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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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九章23節

•地址／10662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電話／02-2363-2107 (代表號)  

•傳真／02-2363-9764．2369-0848  

•郵政劃撥／11546546

•e-mail : contact@CosmicCare.org    

•宇宙光全人關懷網／www.CosmicCare.org

•協談預約專線／02-2362-7278

•關懷熱線／02-2369-2696（哀傷溜走，愛溜就溜）

•義務代收宇宙光美國地區奉獻機構 

 Amazing Love 輔愛社 (Tax Deductible)

 支票抬頭：Amazing Love, Inc. 

 寄件地址：P.O. BOX 2431, Danville, CA 94526 U.S.A.

 e-mail：cosmiclightus@gmail.com

基督教        全人關懷機構財團
法人

Christian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Organization

如欲取消或訂閱，請來電02-2363-2107轉515，或e-mail : Light@CosmicCare.org，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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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幹事葉貞屏北美服事感恩

感謝主，葉老師的美國之行，扣掉往返交通、所剩兩天

半時間，總共完成脫癮工作坊十小時、電視台訪談與親

子單元錄製五小時、專題講座兩場、主日崇拜一場、個

別會談六位、加州晨曦會小團體焦點討論一場，以及北

美宇宙光關輔同工會議。求主記念葉老師的辛勞，並大

大使用葉老師的分享，使每位接觸到相關信息的人，都

能從中學習、領受恩典、成為祝福的出口。

■佳音下午茶新單元

由丁莉（金明瑋姐妹）主持的廣播節目「佳音下午茶」，

新增單元曾老師談保健（週一）、林教授談宣教士故事

（週二），願主賜福新單元，使聽眾身心靈都得益。

■各式講座活動精采上場，熱烈迴響

2019年開辦的各式講座、活動，不論是全豐學園、宇宙

光藝文講座、韓偉紀念講座、馬禮遜講堂、上帝說華語

掛圖展，或是與獨立書店合辦的社區講座，均收到熱烈

迴響。求主繼續使用每場聚會，特別是外展的場地，能

更多接觸非基督徒；更賜福每位講員，透過他們的專業

與分享，成為聽眾的生命祝福。也請為活動宣傳與報名

禱告，願上帝所預備的聽眾，一個也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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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8/15
實收金額

1/1~8/15
累計金額

達成率
1/1~8/15
收支累計餘絀

營業收入  23,770,000  1,153,506  9,853,611 41.5%
-1,149萬

奉獻收入  39,230,000  1,036,220 13,071,886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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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8/15
實收金額

1/1~8/15
累計奉獻

整體事工  26,830,000  489,395  7,105,639 
視聽廣播  1,000,000  2,000  131,440 

全人關懷與輔導
(含關懷熱線)  1,770,000  135,985  1,439,355 

文字事工(含榮譽贊助訂戶)  1,200,000  42,000  331,290 
雜誌贈閱(含特刊企贈)  2,300,000  101,500  1,028,290 

生命與歌  100,000  300  41,000 
百人大合唱  1,050,000  11,300  1,437,291 

外展事工(含大陸事工)  900,000  8,600  67,300 
韓偉紀念講座  100,000  0  0 
愛心合唱團  100,000  1,600  3,100 

師曠知音雅集國樂團  200,000  0  20,000 
兒少愛提昇計畫  1,730,000  48,000  466,400 
馬禮遜學園

(上帝說華語慶典活動)  1,200,000  147,000  522,580 

宇宙光送炭勸募計畫  750,000  48,540  478,201 
合計  39,230,000  1,036,220  13,07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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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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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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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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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

祈禱室

舉目 終身志工／林治平

有兩節聖經，在我六十多年前剛信主的時

候，就能朗朗上口背出來。一句是〈路加福

音〉十九章10節：「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

失喪的人。」另一節聖經則記載在〈約翰福

音〉十章10節，也是出於耶穌親口自述：「盜賊

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

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這兩節聖經簡明扼要、卻又清清楚楚地宣

示，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的原因與目的。自

我信主六十五年來，首先是耶穌親口宣示的

這兩句話，召喚我進入上帝所預備的救贖恩

典中。回想初中那段叛逆反抗時期的掙扎與痛

苦，誠如保羅所說：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

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

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願

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

做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

候，便有惡與我同在。……我真是苦啊！誰能

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馬書七章18

～21、24節）
在那個正當個人生理、心理發展面臨尷尬

變化時期，也正是台灣社會文化面臨滔天巨變

的關口，科技發達、物質豐盛；理性思考、唯

我獨尊；人權民主、快速發展，都在那些年間

不約而同、聲勢滔滔、排闥而來，卻始終解不

開當代人發自生命內層失落失喪的哀哀呼求。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回想當年，我們雖然奮臂高呼「自由！自

