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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哥看到洗手間小便斗有菸

蒂，就會用手撿出來丟棄處理，再

洗淨自己的手。」我在社區附設的

二十四小時垃圾冷藏室中，一邊做

著每天例行的資源回收，腦海突然

浮現五月光譜容哥對孫叔的緬懷。

那天，翻閱之前同工寫給我的週

誌，提到關懷熱線志工花了五年，

陪伴一位罹患思覺失調症、但病情

越來越穩定的弟兄，他看到光譜

上我們的收支狀況，就跟接線志工

說：「宇宙光缺錢哦？那我要奉獻

給你們，也要叫我的朋友奉獻。」

沒多久，我們就收到三萬元奉獻。

曾經，我很慎重地問熱線志工：

「陪伴精神疾患的來電者會非常沒

有成就感：時間長、進步很慢、停

滯期很久、甚至會退步，許多台灣

的熱線通常只給精障者幾分鐘時

間交談，很快就掛斷。願意承接這

樣服侍的人，請舉手。」沒有一秒

鐘停頓，所有志工都舉手。

隔天看到幾則新聞：

「來自加拿大的大量垃圾，堆放

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附近港口已

經長達五、六年，菲國總統杜特蒂

五月初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加國限

期運走，否則將向加國宣戰。」

「根據聯合國最新報告，去年全

球製造的電子垃圾（包括手機、電

腦、電視和冰箱）高達4850萬噸，

能堆起九座埃及金字塔。電子垃

圾存在大量有毒有害物質，除了空

氣會瀰漫惡臭，有毒物質也會滲入

土壤，汙染農作物和水源，嚴重戕

害居民健康。」

「多年來，中國大量回收全球塑

膠垃圾以促進製造業發展，但中國

當局今年一月發布禁令，停收『洋

垃圾』（從國外進口的垃圾），導

致西方國家的垃圾只好轉往南亞

以及東南亞等國家。」

對自己無益有害的人事物，人的

自保反應常是逃避與隔離；這讓我

想到源自於中國，致力修復有缺陷

藝術品的「金（漆）繕」，這門技

藝則相反為之。

金（漆）繕的本意在於：面對不

完美的事物，用近乎完美的技藝來

對待。它代表一種態度，用世上最

貴重的物質與精神，精心修繕缺

陷，面對缺陷也不試圖掩蓋，因為

相信每個器物都有生命，從製作到

使用難免磕磕碰碰，就像人的生命

歷程總會遇到一些事，難免受傷或

折損。

人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到此境界，

上帝對待我們也是如此，祂深知我

們的敗壞與殘破，所以耶穌道成肉

身住在我們中間，並且捨了自己的

生命，使我們能活出生命的光采。

上帝在宇宙光常常做這麼奇妙

的事：世人以為有形無形的「垃

圾」，我們看為寶貴，並以能陪伴

對方梳理自己的困境、在困境中發

現自己的美好以及上帝的恩典，為

榮為樂。

看著一車又一車不同種類的垃

圾，聞著廚餘桶傳來的陣陣臭味，

幾分鐘時間，芳鄰快速丟完垃圾就

走，我卻慢慢地享受能夠將垃圾細

細分類，最後手邊真正的垃圾只有

一小袋的喜悅。

關上垃圾室的門，心中有無限感

恩，也求神讓我下次能夠――再少

用一個塑膠袋。D

免費贈閱
歡迎索取

（每月ㄧ日出刊）

宇宙光代禱刊物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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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葉貞屏

■百人大合唱2019年度公演

宇宙光百人大合唱2019年度公演，五、六月共演出九

場，求主賜福指揮、主持與團員有夠用體力與恩典，

透過音樂會使聽眾從中領受生命的祝福；更求主使用

歷年演出紀錄，使福音隨光碟所到之處，順利在人心

落土生根、開花結實。

■《上帝說華語》導覽手冊

《上帝說華語》圖片展截至年底已安排八場國內外展

覽（詳見三版行動走廊），《導覽手冊》預計6月出版，

「譯以載道」講座也將於8月展開，請為導覽手冊排版

設計、課程報名順利禱告，也為相關活動預算高達150
萬元仰望神，願主感動更多教會、弟兄姊妹為此專案

奉獻。

■視聽節目與有聲單元

出版行銷部視聽組每月除例行製作廣播節目、錄製有

聲雜誌，另需尋找合適題材改寫、製作有聲單元（本

月新單元請見二版行動走廊），求主賞賜智慧給同工

與單元作者，使用每則故事與分享，讓福音進入家庭

與人心，生命在潛移默化中受主吸引、向神靠近。

■課程與巡迴講座

請為全豐學園六月、七月三門課程：葉貞屏「焦點解

決教牧輔導」、「威信型遊戲輔導」、李珀「腦與學

習――如何幫助孩子有效學習」（詳見四版），以及張

德健亞洲巡迴佈道台灣場次（詳見二版行動走廊）禱

告，求主賜福每位講員身心靈健壯，學員與聽眾不只

收穫滿滿，也能帶回家庭和教會，成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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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 年度目標  4/16~5/15
實收金額

