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讀過一篇名叫「破杯」的短文，大概是要說明：有裂縫的
器皿，往往能最耐用。這是現代人無法明白的，因為今日的破
杯很容易就被丟棄；但在戰後，物資缺乏，破杯還是要用的。

這短文所以讓我印象深刻，是因我深感自己就是「破杯」一個。我
成長於破碎家庭，父母雖不像今日的人動輒離婚，卻在同一屋簷下
各自生活。我夾在他們的矛盾中，連每天用飯，也會左右為難，對
我的栽培更談不上了。二十歲那年，我突然得知肺部有事，要休息
半年，接受治療。那時，雖不至於人人畏而遠之，但打擊甚大。所
以，當主的呼召臨到我時，我的立志是：留此殘軀再盡忠。轉眼四
十年了，主用了這破杯，倒出祂珍貴的膏油，祝福了身邊的一些人。

事實上，在角聲團隊中，有些人的健康情況都不好。殫精竭慮在
角聲事奉的葉陳紫娟姊妹，長期與疾病搏鬥，並剛剛進行過第二
次換腎手術。周道輝醫生一直在心臟病的陰影中事奉主，讀者每
月在《號角》讀到他的文章，其實應格外的珍惜；最近他仍是常
進出醫院，活著就是神蹟。董事會主席吳淑儀姊妹幾年前有過心
臟手術，但現在每年自費穿梭美中兩地，是角聲中國兒童村的院
監，並負責其他多項重要事工。《角聲情》主編李鴻韜弟兄，及
新任駐羅省的副總幹事王慶元長老也經歷心臟手術；羅省角聲總
監李偉強牧師是肝癌的倖存者；《號角》主編周簡艷珍姊妹身體
也不很好；他們都是角聲的主要同工，但他們都是「破杯」。

「破杯」，也不單是指健康方面的，主耶穌的登山寶訓所提到的通往
蒙福之路的路標，也有「破杯」的特徵：虛心、哀慟、飢渴、為義受
逼迫、被辱罵，被毀謗，這些都不是我們喜歡遇到的事。而其他的
描述，也暗示了人生活的裂痕，我們必須以溫柔的心去面對打擊，
以憐恤去安撫苦難，以清心去掃除迷惘、使人和睦以求化解衝突；
而這些打擊、苦難、迷惘、衝突等事，都是我們不希望遇到的。

但神往往藉這些憂患經歷去祝福我們。當我們甘於接受這些不愉
快的經驗時，我們也必因而得著安慰、承受地土、得著飽足、可
蒙憐恤、必得見神、可稱為神的兒子、同時可以得著那眼未曾看
見，人心未曾想過的那些屬天的祝福。所以，當我們在人生的過
程中，遭遇重創的時候，也不要因而自暴自棄，因為神很樂意用
「破杯」去盛載祂的恩典；樂於賜福給如破杯的人生。

................................................................

總
幹
事
的
話

勞伯祥牧師

破杯人生

朋友從電郵寄來一張太陽花圖片；花色金如旭日，花形
圓如日輪，燦爛得令人心花怒放。

太陽花又名向日葵；喜歡太陽花，原因是由衷欣賞它的向
陽性。早上，曦陽在東，花便朝東；傍晚，夕陽在西，花
便朝西；總之，從晨至昏，都是一直望向太陽。

太陽從來都是光明、樂觀、積極的象徵。太陽花向我們顯
示的，正是一種正面的生活態度。花朵時刻向著太陽，也
就是說，只要我們迎向陽光，朝著光明而走，那麼，我們
的人生，一定會歡愉得多，暢快得多。

話雖如此，事情總是知易行難，並非人人都能做到這般灑
脫。所以，我們都需要一個可以永遠朝向的「太陽」。

可以永遠朝向的「太陽」  那就是我們的神。說真的，
每個基督徒都是一株向日葵，我們所向著的，就是我們的
主，我們的神。這個「太陽」，時刻常在，永遠長存。基
督徒擁有面對著神的一種獨特「向陽性」；神所賜的生命
之光，足以走驅黑暗，照亮人生的每一段路。

太陽
文李鴻韜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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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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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造成華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大多數華人對
癌症的認識不夠，一旦罹患癌症，患者常因不知所措或延
誤就醫，以致存活率比美國人低。一般人在得知罹患癌症
後，心裡苦悶害怕，最需要安慰和實際的幫忙。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在加州成立了「角聲癌友關懷網」；
另外，南加州角聲分會，亦有「角聲癌病協會」，專門協
助癌症患者和家屬，克服文化、環境、語言和心理的障
礙，在面對癌症的衝擊和治療，提供心靈的支持。角聲癌
友關懷網並訓練基督徒義工，陪伴癌友和家屬同走抗癌
路。所有服務都是免費的。

