課堂專業

與生命陪伴上，有上帝的智慧與恩典同在禱告；特別為專

程組團來台上課的大陸學員禱告，求主開路，讓他們能順

利取得簽證、來台進修。也為本學期開課前最後一波宣傳

禱告，讓上帝所預備、提名選召的人，一個也不錯過。

■外展部同步籌辦之多項事工

感謝主，經過組織架構重整，雖然外展部變動比例最大，

但同工與事工均在摸石過河中漸上軌道。惟目前正同步展

開：中文聖經和合本100週年掛圖製作（含禮品製作、奉獻

推動）、馬禮遜學園開幕、關東古道行，事工繁重且時效

緊迫，請為相關同工禱告，有夠用體力與創意、耐心與細

心、忙而不亂完成上帝託付。

■2019復活節專刊製作與推廣

宇宙光2019復活節專刊《耶穌復活，與我何干？》正緊鑼

密鼓製作中，請為雜誌團隊編輯排版過程順利、出刊之後

有好的行銷推廣、企劃贈送專案能順利把福音送到每個生

命渴望從死裡復活的人手中禱告，盼望藉著復活節專刊所

到之處，每位讀者都能與耶穌相遇、生命得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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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目 終身志工／林治平

2019年度 年度目標  1/16~2/15
實收金額

1/1~2/15
累計金額

達成率
1/1~2/15

收支累計餘絀

營業收入  23,770,000  755,700  882,478 3.7%
-165萬

奉獻收入  39,230,000  2,167,002 2,768,54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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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奉獻預算 1/16~2/15
實收金額

1/1~2/15
累計奉獻

整體事工  26,830,000  1,382,912  1,808,831 
視聽廣播  1,000,000  2,000  13,000 

全人關懷與輔導
(含關懷熱線)  1,770,000  350,225  371,225 

文字事工(含榮譽贊助訂戶)  1,200,000  65,300  115,300 
雜誌贈閱(含特刊企贈)  2,300,000  2,500  4,000 

生命與歌  100,000  17,800  30,000 
百人大合唱  1,050,000  170,900  188,800 

外展事工(含大陸事工)  900,000  10,5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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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00  12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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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65  98,585 

合計  39,230,000  2,167,002  2,76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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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繡瑱．林佩慧．徐麗慧．許靈芝．彭子欣．趙芸芸．謝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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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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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室

專注正向保能量，上帝恩典勤思量――享受陪伴



 