1/1~5/15
累計金額

達成率
1/1~5/15
收支累計餘絀

營業收入  23,770,000  1,669,490  5,339,357 22.5%
-585萬

奉獻收入  39,230,000  2,439,415 8,770,775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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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15
實收金額

1/1~5/15
累計奉獻

整體事工  26,830,000  935,010  5,233,844 
視聽廣播  1,000,000  85,440  124,940 

全人關懷與輔導
(含關懷熱線)  1,770,000  121,075  976,375 

文字事工(含榮譽贊助訂戶)  1,200,000  73,400  249,260 
雜誌贈閱(含特刊企贈)  2,300,000  662,800  875,840 

生命與歌  100,000  4,300  36,600 
百人大合唱  1,050,000  333,925  576,915 

外展事工(含大陸事工)  900,000  20,500  43,200 
韓偉紀念講座  100,000  0  0 
愛心合唱團  100,000 0  1,500 

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  200,000  18,000  20,000 
兒少愛提昇計畫  1,730,000  60,200  288,300 
馬禮遜學園

(和合本聖經一百週年慶典活動)  1,200,000  40,000  79,000 

宇宙光送炭勸募計畫  750,000  84,765  265,001 

合計  39,230,000  2,439,415  8,77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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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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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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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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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說華語──
聖經中譯與華人文化歷史圖片展

舉目 終身志工／林治平

製作完成

去年9月，我從宇宙光志工總幹事的工作職務

上退下來，旋即一頭栽入了「上帝說華語――

聖經中譯與華人文化歷史圖片展」的製作工

作，沒想到一個又一個瓶頸難題相繼出現，我

們心中的焦慮煩惱也越積越多，卻一點辦法也

沒有。

在轉換角色、不知所措的忙亂中，日子過得

特別快。我仍然一如往常，每天八點鐘以前

就進入辦公室，與同工一起，參與晨更靈修以

後，回到辦公室，東摸摸、西碰碰，不知不覺

就天黑下班了。在宇宙光服事主四十六年的經

驗中，每年年尾的日子總是跑得特別快。宇宙

光同工之間大家一直流傳著一句話：「年年難

過年年過。」到了歲末年終，一切面臨總結，

大家忙著過關，無暇他顧，等到稍微清醒，已

在主的恩典中，糊裡糊塗地跨過年關，進入

2019年新的壓力與難關了。

在宇宙光的事奉就是這樣。我常常跟同工分

享：事奉是什麼？事奉絕不是一個人在上帝面

前大展鴻圖、展現才能；事奉是一個人來到上

帝面前，領受上帝的呼召與差遣，完成上帝要

他完成的工作。

今年初，我們一無所有地來到上帝面前，

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該做的事，千頭萬緒

堆在那兒；需要的經費，一筆一筆列在那兒，

只能增加不能減少。我們來到主的面前，確認

「深入歷史文化，形成一片福音好土，以利上

帝的生命種子，落土生根、開花結實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確是主多年來交付給我們

的使命任務。如今雖然我們深感智慧能力均有

不足，更無法承擔製作一百餘幅展覽掛圖、出

版導覽手冊相關資料、推動舉辦相關展出、研

討講座諸項工作的挑戰；至於所需要的150萬元

經費，在宇宙光各項事工推展所需的經費壓力

下，更是毫無著落、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誠如教會史上歷代宣教士所經歷過的

經驗――馬禮遜曾說：「在人是不能的；在神

卻能。」戴德生也說：「所有上帝的工作，均有

三個步驟：不可能、困難重重、成了！」

奇怪得很，從年初以後，我只能用「如有神

助」來形容，一段一段的文案順利完成，相關

的圖片也及時出現，美工藝術設計靈感洶湧，

各方面的配合都恰到好處、適時出現。而在同

工們無分日夜、晝夜趕工的配搭下，最後一張

歷史掛圖竟然在中原大學首展展出前三天製作

完成，心中的驚歎之情，真無法以言語形容。

至於整個經費所需150萬元，我們只能憑信心

交託給主，求主豐富預備。D

與缺陷共舞的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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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人
大
合
唱
／
巫
夢
涵