由！」的口號，但是，為什麼立志為善由得我，

行出來卻由不得我呢？在歷次掙扎打滾失敗以

後，我們必須承認，那些事不是「我」做的，而

是住在「我」裡面的罪做的。照保羅所說，在

這種情形下，我們不再是「人」，而是一個被

罪捆綁的「罪的奴僕」，哪有什麼自由可言？

這種徒具「人」形體的「人」，就是耶穌所

說「失喪的人」。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流

出寶血，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計劃，就是

為了尋找拯救這些「失喪的人」，使他們重新

享有生命的祝福與恩典，進入上帝所賜無限豐

富、更豐盛的生命之中。

有了這一層認知，我在1954年起，從一個失

落痛苦、被罪惡纏繞、失去自由尊嚴的高中學

生，被主尋找拯救，成為一個享有生命、並且

天天享有「更豐盛生命」的基督徒。

感謝主！這兩節聖經也一直帶領我，一步步

走入更豐盛的生命服事中。從早期在教會或校

園中的服事，看到一個又一個年輕人生命的改

變；到如今，五十多年的歲月如飛而逝，當年

的年輕人也已經六、七十歲了。看到這些當年

被主尋找拯救的「失喪的人」，大家共聚一室

（或「共在一板」、「共在一個群組」中）回憶

往昔舊事、數算點滴恩典，心中更是澎湃感動

不已。

這種情況，尤其在專門從事反毒拒毒、戒毒

戒癮的晨曦會聚會場合中，更為明顯。看著前

後左右充滿歡聲讚美的弟兄姐妹過來人，他們

一生走過的見證故事，像影片一樣，從我眼前

滑過。從晨曦會總幹事劉民和牧師開始，一段

一段精釆演出，絕無冷場。想到晨曦會工作剛

開始時，當年身上刺龍刺鳳的大哥，一個個橫

眉豎目、脾氣暴烈，還有……(未完，文轉四版)

※所有奉獻均開立財團法人減免所得稅收據，如有任何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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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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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為什麼來？

詳細奉獻方式

總幹事的話
葉貞屏

專注正向保能量，上帝恩典勤思量

──享受陪伴

「葉老師，你可不可以用英文對我們教會的

青少年分享，因為他們真的很需要知道你今天

所說的內容。」7月中旬，排除萬難短暫赴北美

南灣帶領「戒癮」工作坊，下課時間一位母親

很誠懇地跟我說，「你說脫癮的反面並不是清

醒，而是與他人真正的連結，以及找到自己存

在的目的，我真的很認同。那些沉浸在網路遊

戲、社群媒體中的孩子，好可惜啊！」

在隨後幾天短暫而緊湊的行程中，我看到一

些青少年在父母和教會的支持下，有人當起英

語輔導老師；有人有組織和管理的恩賜，在音

樂攝影方面積極進取；也有人熱衷手工，常常

寫張紙條來鼓勵人；還有人在家裡又管魚又管

鴨，是動物達人。換句話說，他們很快樂。

擁有這樣快樂的人，不用擔心他會網路或物

質成癮。

正向心理學研究發現：那些最快樂的人，很

少花力氣在追求個人的享樂；真正可以帶來快

樂的，是從事讓人覺得充滿吸引力、挑戰性、

感覺非做不可的事情，特別是當它可以超越自

我，對世界產生有價值的貢獻時。

青少年如何獲致這樣的快樂呢？

發起「未來星期五」行動（呼籲各國政府正

視地球暖化問題）的十六歲瑞典少女桑柏格，

8月中旬從英國搭帆船橫渡大西洋，前往美國

紐約參加聯合國氣候高峰會。她的訴求獲得全

球青年響應，為了凸顯減少碳排放的重要和決

心，她拒絕搭飛機前往美國，而是搭乘「馬里

莉亞二號」帆船，船上配有太陽能面板和水下

渦輪，可自行發電，全趟航程零碳排，預計兩

週可抵達美國。

當今世界研究人類發展的傑出學者、史丹佛

大學教育系教授威廉戴蒙和他的團隊發現：當

年輕人出現尋找方向與意義的努力時，我們就

知道他正在成長茁壯。它的相關指標包括：這

個年輕人是否已經找到讓他有成就感的目的？

是否企圖朝向一個重要的目標前進？以及，這

年輕人的目的是否為他周遭、當他長大時可以

支持他的人所了解和看重？也就是說，當以下

兩個重要的條件吻合了：一是朝向一個有成就

感的目的前進，二是與這些努力一致的社會支

持體系形成了，這個孩子就非常有可能會成長

茁壯。

青少年就是我們的「不久的未來」。快樂的

青少年需要確認自己生活的目的，並且得到所

處環境的支持去完成這些目的。宇宙光今年滿

四十六歲了，在邁向未來的步伐中，我們期許

自己能又喜樂又長進地陪伴更多成年人，一起

為青少年搭起一座橋，如同將近五十年前的

一首英文老歌〈惡水上的大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by Simon and Garfunkel）所

