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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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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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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cosmiclight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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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愛心贈書行

為關懷偏鄉，由宇宙光承辦、婦聯社福基金會贊助的

「閱讀力量大」愛心贈書專案，10月5日假台東池上萬

安國小為活動揭開序幕，預計將有七十所學校或單位

獲贈《暖小說》與《糖果姐姐說故事》CD，贈書儀式

現場並有糖果姐姐、粉圓老師為小朋友說故事。求主

賜福專案接觸的所有師生與家庭，讓上帝的愛就此成

為他們生命中最蒙福的陪伴。

■百人大合唱

第二十五年度百人大合唱已於9月開始練唱，本年度共

選出十二首曲目，全團約二百八十人，預定11月2～3日

舉辦年度退修會。請為正在重新編曲的曲目編曲順利

、退修會節目安排、晚會講員預備信息內容禱告，特

別為新團員的融入與適應，非基督徒團員能在日常練

唱與小組活動中認識基督信仰、親身經歷上帝代禱。

■聖誕特刊

宇宙光2019聖誕特刊《陪伴的滋味》9月底暖呼呼出刊

囉！求主賜福這份聖誕祝福，透過教會與弟兄姐妹的

禱告與行動，將福音送到海內外每個需要的人心，共

同經歷「以愛陪伴，用心調味」的新生命與新關係。

■上帝說華語圖展

繼8月澳洲圖展之後，《上帝說華語》圖片展自10月起

分別在台灣、美國、馬來西亞接力展開，2020年度圖

展場次也在陸續增加中。感謝主使用這項事工，不僅

大受教會肯定，也激勵弟兄姐妹更多珍惜聖經。事工

所需經費高達一百五十萬元，求主預備、感動教會與

弟兄姐妹，以奉獻與禱告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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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9/15
實收金額

1/1~9/15
累計金額

達成率
1/1~9/15
收支累計餘絀

營業收入  23,770,000  864,230 10,717,841 45.1%
-1,381萬

奉獻收入  39,230,000  1,675,137 14,747,023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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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9/15
實收金額

1/1~9/15
累計奉獻

整體事工  26,830,000  1,149,540  8,255,179 
視聽廣播  1,000,000  2,200  133,640 

全人關懷與輔導
(含關懷熱線)  1,770,000  120,900  1,560,255 

文字事工(含榮譽贊助訂戶)  1,200,000  85,400  416,690 
雜誌贈閱(含特刊企贈)  2,300,000  5,000  1,033,290 

生命與歌  100,000  8,100  49,100 
百人大合唱  1,050,000  21,570  1,458,861 

外展事工(含大陸事工)  900,000  32,000  99,300 
韓偉紀念講座  100,000  0  0 
愛心合唱團  1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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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00  561,500 
馬禮遜學園

(上帝說華語慶典活動)  1,200,000  102,810  625,390 

宇宙光送炭勸募計畫  750,000  52,517  530,718 
合計  39,230,000  1,675,137  14,74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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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祈禱室