宣教古道行已成為馬禮遜學

園的年度大事，從「辛亥百年

之旅」開始，到今年的「關東古

道行」已是第八屆，只有2013年

停擺。從一開始好不容易湊到

將近二十人出團，到如今動輒

超過三十人、而且還有名列候

補名單的恐慌，可見這項活動

逐漸受到大眾喜愛與期待。

2011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週

年，為了藉此機會強調基督徒

與辛亥革命及民國發展的關

係，除了製作歷史掛圖、編著套

書、演出戲劇，馬禮遜學園也規

劃了一趟辛亥史蹟之旅，就此

踏出古道行系列第一步。

這些年來，我們辦過2011辛

亥（香港、廣州、武漢）、2012

福建（福州、廈門）、2014華

西（四川）、2015江南（蘇杭、

南京）、2016湖山（洞庭湖、廬

山）、2017齊魯（山東）、2018

晉陝（山西、陝西）等行程，

今年的關東古道行則是前往東

北。中國夠大，宣教歷史夠多，

足夠我們的企劃不重複，年年

踩踏新路線。

有位大陸導遊稱我們是「非

典型旅行團」，一語中的本團

特色，因為我們的行程和定點

（可能稱不上景點），有時連資

深導遊都不知道在哪裡。我們

的原則是：著名、必看的景點固

然不能錯過，與宣教歷史有關

的教會、神學院、醫院、學校、

紀念館、墓園，更是不可少的參

訪重點。

旅途中，團員身體不適或不

慎脫隊在所難免，也曾經歷較

嚴重的突發事件，例如有人突

然中風――感謝天父眷顧，結

果有驚無險、處置得宜，沒有

造成更大遺憾。

祈求天父繼續指引古道行的

方向，保守我們出入平安，從旅

行中感受天父對華人的愛，看

見前人宣教留下的遺跡，也提

升我們自己參與宣教的熱情。D

步步精心，步步驚奇

2005年，宇宙光成立外展部，

由林治平擔任執行長、黃榮勇

為主任，加上盧文珍、蔡佳吟、

王琳梅三位姊妹組成五人團隊，

全心經營宇宙光對外福音外展

工作。雖說部門2005年才正式

成立，但2004年12月「愛心合唱

團」就已成軍，並應福州大學之

邀赴陸，合辦一場別開生面的

「以歌會友」音樂會，為外展事

工跑出第一棒。

一向以解決華人文化與基督

信仰衝突與融合為使命的林哥，

時值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紀念

（2007）即將到來，特帶領同工

全力投入相關講座、研討會與

紀念文集出版事宜。林哥一開始

就精心籌劃七十本學術論文、

傳記、繪本專案，預算高達一千

萬元，嚇得大家直呼不可能！林

哥卻信心滿滿，深信神既親自帶

領，就必親自成全――奇妙的主

果真成就大事，一年後，套書如

期出版，還製作了183幅大型掛

圖。2006年澳門華福會首展，立

刻引起廣大注意，接著便開始全

世界跑透透的歷史圖片巡迴展。

就這樣，教會歷史研究儼然成了

宇宙光的經典招牌。

未幾，已故的農復會主委沈

宗瀚先生夫人劉廷芳女士，將台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住屋捐贈

宇宙光，作為華人宣教歷史事工

專用。遙想沈先生在宇宙光成立

之初，曾就華人文化與基督信仰

之疑問請教林哥，沒想到日後竟

成為上帝帶領這項事工的明證。

2008年，正式將此基地與事工命

名為「馬禮遜學園」，上帝的作

為實在叫人驚奇。

步步經歷，步步驚豔

外展部成立十餘年來，事工

與人事都有不同發展與變動，除

了原本的愛心合唱團、馬禮遜學

園、海外事工，又增加了黃小石

博士巡迴講座、師曠知音雅集國

樂團、社群網路經營；2012年，

公關服務部併入外展部，送炭社

會關懷、夥伴教會、媒體公關、

光譜月刊也由外展部接手規劃。

棟良此刻正好從教會牧職「回

鍋」宇宙光，接任馬禮遜學園工

作，一時之間整個部門好不熱

鬧，事工、同工彼此相輔相成，

在笑聲和淚水中一同經歷、成就

許多不同凡響的工作。

這幾年，除了2006「馬禮遜入

華二百週年歷史圖片展」，宇宙

光又陸續策展2011「印尼華人基

督教宣教歷史」、「辛亥百年與

基督徒」、2015「馬雅各入台宣

教一百五十週年」、2017「馬丁

路德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相關歷

史圖片展、出版、講座，還舉辦

好幾場大型舞台史詩劇場，由愛

心合唱團與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

聯手演出，配上燈光、多媒體效

果，讓人驚豔之外，也讓我們對

上帝的信靠越深。

走過四十五年的宇宙光，由葉

貞屏老師接任總幹事，再次呈現

事工新組合，送炭社會關懷劃

歸關懷輔導部，外展部另增加公

關、客戶關懷、數位媒體，都是

全新的事工開展，是壓力也是挑

戰。我想起2016年接任外展部主

任職務時，戴德生的一句話一直

深烙在我心中：「我們需要的並

非偉大的信心，而是信靠一位偉

大的神。」這是上帝所賜機會的

風，是經歷上帝帶領乘風破浪的

機會。

今年，是中文和合本聖經出版

一百週年，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一百週年紀念；一是華人教會

大事，一是華人文化社會大事。

1919年，上帝的手在華人世界

行了大事；2019年，外展部再次

總動員，籌劃「上帝說華語――

聖經中譯與華人文化歷史圖片

展」。每一次又大又難之事，就

是我們經驗上帝神蹟之際，怎不

叫人又期待又興奮呢！D

外展部主任／李棟良

第　版 部部皆精心

「送炭」意即雪中送炭。1977年，宇宙光深感關懷社會需要具體

的行動，選擇在每年5月發起送炭活動，向社會大眾募款，將善款

捐給需要的社會團體，包括育幼院、泰北難民、晨曦會、邊緣少年