唱：

當你疲憊，感到微不足道，你眼中泛著淚

水，我要把它擦乾。我就在你的旁邊，在艱困

的時光，找不到任何朋友，就像惡水上的橋，

我會負載著你。

當黑暗降臨，當四周環境使你痛苦，就像惡

水上的橋，我會負載著你。向前航行，銀色閃

亮的女孩，向前航行，你發光的時間已到，所

有你的夢想都在路上，看，是多麼閃亮！D

惡水上的大橋

   ABC徵人

找一個願意長期委身、堅持「基督信仰」和「專業事奉」的人。

邀您加入「榮神益人」的事工行列！

共同條件：已受洗，有熱忱，願忠心服事主的基督徒。

誠徵  

出版行銷部業務組「企劃專員」

            詳細內容，請見宇宙光官網

──賀ABC四十六歲

外展部「公關專員」



真是難以想像，年年難過年年過

的宇宙光，竟然又艱困又驚喜地走過

四十六年歲月，又感恩又雀躍地邁向

第四十七個年頭！

卻顧所來徑，如果不是上帝一路保

守、引領、預備，我們也無法在此相

遇、相知、相惜。謝謝每一位親愛的

家人――沒錯，就是您，親愛的光譜

讀者――因為有您一路以禱告扶持、

以奉獻支持、以行動參與，宇宙光才

得以在創刊第二期即遭遇世界能源危

機的信心大考驗中，一路堅持，奮勇

挺進，直到如今。

放下超越地域的全球視野，聚焦縱

貫時空的歷史篇頁，從1973年9月創

刊起，哦，不，應該是從創刊前的嚮

導版《宇宙光》開始，每一位曾經在

這塊園地一起服事、耕耘過的同工、

義工，都是我們倍加感恩、感念的家

人；甚至，太多真正有血緣之親的家

人就是義工，而太多義工又親如家人

一般，完全無從切分。因此，今年我

們特別企劃宇宙光四十六週年慶「向

義工與家人致敬」特輯，記述我們對

每一位義工與家人的感謝！

真要一一提起，再怎麼增張也無法

盡述，有限篇幅勢必掛一漏萬，謹以

至真至誠之心，藉不同切入角度的篇

章，感謝主恩；並願上帝親自報答每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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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哥和劉大嫂，每週固定一天同