去年炎夏某日，容耀老師和我談到將

以「終身」作為今年公演主題，也用以記

念我們永遠的老朋友孫越（孫叔）。言談

中，容老師提及有一年冬天，孫叔在冰天

雪地的韓國拍電影，撥了通電話回台灣，

說：「我不快樂！」當時，孫叔正在演藝

事業顛峰之際。隨後，容老師便為俄羅斯

民歌〈三套車〉重新填詞，完成了〈能拿

甚麼換生命〉來呈現孫叔的生命歷程。

〈三套車〉原曲對我而言是陌生的，所

以當我看到樂譜出處，第一個聯想到的就

是：四季皆冬的俄羅斯，好冷啊！不知道

是刻意？是湊巧？還沒有聽到音樂，心境

就先冷了起來。而重新填詞之後的〈能拿

甚麼換生命〉，與音樂相輔相成，讓這首

歌有了更深刻的價值。

還沒見過孫叔本人之前，對我而言，

他是台灣最佳公益代言人，永遠帶著笑

容，講起話來有條不紊中帶著幽默；在宇

宙光，孫叔每週至少一天會來盡義工的

任務，更樂意穿梭在辦公室中，和每位同

工噓寒問暖。記得第一次見到孫叔時，他

因為肺功能較差，所以時刻都戴著口罩

以防感染，但是，因著我是新人，孫叔特

地將口罩拿下來，拍著我的肩膀問候說：

「你來百人大合唱啊，工作辛苦了！加油

喔！」除了十足的親和力，他所散發的喜

樂更是令人難忘；同時見證孫叔一生的

寫照，就如〈能拿甚麼換生命〉所唱，耶

穌基督已成為他生命唯一的答案！

〈能拿甚麼換生命〉可謂是今年百人

大合唱的公演主題曲，以重新編曲的混聲

四部版本演出，期待重新演繹後，能帶給

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更期待將歌詞所要

表達的意涵，傳達到每一個人的心中。

今年百人大合唱共有九場演出，不只

是以歌會友，更期盼「終身」所

傳達的信息與價值，成為與會

來賓的祝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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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嫻雅、又充滿教學熱情的中原大學教育