舉目 終身志工／林治平

9月，翻開牆壁上掛著的月曆，

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九月」兩個

大字。

「9月」？怎麼可能這麼快就到

「9月」了？而且是2019年9月！怎

麼可能？我不是在2018年9月才剛

剛卸下宇宙光義工總幹事的職位

嗎？怎麼一眨眼，一年就過去了？

跨入2019年9月，宇宙光不是就

滿四十六歲、堂堂跨入四十七年了

嗎？想當年，我參加開辦宇宙光籌

備工作時，只是個年僅三十五歲、

除了滿腔熱血以外、什麼都不懂的

小伙子，初聞宇宙光事工，只覺心

頭有一把火，在那兒熊熊燒起。耶

穌的呼召，又清晰又明白：「你們

給他們吃吧！」在撒種的比喻中，

耶穌親口告訴我們，一個勤於撒種

的農夫，在撒種之前首先要做的工

作，是把培育種子發芽、成長、開

花、結實的土壤預備好，種子惟有

落在好土之中，才能結實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

宇宙光所承受的呼召異象，就

是檢視並且調整改變華人歷史、

文化、社會中，拒斥、不利基督信

仰落實生根的土壤，使之成為好

土，以利福音種子落土生長、開花

結實。這當然是一件「費財費力」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15節）、難上

加難、從人看來根本不可能完成

的工作。但什麼叫事奉？什麼叫宣

教？

在宇宙光走過四十六年跌跌撞

撞的宣教事奉路程，我們發現，事

奉上帝就是一個一路經歷不可能

的神蹟故事，事奉上帝既然是一

個承擔上帝旨意、完成上帝工作的

使命，當然不能憑藉人的智慧能力

就可以達標完成；宣教則是在上帝

的宣召旨意下，因著耶穌的陪伴同

行，經歷奇妙生命成長、活出上帝

更豐盛生命的故事。這樣的宣教事

奉生活，不知不覺會使你的工作越

來越多、越過越忙；日子也一天一

天跑得越來越快、越來越滿足快

樂。

奇怪的是，每天從早到晚似乎

很忙很累，卻又覺得輕鬆愉快，不

知不覺一天就過去了。過去在宇宙

光如飛而逝的四十五年中，每當夜

深人靜，回頭一看，那些白天似乎

覺得無法承擔解決的問題，不知怎

麼搞的就一一歸位完成了。你會發

現，無論面對任何困難，當你放下

一切煩惱，心思平安坦然地來到耶

穌面前，傾心吐意、低頭俯伏祈禱

時，你都會經歷來自耶穌的陪伴、

成長與生命的賜福，在不能奪去的

平靜安穩中，恬然入睡，迎接另一

個明天。

你看，今天也是如此，現在已近

晚上十一點，9月又過去一天了。

我得預備去睡覺了，明天早上八點

鐘，宇宙光晨禱會開始，又有一天

的忙碌等著我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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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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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結婚多年，第一次聽到先生慘叫，