進同出，到關懷熱線服事，已經十多年

了。說起這夫妻二人，可真是絕配，一

個是溫文儒雅，做事不急不徐；一個則

是熱情爽朗，言談生花妙語。

他們先是加入宇宙光百人大合唱，

並擔任庶務義工，而後得知關懷熱線事

工。劉大嫂對助人工作很早就有意願參

與，礙於在職期間工作家庭兩頭忙，無

法兼顧，退休後，接受完整訓練，終於

加入關懷熱線團隊，一償宿願。

劉大嫂的信主經歷頗為經典，她的

工作異常忙碌，每天早出晚歸，只能把

握上班前的半小時，在大安森林公園散

步。一天，當她赤腳踏在青草地上，仰

望天空曙光乍現，俯看小草露珠晶瑩，

如此美景，讓她有如遇見上帝般，當下

立刻確信――宇宙中真有一位主宰。

劉大嫂成為熱線志工，剛開始需要

單獨輪值晚班，對於偌大的空間只有自

己一人，不免有些害怕，劉大哥當然就

是現成的護花使者兼保鏢啦！有時劉

大哥因公無法作陪，就請女兒出馬，父

女二人薰陶久了，結果――劉大哥次年

自動加入關懷熱線，女兒也報考心理研

究所，成為諮商心理師。套句劉大嫂的

話：「真是要五毛，給一百。」

劉大嫂特別分享某次她接線時的感

動：有位長期來電的案主，母親去世當

天，格外孤單無助，打電話到關懷熱線

來，透過禱告、陪伴與安慰，終於重新

得力。

在關懷熱線的服事，讓劉大哥夫婦的

生命更加茁壯，對需要幫助的人，付出

自己的微薄之力，不僅讓他們感到有意

義、有價值，從來電者的談話中，更讓

他們深深感謝上帝，體會自己擁有的幸

福。

這段期間，劉大哥正身受脊椎疼痛之

苦，關懷熱線的服事只得暫時休息，相

信當他歸隊的那一天，對有類似經歷的

人一定更能「感同身受」，讓「化妝的

祝福」成為「服事的祝福」！D

要五毛，給一百

說起宇宙光的社會公益形象，立刻浮

現的兩個字就是「送炭」；一想到送炭，

依然鮮明的畫面就是抱著滿懷發票的孫

叔、苦口婆心勸深夜未歸的青少年打通

電話回家的孫叔、笑開一口潔白牙齒頂

著招牌大鼻子的孫叔。

2018年5月1日，孫越叔叔安息主懷。

「爸爸過世之後，我來到宇宙光爸爸的

辦公室，林哥說，希望我能接下爸爸的棒

子，作宇宙光的公益大使――怎麼可能！

林哥，我是孫向瑩，沒有任何知名度，不

能因為我是孫越的女兒，就讓我接下這

個棒子呀！我跟爸爸的距離相差太遠了，

孫越的公益形象那麼崇高……」

從沒想過這件事的向瑩，聽到林哥的

邀請嚇得差點倒退三步；但當她再次接

到邀請，想起父親自從認識上帝，不僅自

己的生命不再一樣，更希望兒女也能成

為幫助別人的人、傳愛的人，她開始為此

禱告。

「老實說，爸爸當年想盡辦法把我騙

進宇宙光當小義工，那時我才高二，什麼

也不懂，雖然心不甘情不願，還是給了他

一個面子，跟他來到當時的小木屋，一起

包裝雜誌……」如今，已是三個孩子的母

親，面對接棒宇宙光公益代言人，向瑩的

心情已與當年大不相同。

「因著林哥送給爸爸那本《探索者的

腳蹤》，讓爸爸決志、受洗；後來又因為

1983年隨著送炭到泰北，生命有了大改

變；甚至在1989年宣布退出影壇，有了

『只見公益、不見孫越』的精采人生。我

羨慕他的改變，所以我也想追隨父親的

腳步，在這個社會上做有意義的事，在別

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這也是身

為基督徒應該有的使命――所以，我決

定接下宇宙光公益代言人的棒子！」

宇宙光，孫叔開始公益之路的起點，有

著向瑩的公益初體驗，甚至連向瑩的孩

子今年暑假從美國返台，也陪媽媽一起

來整理發票。宇宙光，成了孫叔一家三代

投身公益的奇妙連結。

2018年9月5日，孫向瑩正式以宇宙光公

益代言人身分，為「宇宙光送炭‧兒少愛

提昇計畫」發聲，在「愛傳承‧傳承愛」

記者會上呼籲社會大眾，一起為兒少投

注正向成長的力量，席間，孫叔的送炭老

搭擋陳淑麗也親臨現場，為向瑩獻上祝

福。

「我真的很榮幸接下這個棒子，把送炭

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相信爸爸一定很

開心，因為這也是爸爸多年的禱告！」

「是的，我願意！我是孫向瑩！」宇宙

光公益列車，出發！D

記者／許靈芝

時光飛逝，猶想著去年9月28日宇宙

光四十五週年慶晚會上，葉貞屏老師接

下總幹事一職，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

目，而今竟也將滿一年。

葉老師後來曾經分享，若事先知道多

年一起參與關輔中心事工的師丈廖學

謙老師，未來需要與疾病奮戰，她一定

不敢答應接下這個職務。既已承諾，在

發現師丈罹癌後，二人只能同心禱告，

若上帝定意要她接下重任，希望這病對

家人不會造成負擔。後來，師丈確診癌

症一期，開刀後不用做後續治療，四個

說起華人教會史、特別是對宣教歷史

與文化的研究成果，宇宙光絕對是基督

教界非常重要的一座山頭；而在這塊專

業領域中，投注心力、披荊斬棘超過半

世紀之久的開路先鋒，則非林哥莫屬，

而且中毒頗深，因為一問林哥宇宙光這

四十六年一路走來最大的感恩，竟然還

是以宣教士開場：

「做教會歷史研究這麼久，發現很少

有宣教士可以在一個地方待上三十年，

二十五年就不得了啦；想不到我在宇宙

光一待就是四十六年，有時候想想還真

是不可思議，怎麼時間一下就過了這麼

久？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當然就

是『家庭』……」

哦，拐了這麼大一個彎，原來林哥最

感謝的人正是張姐（曉風）呢！這梗，閃

得好專業呀！

林哥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感恩，看在同

工眼裡，確實如此。還在中原大學任教

時，林哥只要不在學校，就是在宇宙光，

那個年代可沒週休二日這回事，再加上

主日總是四處奔波、到各教會講道……。

林哥呀林哥，您一個禮拜在家裡醒著的

時間，究竟是幾小時呀？難怪張姐在宇

宙光十週年慶時，說了句：「什麼時候還

我丈夫來？」到了二十五週年慶，還是只

能無奈地用台語說道：「有閒來坐。」好

不容易等到您正式交棒了，卻還是退而

不休，只好看破大笑著說：「還好我看得

開，不然早就得憂鬱症了！」

而說起林哥一家，對宇宙光的參與還

真是不少，除了張姐從宇宙光創刊起，就

以她的專業和聲望來參與配搭，為雜誌

寫稿、參與藝術團契、研討會、座談會，

就連兩個孩子也默默參與，至今仍常以

奉獻支持，以訂贈雜誌和聖誕特刊或復

活節專刊來分享福音，更在各自的專業

領域以文化、專業來宣教，要說他們全

家都是宣教士，實在也不為過。

焦點轉回宇宙光，投注心力幾乎近達

半世紀，面對新舊世代交替、挑戰不減

的環境，林哥給宇宙光的四十六歲生日

祝福又是什麼呢？

「交在主手中，相信主有恩典，祂會保

守，因為宇宙光是上帝的工作！」果然，

正是林哥一貫的標準答案無誤！

最後，給林哥一個建議，改天把您在

宇宙光二十五週年慶暨您六十歲生日溫

馨演唱會上，獻給張姐的〈白髮吟〉再款

款對唱一次，張姐就滿足啦！咱們可都

還記得，那晚您的吟唱讓張姐忍不住頻

頻拭淚，以及您下台與妻子深情相擁的

溫柔呢！ D

延伸閱讀

張曉風〈什麼時候還我丈夫來？〉

宇宙光二十五週年慶暨林哥

六十大壽溫馨演唱會實況報導

ABC  週年慶特輯

熱線志工篇我願意！我是孫向瑩

記者／小水壩公益代言篇

記者／柯志淑

關鍵，還是家庭
退休一哥的心內話

愛傳承‧傳承愛 記者會

公益代言人孫向瑩

的一日：發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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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剛來宇宙光時發現一個奇特