等。2007年起，「向陽兒童愛提昇計畫」透過全人關懷，經由心靈

輔導、知識成長、品格塑造三大工程，幫助弱勢兒童身心靈健壯。

2018年，更擴大服務對象到少年，改名為「兒少愛提昇計畫」。

有個孩子因為生病，手僵硬，仍在音樂品格課中努力按弦學習。

同學問：「老師，他彈的姿勢怪怪的？」但他並不以為意，只切切

盼望能一直上課，學到畢業。

每筆愛心捐款、捐贈發票、全新物資、辦義賣會……，點點滴

滴都為建造陪伴孩子茁壯。從向陽到兒少，無數弱勢家庭孩子受

惠。教學營隊啟發孩子潛能並加以栽培；贈送優良讀物、陽光故事

CD，透過生命教育，建立價值觀，培育好品格。

近年來，虐童事件時有所聞，中生代面對上一代高齡化的責任、

下一代少子化的教養，處在極大壓力下。有鑑於此，2019年起，

「兒少愛提昇計畫」再做調整，藉由宇宙光開辦「全人豐盛生命培

育學園」回應兒少陪伴者的需要，鼓勵有志於社區、教會、家庭、

學校，對陪伴兒少有熱心的基督徒，進入學園終身學習，提升親職

教養力。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愛提昇計畫多年

來陪伴孩子的生命成長，如今更多走一哩路，願各式課程幫助兒

少陪伴者，找到堅定和愛人的力量。邀請你回應這廣大需要，以禱

告、志工、金錢共襄盛舉，期許祝福長存，世世代代蒙恩。D

光譜月刊  2019年3月

各項事工簡介詳見宇宙光官網，如需進一步連絡，關懷輔導事工請電洽02-2362-7278或電郵CosmicCare@CosmicCare.org；其餘聯絡請電洽02-2363-2107轉440蔡佳吟或電郵Contact@CosmicCa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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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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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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炭，為愛多走一哩路
兒少愛提昇•主責同工／王繡瑱

主 領 日 期 時 間 單 位 性質 地  點
林治平弟兄 3/2(六) 16:30~17:50 台北信友堂雅斤團契 培靈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101號6樓(華神禮堂)

李棟良牧師

3/3(日) 08:00~12:30(三堂) 基隆教會本堂 培靈 基隆市仁愛區延平街11號
3/10(日) 10:00~11:30 長庚養生文化村基督教會 培靈 桃園市龜山區舊路里4鄰長青路2號
3/17(日) 10:00~11:30 平安浸信會 培靈 台北市中正區莒光路13號1樓
3/24(日) 10:00~11:30 中華循理會中和教會 培靈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30巷5號
3/31(日) 09:30~11:30 永和基督徒聚會 培靈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83巷16弄12號

容耀長老 3/10(日) 09:30~11:00 宣道會南港堂 培靈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2巷2號2樓
葉貞屏老師 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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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海良弟兄 3/24(日) 09:00~11:30 基隆市基督徒聚會處 培靈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216號
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 3/29(五) 11:50~13:00 台北榮民總醫院 佈道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中正樓一樓大廳

馬禮遜學園

 副祕書長／魏外揚

話說宣教古道行

延伸外展
1973年，宇宙光成立；1977年，送炭愛心

出發。從台灣到離島到泰北，從育幼院到醫

院到戒毒更生，宇宙光社會關懷持續至今

四十二年！說起送炭，更是難忘孫越叔叔身

影！且讓我們一起回溯宇宙光送炭

足跡、回憶孫越叔叔點滴。

從沒看過宇宙光招牌系列基督教歷史圖片

展嗎？來來來，看到本篇報導的人有福了！

由掛圖設計者李棟良牧師親自為您導覽「馬

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發布500週年歷史圖片

展」，立刻掃描QR code，Go！

結合朗誦、合唱、國樂與多媒體幻燈，2011

《辛亥百年史詩劇場》、2015《馬雅各入台宣

教150年史詩音樂劇》與2018《獻給無名的傳

道者敘事詩劇場》，齣齣動人心弦。精采片

段，與您分享。

ABC
第23期關懷熱線

有無數的求助者在電話中得到幫助，
以喜樂代替憂愁，以盼望代替絕望。
如果你有關懷人並願意學習的心，
歡迎加入我們團隊，
讓上帝使你的生命不再一樣，
朝向全人健康邁進！