只見他噗通一聲坐了下來，說：「好痛！」我低

頭一看，先生因化療副作用而罹患甲溝炎的腳

指頭開始流血，心疼不已的我不敢太聲張，因

為我知道為了慶祝老大生日，先生忍著痛（他

的手指頭也全部被甲溝炎攻陷），和我一同預

備了一桌菜，本來正開心地幫孩子們夾菜（結

婚至今，先生都會幫我們夾他認為最好吃的

菜），卻不小心踢到了桌腳。先生很快地做了

止血處理（因為同時在服抗凝血藥物，很容易

流血，但不容易止血），然後彷彿沒事一般，

繼續招呼家人吃菜，孩子們和我，就更努力、

更開心地吃……

幾天後，在關輔中心的年度退修會上，同工

很好奇我如何在每天緊湊的行程中，很快地做

角色轉換、專注在當前最重要的事上而沒有負

向情緒？我很自然地分享了寫在《唐寶寶的幸

福啟示》中的一段話：「設最小的期待；盡最

大的努力；做最快的交託。」同工聽了都若有

所思，回來後一位同工分享：

「全力以赴，完全交託。那是一個『以主為

焦點，放下自己』的操練。感受到成長，謝謝

老師。若沒有生命的分享，『全力以赴、完全

交託』就只是字面。有榜樣真好。願從聽到到

領受，從領受到活出。往前，日日有進步。」

另一位同工似乎回家後繼續思索，而後寫道：

「很感謝主透過老師分享『盡全力，全交

託』，這真是很重要的自我照顧基本功啊！我

覺察到過去自己深信『有幾分力氣，做幾分

事』的想法，好像是一種『靠自己力量生活』

的產物，並沒有活在主所給的『因信稱義』的

恩典中，我們需要先知道自己的現狀和極限，

才能進一步求主教我怎麼依靠主而盡全力，真

正活在因信稱義的恩典中。」

現代工作者經常掛在嘴邊的「心好累」，道

足了心中充滿各種負面情緒的苦處。世界衛

生組織（WHO）為「工作倦怠」（burn-out）

列出更詳細的定義：「當一個人長期處於工作

壓力，卻無法管理或紓解這些壓力，導致出現

以下三種現象：工作能力下降，常覺得筋疲力

盡，對工作產生消極。」

工作倦怠其實並不容易覺察，單純的工作疲

憊是因為過度勞動，休息過後就好；真正的工

作倦怠無法靠休息解決，因為它是一種情緒的

惡性循環，一種因為個人過高的期待、無對象

可以交託的苦所造成。

對於無力掌控的甲溝炎，我的先生選擇喊一

聲痛之後，將它放一邊，專注去做除了抱怨以

外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事――陪伴家人營造一個

美好的回憶。他的勇敢和智慧，常常讓我更深

體會使徒保羅所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

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立比書三章13～14節）D

註：甲溝炎（英語：Paronychia），俗稱凍

甲、指溝炎，為甲床炎（Onychia）的一種。意

指指甲周圍組織，包括兩側的旁甲溝和底部近

側甲溝發炎，一般症狀為紅、腫、痛，嚴重時

會化膿。

鏖戰甲溝炎的
       陪伴者

一條陪伴、成長的生命之路



各行各業都有「客戶服務」（以下簡

稱「客服」），不管是小小的麵店，或是

大型的跨國企業，客服往往是面對客人

的第一線。

宇宙光當然也有客服，而且還多了

一層意義――曾經，我們稱它為「客福

服」，多了這個「福」字，可以解釋為

「福氣」，代表我們對客戶的祝福，不

過真正的意思是「福音」。

宇宙光的客服，比一般公司、企業的

客服更有意義，因為不是只在業務和金

錢上打轉，而是利用客服的機會，把福

音傳出去。對於擔任雜誌訂戶服務已經

七年的我來說，每當處理雜誌訂閱、贈

閱資料，就感受到弟兄姐妹對宇宙光的

支持，這種感情，不只是對宇宙光，我

覺得更是對傳福音的支持、對分享信仰

的堅持。所以，我們的客服對象不僅是

訂戶、讀者、聽眾、奉獻戶、學員……，

更是無數和我們一樣有著服事之心的

「同工」呢！

除了各式福音產品，我們也透過主日

外勤或講座，與宇宙光之友面對面。例

如8月剛結束的「馬禮遜講堂」，以及今

年最新嘗試與獨立書店合辦的「新書發

表會」和「幸福人講座」，都是平常隱

身幕後的我們第一線客服的機會――雖

然活動場次一多，也會覺得累啦，但每

一次都是我們非常珍惜的互動機會。

就像宇宙光的倉庫不叫倉庫，而是稱

為「物流中心」，為的是提醒我們要努

力讓福音產品流動，好讓福音流傳，感

謝主，讓我也能成為宇宙光「客‧福‧

服」的一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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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聽過D-K效應嗎？ 把那一萬個孩子管好 加分的同儕壓力 推倒圍困自己的高牆

王建煊說故事
 我的手好髒 小男生的疑惑 媽媽我想踢足球 現在改用刀叉吃人肉

糖果姐姐APP
 快樂天使寶琳娜 長鼻子矮人 大紅燭與小白燭 兩個病人一扇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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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19下半年，年終盤點作業、聖