現象，「辦公室怎麼會有小朋友進進出出、

跑來跑去？」心中很納悶，後來得知這一點

兒也不奇怪，因為宇宙光接納同工的孩子進

出辦公室。林哥始終認為，讓孩子親身經歷

父母的服侍，身教的影響勝過一切，像林哥

的兩個小孩詩詩、晴晴就是如此，並且當義

工參與服事，如送炭到泰北、藝術團契巡迴

演出等工作，這些都奠定他們一生侍奉的道

路。

「別小看這些孩子……」林哥常提醒我

們，確實，宇宙光很多事工都可看見小小義

工的身影。早期佈道團出團，不是一大早，

就是巡迴兩、三天，有時還真需要把孩子

「帶出場」，別看他們身體小，志氣可不小，

搬起道具、器材，一起布場，真是有模有樣

呢！記得黃哥的兒子黃宣小時候常跟著出

團，還會不請就自己上台客串跑龍套，有趣

極了！

宇宙光週年慶或百人大合唱公演，都是宇

宙光的盛事，你會看見一群孩子幫忙折節目

單、裝禮物袋，忙得很咧！除此之外，更成

為晚會最佳迎賓天使、接待客人、發送節目

單，熱情程度不輸給同工。

現在自己有了孩子，有幸享受這份宇宙

光專利，女兒放學或寒暑假，都在宇宙光成

長。有一年暑假，看著幾位小女孩在八、九

樓跑上跑下，於是對她們發出挑戰：「妳們

想一想，是否可以每天做一件會讓宇宙光更

美的事……」沒想到，孩子們討論之後，自

動自發拿起拖把、抹布，掃廁所、拖地、擦

玻璃，讓宇宙光乾淨整潔。另外，還有兩位

可愛的小女孩，看同工因事工忙碌，幫忙為

同工送信，好貼心呢！

這樣的故事太多，歡迎你到宇宙光來，你

會看到有小小義工正在幫忙對發票或貼標

籤、包裝寄雜誌，但千萬別跟他們搶工作，

他們會豪氣跟你說：「這是我要做的……」D

小小義工，志氣大
宇宙光有一群家人，在雜誌或光譜

版權頁上或許看不到他們的名字，但

幾十年來，他們的名字始終印在同工

的心上。他們，就是宇宙光的庶務義

工。實在太多人了，難以一個一個在此

提起，但我們都記得，都想念。

駱伯伯、法伯伯退休後，當了好多

年義工，即使後來年邁、出門困難，仍

堅持大老遠從新竹、從陽明山轉好幾

趟車來到宇宙光，幫忙整理發票、寄發

雜誌海報；駱伯伯甚至還是宇宙光從

小木屋憑信心認購靈糧大樓八樓時，

一坪一磚一瓦認獻計劃的奉獻戶呢！

金媽媽（金姐的媽媽）那優雅的笑

容、美好的銀髮，使我們每每看到她

總是忍不住要喊：「金媽媽你來了！」

還有，跟金媽媽熟識的盧媽媽（小文

的媽媽），也總親切地跟同工相處，默

默在義工區付出心力。

沉默的徐伯伯，過去服務於商務印

書館，有很好的國學造詣，更寫得一手

好字；還有經常一起搭檔服事的于伯

伯、賴桑每每看著他們做起事情那麼

認真仔細，讓我們好欽佩。

已經先回返天家的上述這些長輩，

他們的身影還留在我們心中，他們生

命的馨香也繼續縈繞在八樓義工區。

如今，繼續陪伴我們的于媽媽，雖

然因為身體不適，暫時不能前來，還是

常常打電話給負責聯繫志工的韓哥，

不斷關心宇宙光的需要。

高齡超過九十的劉伯伯，多年來也

是轉兩班車從內湖來當義工，因為擔

心他年邁，後來不敢主動邀約，但他可

有經驗了，預估雜誌應該要交貨了，就

會來電詢問、過來幫忙。

曾是義工、後來成為同工、退休後又

繼續當義工的蔡媽媽，手藝奇巧，愛心

佈道團的大小道具、九樓關懷空間好

多手工藝魚和餅，都是她的傑作。雖然

她的手現在因為動了小手術，暫時難

以施力做事，仍每週從三峽來探望我

們，帶來關懷與愛。

最可愛的「義工姐妹花」林媽媽（彩

鳳的媽媽）與王阿姨，她們的笑聲總

是感染著我們，讓同工經過義工桌的

時候，忍不住停下腳步跟她們說說笑

笑。林媽媽常常惦記同工，只要有美味

糕點，一定不忘拿來分享，更常做菜餚

給大家加菜、補身體。

王阿姨是個非常風趣又有活力的姐

妹，她剛來的時候還不認識上帝，因著

與同工相處，以及親眼見證上帝醫治

外甥女重症的神蹟，決志接受主耶穌

作她的救主，得知這個消息，我們真是

大大歡喜！

其實，對義工伯伯媽媽而言，來到

宇宙光也是他們的快樂時光。除了同

工此起彼落的問安，只要黃哥八萬一

出現，又唱又跳、又學蟲鳴鳥叫、又幫

他們按摩肩膀，總逗得他們呵呵大笑。

義工家人的故事，說也說不完，而

且是「不能沒有你」的情感。且讓我們

對所有的義工家人伸出雙手，獻上最

深最大的擁抱。D

記者／蔡佳吟

洪温，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聲樂、鋼琴雙主修，因著音樂會演