凡年滿30歲，重生得救已受洗之基督徒，
對電話輔導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培訓。

洽詢電話：02-2363-2107轉305許姊妹

志工
招募

透過樂音傳唱 分享生命之愛

愛心合唱團：成立於2004年，以「生命故事說唱演」形式，與您一起探
索生命意義，分享生命經驗。足跡遍及台灣各地、中國福州大學、廈
門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北京音樂廳，更曾遠赴東馬、印尼、韓國、
澳洲、美國。
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成立於2014年，團員均為台灣各知名樂團演奏
家，以專業國樂演奏，宣揚基督真理、生命，榮耀上帝。

   歡迎來電邀約聚會，以藝術文化貼近人心，
   透過樂音傳唱，分享生命之愛。

      愛心合唱團：02-2363-2107轉450王琳梅
      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02-2363-2107轉237簡如姬

主領：林治平

日期：3/2(六)
時間：16:30-17:50
單位：台北信友堂雅斤團契

性質：培靈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101號6樓(華神禮堂)

主領：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

日期：3/29(五)
時間：11:50～13:00
單位：台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一樓大廳

性質：佈道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從早期藝術團契戲劇演出，到愛心表演坊，除文字
工作之外，宇宙光更長期致力透過文化藝術交流，
宣揚上帝之愛，傳達全人理念，指示人生道路。

洽詢
電話

外展部同工，前排（由左至右）：蔡依玲、蕭芮吟

後排（由左至右）：盧文珍、吳佩娟、蔡佳吟、王琳梅、

         林治平、李棟良、柯志淑



麥都思要回中國了！這就是我聽到《MISSION TO CHINA》要

譯成中文版時，心中的感覺。

麥都思在東方住了四十年，這幾乎是他整個成年歲月。他一生

的成就包括出版、教育、醫療、社會改革、地方治理、反對鴉片貿

易、翻譯聖經等領域，當然，他也對新教信仰傳入中國貢獻卓著。

另一個不可磨滅的貢獻就是，他當時已成為英國和美國了解中國

和中國人的資訊來源。

麥都思是我的高祖父，但是在我開始研究之前，對他幾乎一無

所知。我從小就跟祖父住在一起，他曾經告訴我高祖父的故事，遺

憾的是當時我並未留心。我在人生相當晚近才決定寫作本書，從

構思到英文版問世相隔五年，對我來說，那是一段學習研究與個

人成長的美妙時光――不僅得以詳盡了解十九世紀前半葉的中國

歷史，也因此認識許多專精中國史和宗教史的學者。很高興知道

本書被世界各地許多大學圖書館收藏。

本書對象是基督徒、中國歷史學者，以及所有以愛情、冒險、犧

牲奉獻及悲歡離合真實故事為樂的讀者；本書背景是一個動盪不

安的時代，而且這個故事深深影響中國與西方歷史的發展。這不

只是一個人的故事。麥都思在前往麻六甲的路上，因為行程耽誤

而在印度認識後來成為他傳教夥伴的太太貝蒂；他的子女以及部

分孫子女，後來相繼與中國交相影響。

1856年，麥都思因健康欠佳而離開中國，1857年1月22日回到倫

敦，兩天後過世。回到英國後驟然過世，或許就是儘管他一生成就

輝煌，卻無法成為家喻戶曉人物的原因之一。期盼《航向中國》一

書能喚起世人注意，稍微彌補此一缺憾。D

（節錄自《航向中國》中文版序）

2019年國際書展已經在2月17日熱鬧落幕囉！今年基督教出版機

構仍採聯合參展模式，沙龍講座也各自端出最精采的主題、請到

最熱門的說書人，宇宙光第一棒，不用說，當然與今年最夯的聖經

翻譯主題有關囉！

那～～～麼巧，2019年竟然恰好是和合本聖經發行100週年、

五四運動100週年、馬禮遜翻譯聖經200週年紀念哩！

不騙你，歷史真的一點也不嚴肅，聽過教會歷史

學者魏外揚老師說故事的人都知道！不然，書展那

天怎麼會座無虛席呢？還沒聽過的人，快來「補課」

囉！放心，不會抽考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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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光雜誌自2014年開始，每