誕特刊推廣、出版新書與CD、配搭講

座……等等事工準備作業紛至沓來；而

接下來要參與的書展更不止一個，而是

三個――2019年10月台北基督徒聯合書

展、11月西馬書展、2020年2月台北國際

書展，三個書展的籌備工作都在這個時

間重疊，難怪業務組同工從第三季就開

始進入渦輪增壓模式，準備迎接在我們

面前那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書展三連發之第一棒

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是每年基督教出

版界的盛事，為要在讀者面前，將一年

來在文字事工上的成果，做最完美的呈

現，各家出版社無不使出渾身解術，全

心投入。

2019年是和合本聖經出版一百週年，

因此今年書展以此為切入點，定出了

「你的話，是我路上的光」書展主題，邀

請各家基督教出版社參展，除了超值的

購書優惠之外，並在書展講堂、講座以

及主題特展，精心規劃了精采內容。

宇宙光在這次書展的出版亮點，你將

會發現《2020摩拉維亞每日箴言》不一

樣了！保留了《摩拉維亞每日箴言》的

特色：簡潔純粹，直接領受上帝話語，

並以手札書寫回應上帝；2020年的改

變，版型變瘦變小，將一年份一大本，

變成一季一本四小本，讓讀者可以輕輕

鬆鬆把這本每日靈修書帶在身邊，隨時

隨地都可以靈修、書寫。

強棒出擊之聖經心理學

大家或許已經在宇宙光的YouTube頻

道上，看過商志雍醫師的「聖經心理

學」系列視頻短片，是不是很精采呢？

新書《來自父親的禮物》正是商醫師對

於聖經心理學的完整論述，從「關係、

性格、行為」的心理學模式，解讀聖經

的教導。

這本新書將在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首

賣，10月27日（日）15:00，書展會場沙龍

區《來自父親的禮物》新書分享會，商

志雍醫師將與讀者面對面，分享他的聖

經心理學。

上帝說華語之威力加強版

而在書展區外圍的文化特展區，宇

宙光同樣沒有缺席。「上帝說華語――

聖經中譯與華人文化歷史圖片展」將

在書展文化特展區展出，而且是威力加

強版，讓你收穫滿滿。什麼意思呢？就

是除了以宇宙光「上帝說華語歷史圖片

展」為主之外，將再加上聖經公會珍藏

的聖經譯本展示，還有來自香港夏達華

聖經世界的聖經文物展，讓你從文物的

角度認識聖經話語，更有最新VR體驗，

以虛擬實境科技體驗耶穌的七個神蹟。

此外，在書展地點的信基大樓13樓，

另外規劃了「書展講堂」，以讀經與信

徒生活連結為主軸，邀請牧長與學者，

分享如何將上帝的話應用在心靈、知

識、牧養、工作、家庭中。

宇宙光邀請了兩位講員，一位是魏外

揚老師主講「從委辦本到和合本」，訴

說代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聖經中譯

高峰期，委辦本與和合本聖經翻譯出版

的艱辛過程與感人事蹟。另一位講員則

是以《壞鬼釋經》系列（基道出版）為

讀者所熟知的曾思瀚博士，這次難得的

機會邀請他到台北，舉辦一連串巡迴講

座，曾思瀚博士將在書展講堂主講「壞

鬼釋經之預言釋讀：舊約先知篇＋新

約」，獨到的解經觀點與方法，千萬別

錯過。

2019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即將在這

個月24至29日展開，寫稿此刻才驚訝發

現，我們居然完成了長達半年極為繁瑣

的籌備工作。我不禁微笑，感謝上帝在

我們忙到疲於奔命、心神耗竭之際，為

我們加添力量，讓同工一次次經歷上帝

的慈愛與大能。

感謝讚美主！迫不及待邀請你――

2019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別忘記前來

共饗盛宴哦！D

延伸客服

一年一度的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又來

囉！適逢和合本聖經翻譯百週年，宇宙光

當然盛大參展，《上帝說華語》掛圖展＋

聖經文物展＋精采講座＋沙龍講座，讓您

一次看飽看滿、聽好聽巧，尤其是《上帝

說華語》世界巡迴圖片展現場

導覽，千萬別錯過囉！

10/24(四)19:00，台北衛理堂／

保羅給教會的最後叮嚀──從提摩太後書看教會的危機與事奉傳承

10/26(六)14:00，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

壞鬼釋經之預言釋讀：舊約先知書篇＋新約篇

10/26(六)19:00，景美浸信會／

路加比喻所顛覆的世界──給提阿非羅的信仰挑戰

10/27(日) 19:00，景美浸信會／

馬太比喻所宣告的國度──上帝子民的未來

10/28(一)10:00，宇宙光／不叫釋經成為宣講的攔阻

10/28(一)14:00，宇宙光／比喻、人物刻劃

 各 式 聚 會 行 程10月

本月講員&主題

趙芸芸（宇宙光關輔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夫妻溝通的藝術──化干戈為玉帛

幸福人講座

講員 日期 時間 教會/單位 性質 地址

林治平
10/20(日) 11:00~12:00

13:00~14:00 南京東路禮拜堂 主日證道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10號

10/27(日) 14:30~16:00 傳愛之家 主日證道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李棟良

10/13(日) 10:00~11:30 重生禮拜堂 主日證道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09巷3弄16號1樓
10/20(日) 10:00~11:30 浮州浸信會 主日證道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153巷45號
10/27(日) 10:00~11:30 南投中興新村浸信會 主日證道 南投縣南投市中正路220號

曾思瀚

10/24(四) 19:00~21:00 台北衛理堂 研經講座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3號
10/26(六) 19:00~21:00 景美浸信會 研經講座 台北市文山區育英街63號
10/27(日) 19:00~21:00 景美浸信會 研經講座 台北市文山區育英街63號
10/28(一) 10:00~14:30 宇宙光 教牧講座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趙芸芸 10/19(六) 14:00~15:30 金融廣場書店 社區講座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62號1樓

壞鬼釋經？壞鬼跟魔鬼到底有
沒有關係呀？哦！原來壞鬼是
廣東話「壞得透頂」的意思，
提醒我們聖經不僅要讀懂、讀
通、讀對，更要不以偏概全、
不斷章取義、不自以為是！
2019曾思瀚博士「誰的釋經，哪
個傳統？」壞鬼系列釋經、培
靈免費講座，趕快報名囉！

曾思瀚2019台北巡迴講座全場次

細說業務：
宇宙光經事工整合、架構重整之

後，原有雜誌、書籍、視聽、業務合

併為出版行銷部，其中，業務組可謂

是最辛苦的勞力部門。平時隱身於事

工背後，但若少了這一環，所有福音

出版品都無法送到台前、讀者手中，

每位同工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員呢！

業務組同工，前排左起：林彩鳳、鍾雅妮、簡如姬、葉秀卿，

      後排左起：陳俊男、藍培青、蔡尚儀。

基督教書房是宇宙光最大的客戶與通

路，弟兄姐妹不用親自跑到宇宙光，就

能翻閱、試聽宇宙光各式出版品。全台

灣約有四十多家基督教書房，分布在台

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嘉義、高

雄等地，甚至一直到台東、花蓮都有，

營業額更占宇宙光銷售總額近四成。

每年至少兩次，我們一定會來個全

省大拜訪，特別是復活節與聖誕節前，

更是拜訪的熱點。由於書店分布廣泛，

拜訪行程相當緊湊而吃力，身體難免疲

累，但能和書房同工面對面，真的是非

常難得的機會。

認真說起來，主要負責發行、與基督

教書房聯絡的我，來到宇宙光二十四年

最大的遺憾，應該就是每次都要留守

「物流中心」，沒有機會和同工一起拜

訪書房吧！但是，聽到同工出差回來的

分享，心裡還是很開心，好像也跟著見

到平常只在電話、或line、或傳真機、或

e-mail交流的書房同工一樣。

經營基督教書房很辛苦，如果有教

會或機構支持，財務和營業狀況可能

還好；如果自己獨立經營，就非常吃力

了。近二十多年來，我就經歷過許多基

督教書房因為經營不下去而結束營業，

從我的名單和電腦中消失不見……。

比起基督教書房，宇宙光的辛苦也不

遑多讓，所以我都把書房的朋友當作自

己同工。因為我們都在努力堅持，在台

灣艱難的基督教文字工作中一直走下

去。常常覺得，如果教會能和書房更密

切配搭，鼓勵弟兄姐妹多讀書，讓文字

影響力更普及、更深入，對教會、弟兄

姐妹、書房和宇宙光其實都是好事。

雖然，每天管的是貨物出入與銷售，

整天都與數字打交道，但我知道自己的

服事很重要，也很高興能負責這一塊，

因為宇宙光家訓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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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延伸客服