研究所李珀所長，從在台北復興中小學當校長

時，就對認知神經心理學有很大興趣。台灣此一

領域知名的洪蘭教授多談「認知與閱讀」；而李

珀校長則擅長「認知與學習」。

大腦與認知學習有什麼關係呢？李校長說：

「根據研究，腦在學東西時有其過程，過程中少

任何一塊，學習可能就不會成功或不夠好。」

七月份，李珀校長將在全豐學園開課「腦與學

習――如何幫助孩子有效學習」。為什麼要開這

樣一門課？因為發現很多學生從學習中逃跑。在

研究腦跟學習的關係時，李校長發現興趣是很

重要的關鍵，有了興趣才會想學，學習的策略和

方法也很重要。

李珀校長在中原大學教研所也開相關課程，

她語重心長表示，這門課對中小學老師與家長

幫助很大，當老師、家長了解理論背景，再去了

解學生在學習歷程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及如何

面對問題、如何找到解決方案，學習困境大概都

可以解決。而不同的孩子、不同的程度，也各有

不同的解決方法。

「譬如讓學生先預習、再提問，然後再教，效

果會很好；學生不會的地方，我們要多花一點時

間幫他弄懂，這點很重要。過程中，讓學生互相

討論，還要有練習的機會，練習的次數夠了，腦

的長期記憶體就會記住；記住的東西還得經過

整理，才能拿出來用。如果這些步驟都能做好，

孩子的學習就會很順利也很成功。」

「只有把老師與父母裝備好，他們

才知道怎麼帶孩子。」這門課是暑期

密集班，中小學老師、家長千萬不要

錯過了！D

全豐學園推廣處／徐麗慧

編按：

5月光譜〈與宣教士相遇在掛圖裡〉

登出後，收到許多動人的回應。一天晚

上，棟良、佳吟還在宇宙光埋頭苦幹，

佳吟突然略帶激動地說：「怎麼辦？我

現在好想哭哦！」原來是收到宇宙光榮

譽董事長白叔給她的line：「看到妳和棟

良沒日沒夜為掛圖趕工，讓宣教士重見

天日向這個時代說話，是一件非常有意

義的工作。我彷彿聽見他們在向你倆道

謝……」

微微哽咽的聲音背後，一個多月的日

以繼夜，牧者棟良與宣教士的相遇，又

在其間留下什麼悸動與痕跡呢？

為了製作《上帝說華語――聖經中譯

與華人文化歷史》世界巡迴圖片展百餘

幅掛圖，這段期間我大量閱讀聖經中譯

相關歷史資訊。傳教士深信「母語聖經

就是最好的宣教士」，因此竭盡心力，

要將上帝恩惠的福音明明白白讓中國人

知曉。

利瑪竇，第一個把基督信仰的造物主

（拉丁文Deus）翻譯成「天主」、「上

帝」、「天」、「神」的人。一開始他

認為「天主」Deus（了無私）一詞可謂

音譯、字義兼具，中國人敬天，天之主

宰正能詮釋。他窮究中文語境如何表達

至高無上、全能全知的那一位，在《詩

經》、《尚書》、《中庸》、《孟子》、

《論語》等古代典籍中，看見「上帝」一

詞的至高無上。因此，利瑪竇提出「吾

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這用語

決定了「天主教」後來的定位；而「上

帝」則為基督新教接受使用，使得今天

一提「上帝」，我們的聯想早已不是中

國民間信仰的「玄天上帝」，而是基督

信仰的造物主、獨一真神，這文化的轉

化力道真是強韌，利瑪竇厥功至偉。

清末第一位入華的新教宣教士馬禮

遜，在眾多排擠壓力下、屈居貨艙，翻

譯出第一本完整的新舊約中譯本聖經。

1919年11月25日，當他完成新舊約聖經

翻譯後，致函倫敦傳道會：「為了完成

這個任務，我長期工作，孜孜不倦，又

謝絕社交；在下判斷時，我保持頭腦冷

靜、不偏不倚；不醉心標新立異、故弄玄

虛；也不為某種見解因其古老而固執不

放。我希望這種務求正確的思想方式，

加上畢恭畢敬的心，庶可避免誤譯上帝

之道那種可怕的責任。」至今正好兩百

年，這樣的譯經精神從昔日到如今依舊

沒有改變，以致聖道可以全然無誤。

上帝興起的譯經天才一一接續，馬禮

遜過世後，印刷工人麥都思投身宣教行

列，他到馬六甲協助印刷福音刊物，竟

學會馬來語、漢語和多種中國方言，進

而編輯刊物、按立牧師、開拓教會、到

處佈道、專研中國歷史文化，他的研究

不僅震撼西方，更成為第一位進入上海

的宣教士。他建立的「墨海書館」從事

印刷福音刊物，「墨海」則取自他的英

文名字Medhurst，又是音譯、字義兼具，

他也自稱「墨海老人」。

麥都思力主重新翻譯更能貼近中國

人、使人明白的淺顯聖經譯本，後來許

多聖經中譯本都有他的身影，包含早前

最通行的《委辦譯本》在內。在翻閱麥

都思的事蹟時，看見他在1823年就以中

國孩童蒙學讀物《三字經》語法，把聖

經教義編成《三字經》，讓人容易背誦

熟記，迅速掌握聖經要義：「自太初，有

上帝，造民物，創天地，無不知，無不

在，無不能，真主宰……惟上帝，憐爾

曹，遣耶穌，救億兆……離明宮，降塵

寰，去富貴，嘗憂患，耶穌誕，置馬槽，

生至死，惟劬勞……」這演繹實在驚

人，我一直思想，從飽學之士利瑪竇、

馬禮遜、到麥都思這樣的印刷工人，為

何能成就如此超凡的事奉呢？是神蹟，

絕對是神蹟！

為了讓經典重現，我重新設計編輯這

早已絕版的麥都思《三字經》，讓它重

新「出土」，盼望不枉先賢的苦心，也讓

我們的生命今日仍能受益，更願上帝在

華人歷史文化中的作為不被忘記！懇請

您以記念、代禱、奉獻來支持我們的事

工，「上帝說華語」――敬上帝所差遣

的譯經天才，敬上帝在華人中的奇妙大

工。D

敬上帝所呼召的譯經天才

馬禮遜學園•執行祕書／李棟良

延伸閱讀《上帝說華語》掛圖製作幕後點滴

      2019年6月宇宙光雜誌〈相遇在歷史上的今天〉

如何幫助孩子有效學習
──李珀校長談「腦與學習」

全豐學園報名網頁

利瑪竇（左）與徐光啟（右）

馬禮遜 麥都思

心動時刻

上帝說華語奉獻專案

《上帝說華語》慶典活動募款專案

適逢和合本聖經出版100週年（1919～2019），馬禮遜學

園特地推出「上帝說華語──聖經中譯與華人文化歷史」系

列慶典活動，除了有百餘幅世界巡迴圖片展，還同步舉辦講

座、研討會，所費人力、物力、財力約需新台幣150萬元，

盼望您能成為我們的支持、禱告、奉獻夥伴。

我們特別以仿古手工線裝善本形式，精心設計限量麥都

思《三字經》。奉獻新台幣5,000元以上，即贈送一本作為

紀念。站在宣教歷史的重要時刻，您我的付出，都將刻劃在

祂的故事中，成為歷史見證。詳情請洽02-2363-2107轉440

蔡佳吟姊妹。

百人大合唱2019公演場次



ABC百人大合唱二○一九年歌以載道音樂會

購票入場

國家音樂廳
6月22日(六) 19:00

聯絡電話：02-2363-2107轉235紀雅玲姊妹，或236巫夢涵姊妹
【贊助單位】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主辦單位】ABC全人關懷機構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 票價：200元、300元、500元

       免票入場

6/01(六)14:30 浸信會懷恩堂（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0號）

6/08(六)19:00 拿撒勒人會士林教會（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71號）

6/15(六)19:00 台北衛理堂（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3號）

6/29(六)19:00 貴格會大坪林教會（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68巷5號）