年推出復活節專刊，迄今進入第

六年，仍是華人世界唯一專論復

活的刊物。感恩的是，許多人告

訴我們，因為復活節專刊，更深

刻認識了耶穌復活的真義。

2019年我們直指核心，以「耶

穌復活，與我何干？」為主題，

直接進入復活的思考，以及復活

對人類的重大影響。今年專刊

的第一部分以座談會形式，邀請

四位學有專精的學者，從不同專

業角度解讀「耶穌復活，與我何

干？」。

新竹新恩堂牧師、清華大學生

命科學系講座教授潘榮隆從自然

科學的角度，說明人類死亡的定

義，以及細胞死亡的兩種形式，

揭開耶穌死亡三天後再復活的真

相，以及聖經中所有關於復活記

載的核心意義。

淡江大學副教授戴佳茹專精復

活與藝術的關係，她以一句簡潔

而幽默的話直揭主題：「如果耶

穌沒有復活，歐洲各國的旅遊業

將進入大蕭條――因為大部分藝

術，都與描寫耶穌復活有關。」

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助理

教授張聖佳則從「最終的正義」

（Ultimate justice）角度，闡明如

果耶穌沒有復活，最終的正義就

不可能實現，人類所有盼望與價

值觀，將徹底崩潰。

台大醫學院精神科專任副教

授、台大醫院商志雍醫師，從救

恩論與末世論的角度，說明救恩

歷史（Historia Salutis）與救恩次

序（Ordo Salutis），以及基督徒

的兩個復活――現在的復活與將

來的復活。

除了嚴謹的論述，專刊第二部

分特別邀請莫非、李貽峻、陳韻

琳、許書寧、顧華德、袁皖君等

多位名家，以大家談的形式，書

寫他們生命中的復活體驗。

專刊第三部分「復活多面

向」，內容包括文學、音樂、電

影與見證，讓整本專刊的面向更

加多元。

2019年復活節，邀請你一起

來談談：「耶穌復活，與我何

干？」D

說起編輯，我認為聖經裡的

編輯都偉大得不得了，因為他們

書寫與編輯的，是上帝吩咐他們

的。

〈出埃及記〉二十四章1至4節

如此說：「耶和華對摩西說：你

和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色列

長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這

裡來，遠遠的下拜。……摩西下

山，將耶和華的命令、典章，都

述說與百姓聽。……摩西將耶和

華的命令都寫上。」

可以明顯看出，這段記載的編

輯程序，包括了田野、記錄與書

寫。因此，摩西的編輯台上，真

正的老總是上帝――真希望我們

也能有這樣的福分。

三月號雜誌，以聖經為主題。

根據世界聯合聖經公會統計，聖

經自從出版直到今天，共有大約

一萬四千多種不同語言的版本；

新約部分，就有大約五千三百種

版本。在人類出版的古書中，聖

經占有最多不同語言翻譯版本，

發行量累積已超過四十億本。

目前，每年依然出版超過三千萬

本以上，絕對是全世界最暢銷的

書。

這樣的數字，說明了一個事實

――聖經是影響力最大的書！但

是，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聖經呢？

包括基督徒在內，能說得出兩種

以上的聖經版本差異嗎？比如

說：「和合本」和「新譯本」有

什麼不同？又比如：「思高本」

和「現代中文譯本」有何差異？

2019年是中文和合本聖經發行

一百年的日子，宇宙光特地製作

掛圖展、出版專書介紹，三月號

雜誌「聖經百年」專欄〈上帝說

華語――聖經中文譯本的故事〉

一文，以及「宇宙光書齋」簡介

《航向中國――英國傳教士麥都

思與東西文化交流》一書，都與

聖經百年有關。

仔細思想，其實，聖經第一代

譯者，應該就是摩西吧。編輯，

真是有趣。D

雜誌主編／瞿海良

雜誌主編／瞿海良

雜誌瞭望台

新書登場

文／約翰•哈勒戴（麥都思的玄孫）

航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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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棵樹的夢想
作者：愛蓮娜•芭斯卡利 出版：宇宙光
繪者：蘇菲•溫德韓
定價：260元 特價：205元