生日、結婚、受洗、探訪，送什麼禮物好

呢？從雜誌到書籍，從CD到禮品，從傳

福音到研經培靈，宇宙光隨時歡迎您的

光臨！咦？想翻看試聽實體出版品，但

不住在宇宙光附近？放心，全台基督教

書房、宇宙光海外往來書店，等您來去

逛書店囉！

──基督教書房也是同工
業務組／林彩鳳

客‧福‧服
不一樣的

宇宙光海外往來書房

全台基督教書房通訊錄

愛播聽書



常常在想，如果我不是主編，只是一個單

純的宇宙光雜誌讀者，應該很幸福；但這麼

一來，誰來編出讓人幸福的雜誌呢？

〈哈巴谷書〉二章2到3節：「他對我說：

將這默示明明地寫在版上，使讀的人容易

讀。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

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

臨到，不再遲延。」

這兩節經文是我的座右銘，時時提醒我：

編輯，尤其是宇宙光的編輯，是一個負擔、

一個使命，絕對不只是一個爬格子、數格子

的工作。

本期「真實故事」有兩篇，但也可以說是

一篇，因為是由一對夫妻分別書寫因自己

（妻子）罹癌而信主的故事。「翠如開刀和

八次化療，我都陪伴在旁；雖然工作忙碌，

連續二十五次放療，我也儘量抽空陪她；

她怕化療掉頭髮不好看，我就先剃光頭陪

她。」梁功斌〈改變，永遠來得及！〉與陳翠

如〈孩子，你回家了！〉，夫妻二人一起面對

噩耗的心情、因基督信仰而得救的過程，讓

人動容。

〈R P B，改變人生的密碼――商志雍與

聖經心理學〉，深度解析商志雍十年鑽

研「聖經心理學」主要理論三元素：關係

（Relationship）、性格（Personality）與行為

（Behavior）的關係。「生命是條河流，靜

靜水波下流動巨大能量，這能量可以改變生

命，成為祝福――只要找到和上帝的關係，

一切便會朝美好的方向改變。」發現祝福的

起點，切勿錯過本期「人物特寫」。

10月號雜誌是2019年倒數第二本雜誌――

因為12月《聖誕特刊》已經進廠印刷，2019

年轉眼已近尾聲，感覺真的是：時間好快

啊！最近一直想到〈約翰福音〉九章4節：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

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是啊，當

趁白日工作，不要等黑夜來臨，才心驚哭泣

……。

我在想，一個基督徒生命的基本旋律，不

就是應該如此嗎？D

2019年10月 光譜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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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今年3、4月，編輯和行銷同工一起開會，討論《摩拉維