新書登場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朱創新

2019年6月 光譜月刊 我家私房菜 第　版

郵政劃撥11546546／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雜誌訂閱請洽02-2363-2107轉760鍾雅妮，其他產品請洽02-2363-2107轉720林彩鳳。購買未滿500元處理費70元；500～1499元處理費60元；1500元以上免處理費。國外郵費另計。

編按：

《手牽手 力量大》是一本大人、小孩都

很需要閱讀的繪本！故事從兩隻外型、個性

跟喜好都截然不同的兔子開始，他們的對話

聽起來好像有那麼點熟悉？沒錯，在人與人

的相處中，常有類似情況；而悶不吭聲的刺

蝟，他的互動方式也頗引人深思。

本刊特別邀請葉貞屏老師，從人際相處的

角度專文導讀。

人際關係出現衝突時，我該怎麼做？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羅馬書〉十二章21節

《手牽手 力量大》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很

清楚地說明了「以善勝惡」的過程：

一、目標清楚而正確。我們必須思考，雖

然每個人都很不一樣，大家在一起的目的是

什麼？這本書點出：我們的目標就是和睦同

居，生活在和睦的環境裡，彼此都能活得很

好。

二、不隨憤怒起舞。不以惡報惡，生氣卻

不可犯罪，選擇不去傷害別人。我可以選擇

讓憤怒停在這裡，不給自己的怒氣以惡報惡

的機會，就像小白兔的選擇。

三、對情境抱持信心。信心能夠調轉眼

光，把自己周遭環境照顧好，更能幫助大家

看到所處環境的資源。

四、正確聚焦。不將焦點集中在爭議點或

別人的惡，然後一心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糾

正、駁斥或壓制對方。

五、發揮生命中的善。無論對方的想法是

否改變――是馬上領情、繼續鬧彆扭、或是

堅持受害者觀點，陪伴者都能以更好的狀態

去互動，發揮自己最大的善，增強環境的支

持系統與正向觀點。要達此目標，必須有足

夠的「存款」，才能一次又一次面對憤怒的

情況。從焦點解決諮商觀點來看，試著讓自

己與環境的善發揮到最大，較能以善勝惡，

陪伴者也更能享受其中過程，更有效能，不

致於很快耗竭。

《手牽手 力量大》非常符合威信型教養與

焦點解決教牧諮商的觀點，故事中的情節，

不論在家庭、班級、職場，各種年齡層都可

能遇到，很值得推薦給大家，應用在每天的

生活中。D

6月雜誌精采內容搶先讀，還有影音延伸分享哦！

編按：

宇宙光「科學與信仰」系列叢書最新出版

《樹下的尋思》，特邀台灣清華大學物理系

朱創新教授專文推薦。本書作者之一張德健

教授2019亞洲巡迴佈道，台灣行程請見二版

「各式聚會行程」，歡迎參加。

很多人想知道，理工背景出身、專門研究

自然、注重理性驗證的科學家，為什麼會願

意謙卑相信這世界有超越理性認知的創造主

呢？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

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

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

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

人無可推諉。」（羅馬書一章19～20節）

保羅的這段話，對信主的人十分耳熟能

詳。但到底「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是

指哪些事呢？本書兩位作者黃小石博士與

張德健博士，從世間的三類現象：理智、苦

難、道德良善，對應三棵世界知名的樹：蘋

果樹、菩提樹、分別善惡樹，帶領讀者深刻

反省、探討分享，上帝如何從我們每天都在

經歷、但一點也不平凡的「神的事情」，一

直向人說話，期望全人類都能圈到祂的愛

中，跟祂認識，建立深入的關係。

兩位作者憑著深厚的科學專業，闡明從科

學獲得自然的知識，跟從信仰中認識上帝一

樣，「信心」是關鍵的一步。因為「人非有

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希伯來書十章

6節）他們在書中舉出很多物理與數學的例

子，予以解釋，讓讀者一睹科學家的思維及

論證方式，見證信仰與科學其實並不互相排

斥。相反的，若能以信心的角度來看，科學

與信仰不但相輔相成，更能共同見證上帝，

獲得更多啟發與造就。D

新書導讀

《手牽手 力量大》
文／伊納•凡登•維賈特
圖／依娜•何樂曼
翻譯／陳素麗

小白兔住在美麗的森林裡，有一天，有隻野兔也搬來了。野兔成天
跳來跳去，小白兔覺得他好吵！一天早上，小白兔發現自己的菜園
被弄得亂七八糟，心想，一定是野兔幹的好事！小白兔決定去找野
兔理論，沒想到卻發現還有隻氣呼呼的刺蝟，大家越來越緊張……
他們要怎麼克服這場衝突呢？

要「看見」那「看不見」的

編輯最重要的是什麼？每個人答案不同，如果說最重要的是

「讀者與市場」，應該是最大公約數、沒有人會反對。

我們再來談談聖經的讀者和市場。〈馬太福音〉二十八章說：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很明顯，聖經的讀者與市場是指「萬民」。而聖經要給讀者的