當祂在十架上
――與侯活士默想基督最後七言

作者：侯活士 出版：基道
定價：290元 特價：229元

當祂甘願被掛在木頭上
――默想十架下的11個相遇
作者：包衡、哈特 出版：基道
定價：480元 特價：379元

與祢同行――默想十架苦路
作者：盧雲 出版：基道
定價：290元 特價：229元

為這星期五感謝神
――於現今世代再思十架七言

作者：韋利蒙 出版：基道
定價：340元 特價：269元

耶穌難解之言――猶太背景新亮光
作者：畢維恩
出版：夏達華研道中心
定價：460元 特價：363元

精選好書79折
即日起至4月30日

復活節主題選書
耶穌復活，與我何干？

如果耶穌沒有復活，這世界會怎麼樣？

你我的生命又會是何種景況？

耶穌復活，
  與我何干？

ABC2019復活節專刊搶先看

――英國傳教士麥都思與東西文化交流

作者：約翰•哈勒戴  譯者：顧華德
定價：480元      書號：NB021

和合本聖經
    100年的故事

光譜記者／小水壩

  ABC2019
線上國際書展

最齊全的
宇宙光雜誌、書籍、視聽、禮品

香港基道書籍

全面優惠
即日起到3/31止

 請即刻上網！

基督的復活：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14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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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9日，戴繼宗牧師應邀