亞每日箴言》另外出版輕量版的可能。原本思考出版「兩種版

本」，經過一番腦力激盪、唇舌論戰後，決定完全改版，以全

新樣貌面世，真應了「計劃趕不上變化」！

宇宙光自2010年出版《摩拉維亞每日箴言》以來，一直採取

「一本」的型式，這個型式適合置於書架或桌上，每天固定一

處靈修，然而現今的實際生活作息，想要如此靈修恐不容易。

改版過程中，「如何貼近讀者需求」成了思考的主要目標。

因為期望她是一本可隨身攜帶的靈修書，所以我們改為一季一

本，每本頁數約100至110頁（第一本因有序文，頁數較多），

內文紙也調整為較輕盈的紙張。

在開本方面，除了參考多種靈修材料外，還包括各樣手札，

最後確定尺寸為寬11.5cm、高29cm，這個尺寸單手就能翻閱，

而且便於攜帶，新版本依舊保有讀者喜愛的札記欄。

1731年，第一本《摩拉維亞每日箴言》在德國主護屯正式出

版，2020年正好是第290年，同時也是宇宙光出版台灣中文版

10週年！當我們開始「計劃之外」的改版時，才發現時間點的

特別，不禁感到驚訝，她真的是一本有悠久屬靈傳統的靈修

書！期盼新版《摩拉維亞每日箴言》成為更多讀者享受靈修、

親近上帝的媒介。D

《2020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改版了！

編按：宇宙光將於10月中旬出版《來自父

親的禮物――在聖經心理學中擁抱生命蛻變

的關係》，作者商志雍現為台大醫院精神醫

學部醫師暨台大醫學院精神科副教授，他以

聖經為基礎，結合精神醫學專業，帶領我們

探究「人為什麼願意改變？」。下文為商醫

師在書中的序文，謹摘錄精要內容，以饗光

譜讀者。

相傳有一天，教父奧古斯丁正思索關於上

帝三位一體的奧祕，碰巧看見一個孩子挖了

一個沙坑，然後用貝殼一勺一勺把海水倒進

沙坑裡。奧古斯丁很好奇，上前問說：「小

朋友，你在做什麼？」孩子抬起頭，帶著天

真的神情回答：「我要把整個大海的海水都

倒進沙坑裡面！」奧古斯丁不禁啞然失笑，

一個小小的沙坑，怎麼可能裝得下所有海水

呢？可是他後來再想，自己不也跟這個天真

的孩子一樣，既然上帝的真理比海洋更加廣

大無垠，人小小的頭腦怎麼可能裝得下所有

上帝的真理呢？人有限的心智怎麼可能完全

理解上帝的奧祕呢？

從我踏入臨床工作開始，就有很多寶貴的

機會，與個案一起面對治療過程中的各種挑

戰，而我內心常常浮現一個問題：究竟人為

什麼願意改變？本書嘗試從聖經內涵，整理

出生命成長的基本架構，也就是聖經心理學

的「關係—性格—行為」模式――關係塑造

我們的內在性格，而內在性格又產生我們的

外在行為。

許多心理學理論都強調，「關係」是人之

所以願意改變的關鍵因素，但在靈性層面，

聖經心理學特別關注「上帝與人的關係」對

性格和行為的塑造效應。《來自父親的禮

物》就像海灘上的小小沙坑，雖然只裝進了

微不足道的海水，祈願上帝更多的恩典引

導，幫助我們在無垠的大海中向前航行，繼

續探索無盡豐富的真理寶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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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主編／瞿海良雜誌瞭望台

新書登場 文／商志雍
新書登場 書籍編輯／郭美鈞

趁著白日，趕緊做工

Kiki是一隻猴子，你是一個人，請問兩者對生命與生活的想法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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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命意義．分享生命經驗

RPB，
改變人生的密碼

曾思瀚
以「上帝陪伴人」為主題，用問答的方式，分享他在神學方面的領受，期盼讀者由此受益

壞鬼釋經
系列作者 博

士

人物
特寫

──商志雍與聖經心理學

梁功斌＆陳翠如因為一場病，經歷上帝的大能醫治和愛，一家人領受祂賜與的豐盛恩典

圖畫怎麼說話

講座日期 & 講題（週六下午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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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堂套課原價2400元，10/15前完成匯款，可享早
      鳥優惠2160元，單堂400元（名額有限，請來電預約）
地點：宇宙光韓偉廳（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報名：02-2363-2107轉302王姐妹

11/23 光影織成的氛圍
11/30 質感與肌理
12/07 動感與節奏

講師：宋珮宇宙光2019
藝文講堂

宇宙光2019
藝文講堂

宋珮：讓你秒懂圖像語言在說什麼 線上報名

──《來自父親的禮物》作者自序（節錄）

傳承290年的靈修書

來自宗教改革發源地德國

德國合一弟兄會 編著 
盧怡君、李國隆、潘世娟 譯

全套四冊，特價399元

一次購買3套，優惠價1000元

關係、性格、行為

319鄉鎮雜誌訂贈專案
今年冬天，佐鄉愁入味，讓家鄉多一點陪伴的滋味。

日前，和一位久違的終身榮譽讀者通電話，話筒那頭，熟悉

的聲音傳來掩蓋不住的興奮，原來――加入宇宙光終身榮譽讀

者數十年來，宇宙光出版的雜誌、書籍早就占滿一個又一個書

櫃，除了實在捨不得送人的珍藏之外，都成了她探訪、關懷的

最佳伴手禮；有些送了人的，還特地再買一本回來呢！

久居台北的她，某次回到嘉義偏鄉老家，發現一間小小的教

會，福音資源極其缺乏，於是開始一次一次螞蟻搬家，「現在

再回到老家、去到那間教會，好有『回家』的感覺哦，因為到處

都是宇宙光的書和雜誌！」

離鄉背井再久再遠，家鄉，永遠是心底深處再模糊也磨不

掉的隱隱思念。這個冬天，讓上帝的祝福隨著我們的禱告與行

動，進到全台319鄉鎮的公立圖書館，讓福音成為家鄉今冬

最溫暖的祝福吧！

319鄉鎮雜誌訂贈專案

只要1200元，為家鄉的圖書館，訂贈一年《宇宙光》雜誌

洽詢：02-2363-2107轉760鍾姐妹

歐洲藝術最大的寶藏莫過於教堂藝術，其中又以義大
利最為豐富多元。本系列最後一堂課「反宗教改革的
漣漪──羅馬」將介紹羅馬教堂藝術，搭配豐富的圖
片與影片，帶您深入了解聖堂的宏偉藝術！

主講：戴佳茹（奧克蘭大學藝術創作博士）

時間：10月19日（六）下午2:00～4:00
地點：宇宙光韓偉廳（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收費：400元
報名：02-2363-2107轉302王姐妹

 2019世界巡迴展10月份場次

時間 地點

10/11～10/13 美國新澤西若歌教會

10/24～10/29 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

10/29～11/04 美國舊金山基督工人神學院

圖展全場次與詳細資訊，請上宇宙光官網瀏覽。

有興趣洽辦圖展之教會或單位，請洽馬禮遜學園。

電話：02-2363-2107轉440蔡姐妹

電郵：cynthia@cosmiccare.org

《上帝說華語──聖經中譯與
華人文化歷史圖片展導覽手冊》
          定價300元

各式各樣的平面藝術都需要透過線條、形狀、色彩和其
他圖像語言來表情達意，「圖畫怎麼說話」用六堂課介
紹圖像語言不同的面向，除了以圖畫書舉例外，也用美
術史中的名畫輔佐解析，期盼透過這樣的課程，讓大家
學習觀賞圖畫，了解圖畫如何傳達情緒、感受和意念。