是什麼？〈約翰福音〉十章：「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

編輯，是個專業；而編輯福音雜誌，不只是專業，更是對信

仰、對生命的堅持與操練。

六月雜誌，首先要、一定要推薦「韓偉紀念講座」專欄〈黑

洞，我看見了！〉。2019年4月10日，人類終於揭開黑洞面紗，證

實黑洞真實存在。但這「看見」，是科技的、思想的，而不是視

覺的、心靈的看見。在信仰與科技之間，作者潘榮隆說：「我何

其有幸看見它的合成照片，……或者能坐在上帝旁邊，請祂親

自解說，在150億年前，祂如何創造這個我待過的宇宙、愛戀過

的地球？」

六月「真實故事」有兩篇，都與黑道有關，我想介紹〈獻上最

汙穢的身體――井上薰的黑白之路〉，故事如此開始：「刀光劍

影中的畏懼，毒癮發作時的痛苦無助，曾經殘害自己，更暴力

傷害過無數人。井上薰顫抖著跪下哭泣禱告：『主耶穌啊，祢

真的要我嗎？我只剩下這汙穢的身體可以獻給祢！祢真的要我

嗎？』」

聖經的市場在哪裡？在上帝創造的無垠宇宙；聖經的讀者是

誰？是上帝創造每個靈魂。汙穢的，上帝能潔淨；殘破的，上帝

能醫治。因為耶穌這麼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

的更豐盛。」

神賜給人的禮物

關輔中心主任／葉貞屏

化解人際關係衝突5祕訣
――《手牽手 力量大》繪本導讀

雜誌主編／瞿海良雜誌瞭望台

定價：300元

新書優惠79折

優惠至7/31止

《手牽手 力量大》

更多場次陸續接洽中，歡迎有興趣的教會、單位

來電洽詢：02-2363-2107轉440蔡佳吟姊妹

2019 全球巡迴場次表

0814～0816 金門大學

0820～0826 宇宙光關懷空間

0829～0831 澳洲墨爾本神學院

1011～1013 美國新澤西若歌教會

1024～1029 台北基督教書展

1029～1104 美國舊金山基督工人神學院

1122～1124 高雄靈糧堂

1129～1202 馬來西亞基督教書展

1227～1231 CMC美東華人差傳大會

多年來，孫越叔叔、容耀老師與吳錡導演，每週三

中午在固定的咖啡館用餐。一天，他們拍了張照

片，孫越叔叔取名為「樓上三老」，這張照片不僅

催生了一篇文章，也成為這本書的源起。

「三老」在專屬於他們的聚會中，聊電影，說美

食，談人物，品人生，風雨水火後的練達，深沉睿

智的眼光，盡在不言之中……

定 價：280元

優惠價：200元（至2019.7.15止）
訂購專線：02-2363-2107轉720林彩鳳

《樓上三老》精采書摘〈會結果子的樹〉

聽完

 「三老」再現
聖經中譯與華人文化歷史圖片展

《樹下的尋思》推薦序(節錄)