出，與聲樂家容耀在香港相識。應邀擔任伴奏，次數多了，乾

脆娶回家更方便，「洪温老師」從此成了「容師母」。

1986年，夫婦二人來到台灣，經歷生命中的第一場地震，十

層樓高的上下左右搖晃震盪，讓容老師決志接受耶穌、受洗，

與妻子真正成為「一家人」。

而隨著容老師1988年踏入宇宙光，師母不僅是義不容辭的聚

會伴奏、週週出外勤；百人大合唱成立，更是當然不二的最佳

指揮人選。一路走來，形影不離、夫唱婦隨半世紀有餘，她，

是隱身於丈夫背後的賢內助，更是我們的家人。

2008年容老師中風，送到醫院時，問他叫什麼名字，努力吐

出的卻是「洪温」；醫生請容老師舉右手，努力了半天，抬起

的卻是左腳。一直覺得先走的人比較幸福，此時的容師母只求

上帝讓她活久一點，才能好好照顧丈夫。

好不容易容老師慢慢恢復，2010年《傳統詩歌》錄音期間，

師母竟得了罕見的壺腹癌。手術雖然成功，日夜不停的劇痛卻

成了更頑強的對手。某次練唱，她說：「我天天痛，無時無刻

都在痛，使用最強的止痛劑、貼片，還是很痛。我已準備好上

帝將帶我到祂那邊，可是祂還是讓我留在世上……。大家要

乖乖聽話、好好練唱、榮耀主哦！」雖然非常不忍，也只能持

續為師母禱告。每當練唱前簽到，師母總是抱著疼痛、帶著微

笑、坐在簽到桌旁，向每位團員打招呼。二十五年來，無論健

康或是病痛，從不擺架子。

有一首詩歌〈當答案不夠時〉，歌詞寫著：「當答案不夠

時，仍有耶穌；當答案不夠時，祂同在。」這是師母非常喜愛

的詩歌，我想也是她想傳遞給大家的心意吧！為了福音的緣

故、為了完成使命，洪温老師繼續在打仗，要在更多人面前為

主做見證，因為她知道――當答案不夠時，祂同在！D

向義工與家人
致敬

小小義工篇

側寫接班人 記者／彭子欣
百人大合唱篇

不能沒有你

記者／韓世光、王曉春庶務義工篇

當答案不夠時

記者／黃光薏

〈當答案不夠時〉

陪伴另一個人，回家
孩子裡，前三個孩子也分別考上高中、大學、

研究所第一志願，上帝的印證讓老師格外感

恩。

身為關輔中心同工，老師這一年來的忙碌，

鉅細靡遺都看在我們眼中，時常看著老師結

束會議或課程、馬上又快步進入諮商室的身

影，對老師在各樣狀態下能如此切換自如，真

是感到不可思議！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老師在事工與家庭

兩頭忙的過程中，分享他們一家所經歷的恩

典。

一天，老師獲知師丈的右肝出現白點，需要

立即做進一步檢查，內心著實掛慮擔憂。正

趕往醫院途中，突然，上帝讓她看見路旁跳躍

的小麻雀，心中立時響起詩歌，瞬間讓她的心

思轉向、重新聚焦在需要且可執行的事上，脫

離憂愁、升起盼望，重獲力量陪伴師丈繼續

前行。

想當然耳，在這樣的過程中，孩子也與父

母一同經歷著。

有一天，老師去學校接老么亮亮放學，亮

亮突然說：「媽媽，我今天很幸福哦！因為我

求上帝幫助我，拿掉心裡的不安與恐懼。」邊

說著還邊舉手向天。老師很驚訝，因為亮亮很

少這麼表達。也沒問他是不是有什麼事，老

師只是接著問他：「你什麼時候跟上帝說？」

「隨時啊！」雖然只是簡單的對話，卻看見

老師每天帶著亮亮一起敬拜、禱告，這個習

慣已漸漸刻印在孩子心中。生活難免會有困

難、壓力，當孩子可以學會自己轉眼仰望上

帝，尋求從上帝而來的力量，實在是父母極大

的安慰。

「最重要的是，要切實彼此相愛。」這是老

師接任總幹事時，上帝給她的感動，把從神

領受的愛，先切實實踐在自己家裡，上帝若看

為好，我們就可以把這樣一個有效的元素，

更多推廣到兒少領域、家庭領域，再透過文

化藝術、全媒體載具，將我們所領受到的這

份愛，更多與人分享。

我想，老師正以她的經歷來體會，並憑著

「我們有偉大奇妙真神」的帶領，使每位同

工也一起走在這「陪伴另一個人，回家」的路

上。D

2018年5月5日，宇宙光「老同工回娘家」大合照。

更多義工家人的故事，
請見9月號《宇宙光》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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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講史懷哲的故事？」不