角聲癌友關懷網
角聲癌友關懷網本著「關懷癌症朋友‧彰顯基督愛心」的
宗旨而提供服務。事工包括：

提供資訊� ��
印製癌友和家屬所需的資料、影音資訊；
��利用電腦網站提供抗癌資訊；
��為癌友和家屬舉辦教育講座；
��為關懷者提供所需的資源。

訓練關懷者� 
��招募及訓練華人基督徒，成為癌友及家屬的關懷者；
��在華人聚居的城市，建立支持癌友的關懷義工網；
��藉關懷網提供全人�(身心靈�)、全家、全程的關懷，把基督
的愛傳給華人癌症患者及家屬。

服務癌友� 
��使用電話專線提供資訊、諮詢及代禱；
��透過關懷義工網，提供實際的服務，例如：就醫時的翻
譯，電話關懷，家庭探訪，癌友經驗分享或代禱；
��成立抗癌互助會或禱告會，藉聖靈能力作身心靈的更新；
��安慰及支持末期癌友和家屬及因為癌症喪失至親的家屬。

支持教會� ��
與各地華人教會分享癌友關懷網的異象，協助教會成立關
懷小組，提供關懷癌友時所需的資料和資源。

歡迎聯絡角聲癌友關懷網�H�e�r�a�l�d� �C�a�n�c�e�r� �C�a�r�e� �N�e�t�w�o�r�k
�2�1�1� �T�o�p�a�z� �S�t�.�,� �M�i�l�p�i�t�a�s�,� �C�A� �9�5�0�3�5�,� �U�S�A�.
�W�e�b�s�i�t�e�:� �w�w�w�.�c�c�h�c�.�o�r�g�/�c�a�n�c�e�r
�T�e�l�:� �(�4�0�8�)�2�6�3�-�8�5�8�5�,� �F�a�x�:� �(�4�0�8�)�2�6�3�-�8�1�8�1
電郵�E�-�m�a�i�l�:� �e�m�e�r�y�k�o�n�g�@�c�c�h�c�.�o�r�g

藉主賜平安
角聲伴癌友走抗癌路

許多癌症病人都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們得了癌症，又或因身體孱弱，不便
參加講座，因此角聲癌友關懷網計劃利用電話會議方式，將癌症教育講座
帶到病人家中。我們計劃在以下時間，舉行每次一小時的電話專題講座。
�9月�1�7日是「癌症治療的新發展和如何處理副作用」。
�1�0月�6日是「私人健保須知和聯邦及州政府健保的申請資格」。
�1�1月�5日是「從中西食品營養觀談癌症病人的飲食」。
請致電報名�:（�4�0�8）�2�6�3�-�8�5�8�5分機�1�0�2。

創新電話專題講座

..............................................................................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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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太太患癌 改變我的一生
�1�9�8�6年，當我還在北卡羅萊納州大學環境工程系唸研究
所時，二十九歲的妻子楊淑琴被診斷罹患第二期乳癌。
在乳房切除手術後，所取出的十二個淋巴結，已經有九
個被癌細胞侵犯。

接下去半年多的化療，把她折騰了一番，但她決心抗癌
的意志，從來沒有因為那擾人的副作用而有半點退縮
──因為她有一個一歲半的兒子，一個結婚五年的先
生，和一位單有這麼一個獨生女的母親需要她。

那時，淑琴剛在一個研究機構工作，除了上班、教養
孩子、料理家事外，她還
不斷吸收抗癌的知識。那
時，我們剛信主不久，參
加了北卡教堂山的華人基
督徒團契和洛麗華人教
會，因此得到許多基督徒
的關懷，陪伴我們一家人
同走抗癌路。

�1�9�8�9年，當淑琴發現原
乳房切除部位再度發現硬
塊時，她馬上找醫生作手
術，並接受後續的放射線
治療。

抗癌路上� 

弟兄姊妹代禱
�1�9�9�3年，淑琴發現肋膜轉移，我們決定使用當時剛推
出的高劑量化療和自身骨髓移植的方法，希望一舉徹底
地滅絕這個頑強的癌症。那時，許多各地的基督徒成為
我們的代禱者，經常為淑琴的病況和治療禱告。我們也
經歷許多神所賜的平安，並且淑琴破紀錄的只在隔離病
房住了十九天就出院了。�1�9�9�3年的聖誕節就是在一個
充滿喜樂和感恩的情況下度過的。那時，我們想既然淑

本文作者龔振成，是角聲癌友關懷網事工主任。由1999年

開始，全身投入癌病關懷的工作。2004年加入基督教角聲

佈道團，全力組成並推廣角聲癌友關懷網，為癌病患者及

其家屬，提供抗癌資訊，更以從神而來的愛心，攜手伴癌

友同走抗癌之路。龔振成原本是美國一名化學工程師，在

太太患上癌症之後，他一生的方向從此改變。因為自己曾

經走過抗癌之路，他對癌友的關懷之心，就更熱切，更真

摯。本文是他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記得�1�9�8�1年，當我從台灣到美國留學時，我有一個夢，
就是希望學習美國對工業污染防治的科技，將它帶回台
灣，幫助台灣營造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