至高之處：義大利教堂藝術巡禮

反宗教改革的漣漪──羅馬

客戶關懷／柯志淑

來自父親的禮物
──在聖經心理學中
擁抱生命蛻變的關係

作者：商志雍
定價：380元
新書優惠79折，11/30止

福音快遞

宇宙光YT•商志雍系列

「關係」塑造「性格」

「性格」產生「行為」

關係重建，性格改變，

行為轉換，生命轉彎！

宇宙光YouTube商志雍系列影片

透過故事，進入各式情境；

應用聖經心理學，為人生困境解密！

商志雍系列影片清單：

1. 父親的尋人啟事

2. 最好的生日禮物

3. 有沒有夫妻臉？

4. 不會做生意的猶太人

5. 世界上最偉大的畫

6. 人生的三種祕密

7. 你能承受多少孤獨？

8. 你能忍耐別人哭多久？

9. 幸福生活的祕密

2019年10月號雜誌

精采內容搶先讀

商志雍系列影片

2020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上帝說華語
圖展全場次



延伸閱讀

當數位海洛因來襲時

我該怎麼辦？！

／彭子欣

我們與「癮」的距離

／葉貞屏

  脫癮而出

  ／柯志淑

讓上帝的力量重新發光

──步出網癮的復活路

／蕭芮吟

  宇宙光關輔中心主任

  葉貞屏博士專訪

  ／吉吉密

「如果從『陪伴』角度來看耶穌降生，會有怎樣的景

況呢？」

「其實，耶穌降生、道成肉身來到人世，就是為了要

陪伴我們啊！」

所謂陪伴，在任何一個基督徒、甚至是教會，都是極

重要的生命經驗，也是極重要的服侍。

於是，經過一番熱烈討論，2019年宇宙光聖誕特刊主

題終於在3月定了下來，那就是――陪伴。經過情蒐與

腦袋風暴三個月後，「滋味」兩個字浮現，先是為了趣

味、增加讀者閱讀的樂趣，後來漸漸發現，其實，食物

正是上帝自創造之初，便賜給我們最大的陪伴。

聖經〈創世記〉一章29至31節：「神說：看哪，我將

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

全賜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

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

事就這樣成了。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主禱文也

說：「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於是，書名定案：陪伴的滋味。寫這篇文章時，歷經

為時半年、生死一線的製作過程，聖誕特刊終於送進印

刷廠。

整本特刊，以林哥（林治平）的總序〈耶穌降生帶來

的陪伴、成長與生命〉拉開序幕，緊接著三篇陪伴的故

事：〈說好的星光大道呢？〉、〈高興的溫馨廚房〉、

〈姊夫家的年夜飯〉，然後是主要論述〈耶穌永恆的陪

伴〉，最後一篇故事是〈我們在台灣尾等你〉。

關於陪伴，宇宙光有句格言：「一個人陪伴另一個

人，讓兩個人越來越是人。」這是宇宙光關於教育、輔

導的定義與主張；而「一群人陪伴另一群人，讓每個人

越來越是人。」應該就是耶穌要我們「愛人如己」的教

導，也是耶穌陪伴我們的真滋味了。

但願在2019年這個耶穌降生的日子，耶穌降生的陪

伴、成長與生命，也降生在你和你的親友心中。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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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屬於您我的交流園地，歡迎就您和宇宙光的交往互動，或對雜誌、書籍、廣播、有聲產品、課程、活動心得來函分享，一經刊登，備有小小驚喜。字數500字以內，來稿請寄Light@CosmicCare.org。等您哦！