來到宇宙光年度退修會，以「起來，建

造神的家」為主題，給予全體同工來自

上帝的提醒、勉勵與祝福。

在這新舊總幹事正式交接的歷史時

刻，為何特別邀請戴繼宗牧師擔任講

員，又訂下「起來，建造神的家」為主

題呢？甫於1月底卸任的靈修小組前任

召集人蔡佳吟，在籌備過程中有極深

刻的經歷，特邀為文〈起來，建造神的

家〉，與您分享上帝的奇妙帶領與預

備。

黑門山百人團

兩天四堂的主題分享，戴牧師以華

人基督徒較為陌生的美國麻州的「黑

門山百人團」作為開場。1886年7月，

慕迪招聚251位大學生，為他們舉辦為

期一個月的靈修營，並特別邀請當代

對美國宣教最有影響力的畢爾遜牧師

擔任講員。

營會最後一週，講員對學生發出

「獻身海外宣教」的挑戰，結果，營會

結束時不但有100人回應呼召，更就此

掀起一波波獻身浪潮。1888年，僅僅一

年半，超過2100位大學生領受呼召，

正式成立「學生志願宣教團」，持續影

響後來的學生獻身宣教運動，直到如

今。

四個聖經人物的榜樣

話鋒一轉，打開聖經，戴牧師分別

從大衛、但以理、施洗約翰與迦勒，帶

領同工一起查考聖經人物的榜樣：

大衛：〈撒母耳記上〉十七章，記錄

大衛四次提到耶和華永生神的名，從

中看見大衛不僅關切神的榮耀、經歷

神的塑造、倚靠神的大能，更是時時

不忘宣揚主名的人。

但以理：〈但以理書〉一章，記載

但以理除了有天國的視野、僕人的心

志、全人的見證、聖潔的生活、不妥協

的立場、職場（事奉）的卓越，更有終

身忠心的見證。

施洗約翰：〈約翰福音〉三章27～30

節，透過這段經文，見證施洗約翰的

年日雖短，卻是領受主恩、蒙主所差、

稱為主友、聆聽主言、享受主樂、榮耀

主名的一生。

迦勒：〈約書亞記〉十四章6～15

節、十五章13～14節，生動描述老當益

壯的迦勒，終其一生，與上帝之間真誠

的跟隨、篤信的跟隨、得勝的跟隨。

心連心，手牽手，一起前行

「大衛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

中有神；願世人也都知道在宇宙光有

神！」兩天下來，戴牧師的分享不僅讓

同工深受感動，他的禱告也深深挑戰

同工：

當「黑門山百人團」在那個世紀交

替的當口，成了慕迪口中「站在破口之

中的年輕人」；今天的宇宙光，是否也

有能力成為站在生命破口之中、回應

時代需要的機構呢？期勉。

退修會雖然畫上句點，震盪持續在

心中激盪。礙於篇幅，本期先行刊登

彭子欣〈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還在〉

的深刻領受，其餘分享下期待續。D

（光譜主編柯志淑報導）

書籍主編／金薇華

2018～2019年對宇宙光來說別具意

義，一方面我們已經走過四十五年，另一

方面則是新舊總幹事交接。

當靈修小組在2018年初準備籌辦2019

退修會時，我們便不斷禱告，尋求上帝

要給宇宙光的年度主題與講員。禱告思

想，思想禱告，有一天，腦海突然浮起

「戴德生」、「內地會」，意念一直縈繞

不去。

從上帝感動戴德生建立內地會，至今

已超過一百五十年，這個蒙神賜福的機

構，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為主發光發熱，

是什麼力量讓他們永續經營呢？宇宙光

在過去四十五年，靠主恩典也經歷許多

高山低谷、艱辛困難，學習許多信心的功

課；面對新的挑戰，我們如何走得更穩

健、更長久？戴德生（內地會）的宣教精

神，正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如果能邀

請戴德生的第五代孫、戴繼宗牧師來培

靈就太好了！

將此意念與接任總幹事葉老師分享，

也得到葉老師的認同支持。但問題來了，

戴牧師住香港，事工非常忙碌且世界各

處跑，能邀請到他嗎？

沒想到2018年春，戴繼宗牧師來信，表

示想將珍藏的宣教書籍捐贈給馬禮遜學

園作為館藏。哇！會不會太奇妙了！是戴

牧師自投羅網啊！

更奇妙的事接著發生，2018年5月，研

究內地會的黃錫培老師將藏書從西雅圖

寄給馬禮遜學園典藏，其中有部分要轉

給戴牧師。聯繫時，得知戴牧師已回台定

居，趁他來宇宙光取書時，邀請他擔任

講員。感謝主，戴牧師2019年1月原本海

外行程滿檔，1月8、9日竟然正巧有空，

上帝真是太奇妙、太愛我們了！

同工常說宇宙光是家，是神的家，也

是我們屬靈的家，要守護這個家，需要

大家同心建造！「起來，建造神的家」，

2019年度退修會的主題與講員，上帝都

為我們備齊了，我們只管享受神預備的

盛宴吧！D

2019宇宙光藝文講堂

【至高之處：義大利教堂藝術巡禮】

時間：2019年3～10月第二週或第三週，

   週六下午14:00～16:00

收費：單堂400元（八堂優惠價2880元）

洽詢：02-2363-2107轉302王曉春

         線上報名：

【至高之處：義大利教堂藝術紀實影像展】