少人問我。

原因很簡單，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

人，他成長的經歷、生命的抉擇、一生

的貢獻及他的生命理念……，在在都

帶給我們深刻的啟發與指引。在這個

世代中，他對生命的體會及對人群的

貢獻，不僅讓人敬佩，更能帶來省思。

為小朋友說好故事，是我們多年

來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們相信孩子藉

著聽故事，能領悟到其中的意義與價

值，進而建構自己的人生價值。雖然

社會變動又大又快，但一個人心靈中

需要好土壤是不變的；對於能在孩子

心裡撒下些好種子，日後在生命中發

芽、生長，我們樂作一個盡職的「撒種

者」。

從2006年出版聖經人物劇場開始，

歷年來我們出版了〈愛心樹〉、〈小王

子〉、〈快樂王子〉、〈傻瓜伊凡〉、

〈聖誕頌歌〉、〈小人國遊記〉、《納

尼亞傳奇》的七個故事〈獅王、女巫、

衣櫥〉、〈魔術家的外甥〉、〈奇幻馬

和小孩〉、〈賈斯潘王子〉、〈黎明號

的遠航〉、〈銀椅〉、〈最後的戰役〉

以及《黑鬚番馬偕》、《愛麗絲夢遊

仙境》、《莎士比亞的四部喜劇》等等

CD。

2017年開發了糖果姐姐說故事APP

後，歷年來我們所製作的各式兒童故

事都在其中，共有數百個故事提供給

孩子收聽，並且持續製作新的故事。

透過收到的回應，我們知道孩子不只

是喜歡聽，而且正如我們所希望的，

故事成為影響孩子的因素：有的孩子

過動症狀改善了，有的孩子說寫能力

增強了，有的孩子依據故事畫出充滿

想像力的圖畫，更多孩子從故事中多

有體會，幫助他們建立了屬於自己的

價值觀……，故事真的成為培育他們

生命的優良土壤，我們怎能不心存感

謝並滿得激勵呢？

雖然，以極少的人力、財力製作戲

劇型故事CD並不容易，但感恩的是，

無論是錄製或後製，我們都獲得許多

朋友的「義助」，讓不可能成為可能，

在此要謝謝所有參與的朋友。

期望，非洲叢林醫師史懷哲的故事

能在孩子的心靈中埋下種子，日後成

長時，能讓史懷哲的精神在他們生命

裡發揮影響。D

對於正在成長發育中的兒童或青少

年而言，我們不僅要供給他良好的物

質環境、關心他的心理需求，還要注

意他與自己、與別人是否相處得好，

更重要的，我們還得關心他的靈性

――與天（上帝）的關係。這就是所謂

的全人健康及全人教育，也就是林治

平林哥常講的：天、人、物、我（真、

善、美、聖），從「小我」到「整全的

我」的生命歷程。生命唯有4Q一起增

長、均衡發展，才能使人知道如何面

對自我，找到自己在天、人、物、我之

間的定位。

然而，面對生命的挑戰與難題，我

們需要「榜樣」――  一個活生生的

人，一個具有生而為人應有之生命樣

貌的人，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因此，

若能在兒童、青少年時期給予完整的

生命教育課程，讓照顧陪伴兒少的大

人先成為一個健康的人，並懂得如何

教養出全人健康的孩子，必能減少很

多青少年問題及父母的遺憾。

於是，在宇宙光全豐學園的鼓勵及

支持下，由我和張春燕老師、林煜捷

老師、洪中夫牧師，共同企劃一套全

人生命教育「兒童、青少年助人者培

育」課程，此套課程分為初階、進階、

高階、師資培訓四階，盼能養成兒童、

青少年輔導陪伴者，或成為獨當一面

的講師。

全人生命教育兒少課程採用「螺旋

式課程學習模式」進行，並以現場實

踐加上理論學習方法，逐次建構學習

者能力。待基礎課程告一段落，學程

會暫停二至三個月，讓學習者有時間

實踐、內化所學，同時由授課老師提

供現場經驗傳授及輔導，之後再繼續

進行進階課程。

期盼孩子們可以在健康全人的陪伴

下，均衡發展美滿圓融的人生，活出

美善生命，建構「贏在終點的人生」！

D

事工顧問／金明瑋

儀式與紀念與感恩

為什麼要講

    史懷哲的故事？

全豐學園下學期線上報名

雜誌主編／瞿海良雜誌瞭望台

9月是宇宙光生日的月份，而今年

我們的主題，定位在「向義工與家

人致敬」，關於家人，可以不用討

論，大部分宇宙光同工早已有個共

識：「買一送一」，這固然是笑談，

但是，向義工致敬，卻是真心誠

意。義工對宇宙光而言，不只是支

援與協助，更是榜樣與典範。

宇宙光副總幹事黃榮勇筆下的

駱伯仁：「駱伯伯本來住在台北，

後來搬到新竹，但他仍常常從新竹

騎腳踏車到車站搭火車來台北，再

轉公車到宇宙光。當時他的年紀已

八十多歲，一個人搭車、上下車讓

我們很耽心他的安全，好幾次勸他

不要這樣勞累辛苦，請他休息，但

他仍堅持要來，如果有事請假，還

會另外找時間來補班。」

你一定很好奇：義工還要請假？

補班？這是一種態度，一種作人

與服事上帝的態度。8月雜誌「耕

者心」專欄，宇宙光董事長林治平

問了一個問題：「宇宙光是個什麼

樣的地方？」他的答案是：「宇宙

光四十六年來進進出出走過的每

個人，幾乎都落在『找人』的氛圍

影響中，每念及此，我們心中充滿

感恩讚歎，知道走過的每一天，都

在『找人』的路徑上留下了佳美腳

蹤。還有什麼比這更有意義、更令

人心滿意足？」

每個進出宇宙光的人，都是一起

打拚的伙伴，更重要的前提是：和

宇宙光一起「找人」，而這個人，是

上帝所造的、有靈的活人。