但是，我從來沒有料到，太太患上癌症，竟然改變我一生
的方向。

......................................角聲癌友關懷網事工主任龔振成角聲癌友關懷網事工主任龔振成

從癌症的苦難
而結出的果子

角聲
癌病關懷

楊淑琴作化療時頭髮掉光了，朋友為她楊淑琴作化療時頭髮掉光了，朋友為她楊淑琴作化療時頭髮掉光了，朋友為她
製作五顏六色的頭巾，全家人陪她一起製作五顏六色的頭巾，全家人陪她一起製作五顏六色的頭巾，全家人陪她一起
戴上頭巾。有家人的支持，抗癌路就比戴上頭巾。有家人的支持，抗癌路就比戴上頭巾。有家人的支持，抗癌路就比
較不孤單、不難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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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恢復地這麼迅速，她一定勝過了癌症。

但�1�9�9�5年�1月�2�9日，淑琴的主治醫師告訴我們說，她的癌
症又復發，並且己經轉移到骨骼，我們原有的希望破滅
了。我們的心極其沮喪、失望和無助。

獨自問神� 抗癌意義何在
那天晚上，當家人都熟睡了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在客廳
裡與神對話。我問神，到底我們這麼辛苦地抗癌，有何
意義呢？

神用一個意念回答我的問題，那個意思就是：「你們都
有永生的盼望，又有其他弟兄姊妹的關懷，尚且覺得這

條路很艱難，更何況是那些沒
有指望的癌症患者和家屬？」
頓時，我發現神在這個過程中
有祂的旨意。因此，我向神禱
告說：「願您的旨意成全，但
求主帶領。」

後來，淑琴的病況，竟然奇蹟
地能使用荷爾蒙口服藥就把癌
症控制下來了。

病中執筆� 

寫成向癌宣戰
�1�9�9�6年，受到朋友的鼓勵，
淑琴把她抗癌十年的經歷和心

得寫了下來，輯錄成書，取名「向癌宣戰」，她希望
這本書能幫助其他癌症朋友，從身、心、靈三方面裝
備自己面對癌症，並且她要告訴癌友和家屬，得了癌
症並不是世界末日，我們仍然可以依靠神而活的有盼
望，我們仍然可以享受祂所賞賜的每一天。除了寫書
外，我們也探望當地其他華裔癌症病人，分享見證，
彼此鼓勵。

�1�9�9�7年春天，淑琴的癌症因轉移到肝，她的主治醫師在

嘗試各種藥物和臨床療法都不奏效，不得不告訴我們要
有心理準備，因為這回他認為很難再有奇蹟出現了。雖
然如此，淑琴靠著神的恩惠和祂所賜的盼望，平順地走
完她的一生。

淑琴於�1�9�9�7年�8月�8日離世。她吩咐我要在她的追思禮拜
裡慶祝她的重生，想不到當天竟然有三百多位中外朋友
參加她的追思禮拜，因為她在抗癌十一年的過程中，曾
經以她的見證鼓勵了許多的人，並且她的確打了一場美
好的仗。

最後見證� 化療室的春天
淑琴過世後，神當初給我那個「關懷癌症朋友˙傳遞基
督的愛」的感動仍然不減。因
此，�1�9�9�8年夏天，我辭了工程
師的工作，帶著初中剛畢業的
兒子，搬到加州灣區，盼望在
華人聚居的地方，開始一個關
懷華人癌症病患的事工。

在重新安頓家庭的那段日子，
我把陪伴淑琴走完人生最後一
段生涯的心得，和她所寫的六
篇見證，另外出了一本書叫「
化療室的春天」。我希望這本
書，能夠幫助一些面對人生終
點的癌友和家屬，可以從神那
裡得著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當我尋求神如何開始癌症關懷
工作時，神知道我需要一些特
別的裝備。因此，在祂的帶領下，我於�1�9�9�9年�4月，成
為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的主任，並且一當就
是五年多。

在這五年裡，神藉著一個美國主流癌症機構，讓我學習
如何招募和訓練義工，推動防癌宣導和癌友服務的工
作，及辦理募款活動等。這些實務經驗，延展了我內向
的個性，讓我認識更多熱心癌症工作的華裔社會人士和

龔振成接受電台訪問，談到了抗癌見振成接受電台訪問，談到了抗癌見
證，也推介了癌友關懷網的事工。證，也推介了癌友關懷網的事工。

龔振成�(左一�)與一群委身於關心北振成�(左一�)與一群委身於關心北振成�(左一�)與一群委身於關心北
加州灣區的癌友關懷者，正進行研加州灣區的癌友關懷者，正進行研加州灣區的癌友關懷者，正進行研
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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