講座報名表

《樹下的尋思》

作者：黃小石、張德健

定價：320元

新書優惠79折

優惠至7/31止



宇宙光自1973年創辦以來，一直以

「探索生命意義，分享生命經驗」為終

極目標，以「福音預工，文字宣教」為

出版使命，為福音廣傳預備好土。1992

年，《不滅的燈火：吳勇長老回憶錄》

榮獲金鼎獎；1994年，家庭系列叢書

《回轉像小孩》、《童書非童書》、《持

家藝術》和《音樂百寶箱》再度得到金

鼎獎肯定。

宇宙光文字出版最重要的價值，就是

協助人們思考：「我從哪裡來？我往哪

裡去？我在這裡做什麼？」提供全人思

考的方向，幫助人們找到自己的定位與

角色，享有全人豐盛的生命。

目前宇宙光的文字出版，大致可分成

四個面向：科學理智與信仰、婚姻家庭

與生命關懷、文學與生命見證、歷史文

化與基督教。

一、科學、理智與信仰：

以「理性」思考上帝的存在，整理

「信仰」經驗，使其更符合「科學」精

神，體現「科學、理智與信仰」三者平

衡並存的生命體悟，是宇宙光努力不懈

的方向。

2003年起，國際知名物理學家、德國

普朗克物理研究獎得主黃小石博士，

年年應邀返台，巡迴大學及教會，主持

「韓偉紀念講座」，至今已出版十六本

專書。《樹下的尋思》是黃小石博士今

年最新力作，合著者張德健博士於5月中

旬返台，展開為期兩個半月的亞洲巡迴

佈道。

二、婚姻家庭與生命關懷：

2003年，葉貞屏老師接任關懷輔導中

心主任，有感於青少年問題源自不健全

的童年，決定將工作重心鎖定兒童親職

和教牧輔導與諮商。經過多年研發與課

程訓練，葉老師將研究心得整理成書，

開國內結合諮商理論與基督信仰出版之

先河，著有《飲於生命之泉》、《威信型

遊戲輔導》等書。

另外，宇宙光長期經營諾曼‧萊特

輔導叢書，廣受好評。諾曼‧萊特是專

業心理治療師，尤其擅長家庭、婚姻

及孩童領域，也是經驗豐富的重大創

傷治療專家。從《神啊，誰是我的理想

伴侶》到《戀人還是朋友：分手療傷手

冊》，作《孩子的情緒導師》到《汪汪

幸福學：毛小孩帶給我們的50種心靈治

癒》，從《別跟過去過不去》到《失去，

如何療癒》，諾曼‧萊特陪伴無數人走

過生命的高山低谷，今年獻上《正向幸

福學》，即將出版，千萬別錯過。

三、文學與生命見證：

來自世界各地，感動無數人心的少年

小說，為閱讀帶來溫暖無比的陽光，這

就是我們的《暖小說》。這套書系不僅

多次獲得行政院新聞局推介中小學生優

良課外讀物，更頻頻入選《中國時報》

「開卷好書獎」以及《聯合報》「好書大

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從兒

童繪本到少年小說，宇宙光一路走來致

力推廣兒少閱讀，可謂不遺餘力。

四、歷史文化與基督教：

四十六年來，林治平教授一直以終身

義工身分，推動宇宙光各項工作。2006

年策劃出版《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紀念

文集》七十冊；又多次策劃基督教華人

歷史圖片展，巡迴世界各地展出。宇宙

光宣教圖錄是華人世界唯一清晰描繪宣

教歷史的經典作品，翔實的文字記錄著

感人的故事，精采的圖片帶領讀者回到

珍貴歷史時空。今年的《上帝說華語》

世界巡迴展刻正進行中，切勿錯過。

從信仰跨出腳步，藉由不同的生命故

事、各種面向的觀點，從全人關懷理念

出發，希望能夠為這個世代耕耘一片好

土，讓撒下的全人生命種子可以結實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邀請您與我

們一起撒種、耕耘，歡欣收割！D

延伸閱讀
林爺爺說故事、聖經故事、宣教士繪

本、品格繪本……，不只小朋友喜歡，

大人也看得津津有味。打開繪本故事，

讓生命影響生命的潛移默

化，從輕鬆閱讀開始。

浩瀚書海，不知從何讀起嗎？《奇異恩

典》、《神聖的遺忘》、《擇偶與婚姻的

十個要訣》、《答非所問》、《日本冬季

行旅》……，「精采書摘」

帶您速覽好書精華。

一機在手，如擁書城。宇宙光2019最新

出版電子書：《日本冬季行旅》、《留在

遠方的雲彩》、《天堂家園》、《神聖的

遺忘》、《起初之初》、《乘風破浪》、

《樹下的尋思》，歡迎上網各大購書平

台租借、選購。

書寫《動物明星秀》時，正值人生低

谷，身體進廠維修，暫停全職工作，只

能零星接些案子在家工作，卻意外蒙上

帝憐憫，在這期間完成一直想寫、卻始

終沒機會寫的書。

愛讀科普書、愛看動物頻道的我，在

那當下好像回轉像孩子――我很享受這

樣的時光，也很欣賞這樣的自己――傻

呼呼的，跟著鏡頭或是作者的敘述，驚

歎動物的超能力，讚歎動物世界的神奇

……。許多年前，我也曾埋首實驗室，

在無菌室、培養皿、顯微鏡裡追逐這些

奧祕，我很清楚這是多麼孤獨的旅程。

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動物攝影師，為了

探究不為人知的奧祕，走上這座寂寞的

祭壇，我常想，在最最最孤獨的時候，

任何人只要有一點點渴慕的心，都會跟

創造這些奧祕的上帝相遇吧――這是神

聖的孤獨。

而我，一個從實驗室轉換跑道至文

字工作的「山寨文化人」，長久以來最

想做的，就是把這些在孤獨中淬煉的精

華，化成一般人讀得懂、又有趣味的文

字。台大教授張俊哲在推薦序文裡說：

「作者以第一人稱的寫作手法，融入每

個『動物明星』的角色，將該動物的行

為、形態、生理等現象活靈活現地表達

出來，完完全全讓動物的相關知識和你

我之間『零距離』。」又提到，這種表達

方式，不啻是消除學習生物恐慌症和厭

煩症的一劑良方。

實在很感謝張教授的溢美之詞，書籍

出版後，還真的有補習班跟我聯繫，邀

我去教國中生物，當下心動只存留5秒

――謝謝，再連絡――青春期的小屁孩