9月，也是悲傷的月份。二十年

前，921地震奪走了兩千四百多人

性命，摧毀了無數家庭，是台灣史

上規模最大、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

害。二十年過去了，我們該用怎樣

的眼光來回顧這場地震呢？宇宙光

和當時守護在第一線的埔里基督教

醫院，攜手製作「921地震二十週年

紀念」專題報導，一起來思索，這

場大苦難中蘊藏的希望與啟示。D

本月講員：郭珮婷（隨心沐語心理諮商所所長）

本月講題：作孩子的情緒教練
地  點：金融研訓院書房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62號1樓

主廚推薦

猜猜看，9月號雜誌的特色是什麼？答案

揭曉：週年！除了宇宙光四十六週年慶

「向義工致敬」專輯、921地震二十週年

紀念專題報導，還有93軍人節的兩篇特稿

也很令人動容哦！先睹為快！

核去？核從！核融合是最終解決方案、最友善環境的永續能源，一旦達成將「核去、核從」

上帝不僅把杜澤儒鼻腔的水龍頭關好了，更讓絕望的生命散發智慧，榮神益人

愛迪生對世界的貢獻舉足輕重，一場電流大戰，顯露所有糾葛，皆來自爭競的心。

愛迪生電流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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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澤儒的開關人生 

921地震
二十週年紀念

舉目

（上接一版）

那些翻臉如翻書、動輒掄臂揮拳的黑道好漢，

以及為滿足毒癮需求而無情無義偷拐搶騙，還

有那些被毒品控制、用盡各種方法戒毒卻屢戒

屢敗、徹底絕望的可憐蟲，這些人如今卻直挺

挺地站在那兒，有些甚至是牧師傳道、有些結

婚成家、有些決志獻身裝備，成為進入各個不

同地區的戒毒工作人員。回想三十五年前，宇

宙光藉由「送炭」工作，陪伴晨曦會在台灣從

零開始，一代又一代傳衍成長的過程，這兩節

聖經帶著無比的能力，再次衝撞我的心頭。

無論在宇宙光也好，或經由宇宙光外展連結

的相關工作也好，甚至是我多年投身的全人教

育工作也好，對我而言，我都用下面這句話概

括說明這些工作的方法、終極目標與意義：

「一個人陪伴另一個人，讓兩個人越來越是

人，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耶穌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很簡單，請聽

耶穌說：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人子來，為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耶穌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你找到了答案

嗎？D

專題演講：
從精神醫學看成癮／商志雍（台大醫學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癮鴆止渴／許德謙（香港精神分析學會會長）

案例分享：
隱癮作痛／張瓊方（諮商心理師）

親子共營，要贏不要癮／魏芳瑜（諮商心理師）

時間：2019/11/1(五)上午9:00～12:00，下午1:00～3:00
地點：宇宙光韓偉廳
費用：1000元/人，9/30前報名可享早鳥價700元/人
洽詢：02-2363-2107轉310彭姐妹 註：可申請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如何陪伴網路、性、社群成癮者，使他們脫癮而出？
宇宙光陪伴您在這困境中持續站立，成為網路成癮者的貼心陪伴者。

2019成癮研討會

成癮研討會

ABC關懷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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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日期 & 講題
11/02 線條的各種功用
11/09 形狀的表情
11/16 色彩的力量

收費標準：單堂400元，六堂套課原價2400元，10/5前完成匯款，
          可享早鳥優惠2160元（名額有限，請來電預約）
上課地點：宇宙光韓偉廳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上課時間：11/2～12/7每週六下午2:00～4:00
洽詢電話：02-2363-2107轉302王曉春姐妹 Email：editor@cosmiccare.org

11/23 光影織成的氛圍
11/30 質感與肌理
12/07 動感與節奏

幸福人講座
免費入場

9/15(日)
15:00~16:30

講師：宋珮
宇宙光2019
藝文講堂

線上報名

幸福人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