時間：2019年3月9～23日，10:00～17:00

   （週日不開放）

地點：宇宙光關懷空間

【專題演講 1：油畫的故事】

講員：王公澤（奧克蘭大學藝術創作博士）

時間：2019年3月16日（六）10:00～11:30

【專題演講 2：教堂的彩繪玻璃藝術】

講員：王俊傑（藝術玻璃創作家）

時間：2019年3月16日（六）14:00～15:30

地點：宇宙光韓偉廳

洽詢：02-2363-2107轉530金薇華

         線上報名：

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還在

主廚推薦

此次退修會，戴繼宗牧師從大衛、但

以理、迦勒、施洗約翰四位聖經人物來

分享，特別在提到但以理終身忠心服事

時，我內心像被投了顆石頭般起了陣陣

漣漪……

當時我正面臨第四次諮商心理師國

考，還要不斷對付內在因前三次考試失

利而不時出現的負向意念，甚至懷疑上

帝是否真的賜福、帶領我走諮商這條

路。服事、讀書、工作雖然如常進行，

但某個程度來說，我好像也在透過忙碌

來掩蓋面對考試的壓力。以致於，當教

會領袖要我1月暫停服事、全力衝刺考試

時，內心壓力更加劇大，也讓我不得不承

認，自己其實對於過去考試失利依然在

怪罪上帝。

但讀到〈但以理書〉一章21節「到古列

王元年，但以理還在」，我不禁思想，被

擄到異鄉的但以理，在環境感覺一點都

沒有盼望時，如何堅持上帝在他生命中

的帶領？如何倚靠信仰，使他可以一生

約七十年都在王宮為主做見證？就如戴

牧師所說：「很多人有好的開始，不多人

有好的結束。」信主後短短幾年也時有

耳聞，有些資深基督徒也會因不同緣故

難以奔跑到底，何況是剛出來服事的我，

在這短短期間內就因為考試、環境、事

件，逐漸消抹掉自己對服事的熱情。

感謝主即時透過退修會提醒我，就像

林哥一開始以〈彼得前書〉二章9節提

醒，我們的身分是「被揀選的族類」、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更是「屬神的子民」，這是在任何環境中

都不可忘記的。

再次期盼今年用屬神的眼光來看待自

己大大小小的服事，誠如林哥所言：「因

這不是犧牲、奉獻、捨棄，而是更清楚

『我是什麼』，與認定『生命中之所是』

的重要經歷。」D

關輔中心／彭子欣

義
大
利
教
堂
藝
術
巡
禮

出發！
面對近年社會急遽變化，婚姻、家庭價值崩解，

青少年成癮問題……，基督徒如何迎接未來更艱

鉅的挑戰呢？歷經兩年多的籌劃，一群深具負擔

的教育工作者，領受〈約翰福音〉十章10節「我

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為異

象，一致的方向是：回應上帝呼召，精準回應世代

挑戰，務實裝備全人教育，為此定名為「全人豐盛

生命培育學園」（簡稱全豐學園）。

這個世代有一群壓力爆表的「中生代」（三明

治時代：上有高堂要照顧，下有兒女須撫養）。然

而，兒少需要全人越來越健康的成人陪伴。如同受

汙染的河川整治，源頭乾淨了，整條河川也就乾淨

美麗了。生命的問題也是如此，有健康的成人，才

有健康的兒少，盼望未來的世代能更全人健康、

豐盛，因此我們提出「宇宙光陪伴中生代，中生代

陪伴下一代」的目標。藉由全人教育，培育兒少教

育宣教師資，翻轉台灣。

全豐學園擁有目前在教育界、教會界一流且堅

強的師資陣容，有台灣終生投入全人教育的倡導

者林治平教授、台灣性教育權威的晏涵文教授、

從事國中小教育超過二十年的李珀校長、台大生

化科技學系的蕭寧馨教授、頂尖的園藝治療師林

一真教授，另在海內外從事兒少生命教育、體驗教

育團隊的李瑋國老師及其團隊等等，共三十餘位

專業師資團隊。

課程規劃不僅重視課程專業知能與技巧，亦重

視牧養及實習，以加強學員生命成長造就。每門課

皆安排課牧，陪伴學員在課程中學習討論，課牧陪

伴學員，學員陪伴兒少。

預防勝於治療，求主呼召對兒少有負

擔的基督徒，邀請你——領受呼召，接

受裝備，迎向世代挑戰。D

2018年8月，戴佳茹老師在中華福音神學

院開授「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與信

仰」課程，並親自帶隊走訪北義各大城鎮教

堂、博物館和美術館，親臨現場的體驗與學

習，學員獲益良多。

2019年，應宇宙光熱烈邀請，戴老師特別

開授「至高之處：義大利教堂藝術巡禮」課

程，另以攝影作品呈現所見之建築、雕塑、

油畫與見聞，師生共同策劃一場影像展與兩

場免費專題演講。座位有限，歡迎弟兄姊妹

把握難得機會，速速報名。D

全豐學園•推廣處處長／李棟良入全豐作先鋒

戴繼宗牧師

起來，建造神的家 靈修小組前任召集人／蔡佳吟

  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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