7月底，有位父親在網路述說自己

的困擾，因為小五的女兒吵著要買

手機，理由是「安親班的同學每個

人都有手機」，讓他不知該怎麼辦。

現在的孩子在手機、網路、社群

的使用，儼然已成為父母相當擔憂

的事；當網路浪潮更加快速蜂擁而

至，如何與孩子溝通使用手機、網

路的原則，如何了解手機、網路對

這世代孩子的影響，以及孩子為何

如此渴望接觸手機、網路的原因，

不僅讓許多父母苦惱不已，更不安

的是：「萬一，我的孩子網路成癮怎

麼辦？」

其實，網路成癮的問題不只嚴重

威脅下一代，對成人一樣是個大地

雷――您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一

發現忘記帶手機出門就開始擔心？

或是在手機沒電時隱隱感到不安？

甚至腦中忍不住瘋狂想著，可能因

此漏掉重要資訊、擔心上司或客戶

來電、公事可能發生嚴重耽誤？

現代人使用手機，特別在使用line

或類似的即時通訊時，若手機可以

即時滿足我們「互相關懷」、「連結

親密關係」、「良性正向互動」的需

求，想當然耳就會越來越習慣、也

越常使用這樣的管道與他人聯繫。

這種現象也告訴我們，當我們的

「需要」越多被手機滿足，就越容易

成癮。此外，當我們只剩下這種與

人連結的管道時，也會越無法放下

我們的手機。

因著看到、感受到這個世代的需

要，11月1日宇宙光將舉辦「從枷

到家」成癮研討會，透過專業學者

的演講、案例分享，邀請您一起更

多了解如何陪伴網路成癮者，從離

「枷」到回家，一起健康成長！D

宇宙光開辦各樣輔導成長課程，

常聽到來上課的父母說：「不太知道

現在的青少年在想什麼？」「上完這

堂課希望能改善跟孩子的關係！」他

們多半是一群努力、自我要求高、期

待能成功扮演父母角色的中生代。

然而，當我們實際接觸青少年，他

們看起來對父母努力上課似乎無動

於衷，跟他哈拉幾句，竟酷酷地說：

「我覺得我媽應該去上一些如何與

我們保持距離的課。」喔！雖然是一

句脫口而出的話，雙方的期待卻頗有

落差呢！

有些孩子的功課從小就不太好，

所謂「孩子是父母的成績單」，爸媽

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他身上，幫孩子

安排了滿滿的補習跟才藝課程。然

而，當同學開玩笑問他：「排得滿滿

的，總裁都比不上？」他卻兩眼呆呆

地說：「爸媽安排的，我才不想當總

裁。」能幹的爸媽已經把孩子的一生

都安排好了，只是，不知這對孩子的

人生是好是壞？

這些期待的落差，關係著孩子的

成長健康與否，也深深影響孩子的未

來。還好，這些來上課的父母，經過

宇宙光專業的輔導與課程，多半已走

過青春期與更年期的碰撞，孩子也都

找出自己的專長。在宇宙光長大的孩

子不會變壞，在宇宙光學習的爸媽最

放心，真是我二十年來在宇宙光親眼

看到的美好圖畫！

全豐學園一直想做的，就是父母、

老師、牧者這些陪伴與照顧者，能與

兒童、青少年一起健康成長，不是只

注重課業、成就，而是身心靈群全人

一起成長，更是正確的陪伴、教導及

輔導。

10月底，由李瑋國老師、張春燕傳

道、林煜捷老師、洪中夫牧師，共同

企劃一套「兒童、青少年助人者培

育」全人生命教育課程，就是一步一

步引領陪伴照顧者，如何與兒童、青

少年一起成長的生命課程，千萬別錯

過。D

關輔中心／彭子欣

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

全豐學園下學期線上報名

文／葛瑞師（台北市新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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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宇宙光《光譜月刊》的忠實讀者，每個

月我都很期待拿到這份刊物，雖然只有一大

張，但是內容包羅萬象、圖文並茂，有些好文

章我會剪報存檔，以便以後再拿出來回味；而

我關注的另一個焦點就是一些優質講座的訊

息。去年我參加了「馬丁路德」系列講座，今

年我又聆聽了「上帝說華語」四場演講，深入

淺出的內容，讓我獲益良多，所以好東西想跟

好朋友分享。

第一場，吳昶興教授詳細介紹了「大秦景教

流行中國碑」的相關歷史，原來大秦景教的起

源和使徒多馬有關，立碑的目的是為了書寫教

主（上帝）的教訓。看到今昔聖經用語的對照

表，我才看懂碑文的內容，也很佩服那些把外

文翻成中文的古人。

第二場，魏外揚老師把聖經翻譯的過程娓

娓道來，原來一百年前的人大多是文盲，所以

譯經者堅持聖經是翻給聽眾「聽」的，而不是

翻給觀眾「看」的，怪不得和合本的經文簡潔

有力，語法新穎，韻律優美。

第三場，星‧歐拉姆牧師介紹了台灣十六族

原住民翻譯母語聖經其中的艱辛，譯經也肩負

著保存母語的語法、用法和生命的使命。

第四場，林治平教授像個說書人，講了許多

圖展照片背後的精采故事，其中最讓我感動的

是，馬禮遜從英國搭了九個月的船，到了中國

卻無法傳教，但他不打退堂鼓，留在廣州編纂

字典、翻譯聖經、等待時機，為了宣教使命堅

持到底。

拿到了全勤獎之後，我心想：感謝上帝，讓

我八月份四個週六的上午，都能浸淫在精采

的譯經故事當中，對譯經先賢的偉大事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真的是「前人種樹，後人乘

涼」，心裡也更期待明年的講座。D

主廚推薦

成癮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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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櫥窗 雜誌主編╱瞿海良 ABC2019聖誕特刊之陪伴的滋味

2019聖誕特刊《陪伴的滋味》

每本特價100元

單筆訂購達30本，加送3本

訂購每滿50本，加送5本

福音企劃贈送專案 每滿5000元，贈送《2020摩拉維亞每日箴言》一本

2019聖誕特刊《陪伴的滋味》搶先讀（簡介）

2019年馬禮遜講堂雖然有颱風來湊熱鬧，還是有14位學員全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