我可招架不住，我還想偶爾進入那神聖

的孤獨，偶爾傻呼呼地跟著影片裡的動

物驚歎，偶爾提起筆來，讓我們與動物

零距離。D

書籍主編／金薇華

第　版 部部皆精心

「吼～～晨更滑手機～～」

「不是啦，我是在看《摩拉維亞每

日箴言》啦！紙本書又重又占空間，

用手機下載電子書，走到哪裡看到哪

裡，太方便了！」

閱讀習慣近幾年產生不少變化，

除了紙本閱讀人數銳減之外，閱讀載

體與管道也有了改變。伴隨網路使用

人口增長的腳步，宇宙光在2015年加

入「出版電子書」行列，目前在台灣

各公立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及不同平

台，皆可借閱或購買宇宙光的電子書

與電子雜誌。

感謝神，一路走來有不少弟兄姊妹

與我分享個人經驗、介紹通路，當時

的視聽部主任金姐、文字部主任盧哥

也給我許多鼓勵與協助，讓我因著配

搭這項事工，獲得不少操練。

目前宇宙光合作的電子書平台有：

樂天K o b o網路商店、台灣雲端書

庫、Google Play、華藝數位、HyRead 

ebook電子書、Pubu飽讀電子書，透過

這些平台，宇宙光「福音預工」的種

子，正隨著網路飄向世界各地。

四年多來，共有八十四本書籍登上

合作平台，閱讀人數累計達2,846人

次，閱讀人次每年均有成長。購買較

多的書籍是《黃小石系列》、《依品

凡系列》，年底至隔年第一季為《摩

拉維亞每日箴言》；借閱人次最多的

則是繪本《神射手阿達》與《Hope系

列》。

當我想像每個文字在空中飄散，

福音傳遞到某人內心，這是多麼令人

興奮的服侍呀！歡迎大家到宇宙光合

作的平台試閱，誠摯邀請您為這項事

工守望、祝福，讓習於使用電子載具

的朋友，也能從3C產品中「滑」出溫

暖，「滑」出上帝要對每個人說的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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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節目 &最新有聲單元製作

總辦公室•美術編輯／黃光薏

出版行銷部書籍組同工，左起：王品方、王曉春、張蓮娣、郭美鈞、金薇華

特約資深編輯／張蓮娣

為福音廣傳預備好土

我們與動物的距離

講員 日 期 時 間 單位/教會 性 質 地 址
林治平 6/16(日) 10:00~12:00 石門水庫教會 主日證道 桃園市龍潭區十一份佳安西路176號

葉貞屏
6/15(六) 09:00~12:00 台北教會合作協會 工作坊講座 台北市大安區樂利路94號
6/30(日) 09:30~11:00 樹林靈糧堂 主日證道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11號

張德健

6/01(六) 19:00~21:00 嘉義蘭潭教會 培靈佈道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一段786號
6/02(日) 10:30~12:00 嘉義傳愛浸信會 主日證道 嘉義縣民雄鄉正大路一段372號
6/09(日) 10:00~11:30 楊梅拿撒勒人會福羚教會 主日證道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207號
6/16(日) 09:40~11:30 基督教台中福音堂 主日證道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847號13樓
6/30(日) 08:00~12:00 楊梅靈糧堂 主日證道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23巷2號3樓

李棟良
6/02(日) 10:00~11:30 天母靈泉堂 主日證道 台北市北投區榮華三路48號2樓
6/16(日) 10:00~11:30 中華循理會中和教會 主日證道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30巷5號
6/30(日) 09:30~11:30 永和基督徒聚會 主日證道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83巷16弄12號

──ABC文字出版四大面向

什麼？台灣招潮蟹會蓋「煙囪」？笨重的
灰鯨竟然是長泳健將！變色龍真的走到哪
兒變到哪兒嗎？
幽默風趣，享受「與動物零距離」的閱讀
樂趣；精美插圖，猶如觀看3D動畫；文末
均附兩個相關問題，幫助消化與思考；大
人小孩都愛看的精采科普書。

作者：張冬淘（張蓮娣）
繪圖：Toby
定價：280元

線上商城優惠價：238元

作者：吳方明
定價：520元

線上商城優惠價：442元

一個小小的伊甸園
──貝里斯雨林生態筆記

攝影記者吳方明在貝里斯長達十七年的生態觀察記錄，
以最精緻的攝影，展現雨林生態造物美妙的讚歌！
選自作者五萬餘幅生態攝影中，兩百餘幅
舉世難得一見的作品。一足一鬚、一翼一
肢，都訴說造物的奇妙，也提醒人類必須
謙卑自省、尊重生命。

動物明星秀

    6月有聲單元（愛播聽書）

現在下載愛播聽書App並註冊成為會員，可享七天免費試聽哦！

陳德全的故事屋
 與小孩子談大問題／好心做壞事／心作怪／對焦的修復工作

王建煊說故事
 休漁／偷看孩子日記／謝絕訪客／開創自己的一片天

糖果姐姐APP
 經典名著〈孤女努力記〉／希臘童話〈三句貴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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