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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us Chang, L.Ac. 
張玉京中醫師 

 
1076 E. First Street., Suite G 

Tustin, CA 92780 
Tel.: (714)505-0190, (714)669-9088 

Cell: (714)588-6476 
Fax: (714)669-1230 

HSU’S Acupuncture + Alternative Medicine 

許群欣 中醫針灸師 

Francis Hsu, L.AC, Dipl.AOM 
(針灸, 中藥, 拔罐, 推拿等自然療法 

教友及輔大校友一律半價優待) 

 

6888 Lincoln Ave. Suite #B, Buena Park, CA 90620 

Cell: 714-883-6988   e-mail: hsu_888@yahoo.com 

保險，理財 
 

請電 
黃豐範 Johnny Huang 
Tel: (909) 594-3888 
Cell: (949) 307-2168 

E-mail: JH3072168@yahoo.com 

聖心中文學校 
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 本校採小

班教學, 教學新穎, 教法活潑生動。 除中文

外, 並有功夫, 舞蹈, 書法, 兒童道理班 以增進

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上課時間: 週日 1:00 – 4:50 p.m. 

校址:  2050 W. Ball Rd., Anaheim, CA 92804 

  電話: (714) 962-6360  校長 孫立雄 

 

http://www.occ-ca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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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炫香港就診記     小芥子 

 
 

 

黎明之家的“家寶”天子炫剛出生不久， 就被家人給拋棄在邊村的天主堂門口。修女們

把他撿回來時，著實嚇了一跳。因為他五官不全，臉部中間有個大窟窿， 腦袋頂端還長

了一個大膿包，不時有液體流出。智力發展遲钝，雙手也畸形發育，大家都不看好他能活

太久。那裡知道，兩年過去了，在修女們的细心照料之下，子炫不但撐了過來，小臉蛋還

長的白里透红，活得好好的。真是天主的大能，光耀在他身上明亮的顯示出來！這也是為

什麼他被取名為“炫”的緣故。 

 

網上 google 有幸與香港明德兒童慈善基金會聯繫上，由該會介紹，與明德國際醫院的執

行醫務總監史瑞德醫生（與“史瑞克”無親屬關係）不斷來回以電郵連繫，同他介紹及解

釋子炫的情況。經史瑞德醫生的鼎力相助（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終於敲定了於六月

初請子炫赴港一周，由明德國際醫院的醫生團隊替他做個診斷。所有檢查，醫療及吃住費

用（除了來回機票外），全部由基金會包辦。這個天大的好消息，又是天主在向我們展示

他是無所不能的！ 

 

院方要求安排與子炫熟絡的修女帶他來。經過商討後，黎明之家選了長期照顧他的劉姑姑

和一位寧姑姑（在黎明之家，孩子們都稱呼修女為“姑姑”）兩位修女陪伴子炫。接著又

找到兩位熱心教友願意負責出他們三人的來回機票费用。至此，一切財務問题順利解決。

感謝天主！ 

 

原本還擔心子炫不能夠適應長途旅行及坐飛機，於是先由邊村到北京，幸好一路無事。那

知在北京首都機場上了飛機之後，卻因為下大雨及機械故障，在機上等了好幾個鐘頭飛機

才起飛。當天正好是端午節，整個香港都放大假，院方也事先說過無法派車來接機。所幸

一位朋友張先生正好那天由日本返港，預計晚上 8 時抵港。比子炫晚一個小時。同張先生

連絡後，他說如果他們願在機場等他一個鐘頭的話，他可以從機場送他們到醫院。結果張

先生的飛機八點鐘準時抵達， 但遲遲不見子炫他們。一問之下才知飛機延點。原來應該

傍晚 7 點抵達香港的，卻折騰到清晨一點。此時

大家都已累的可以。於是張先生安排了計程車送

子炫等人直接去醫院，又怕她們沒錢，還特別給

了修女一千港幣使用。於此再次感謝張先生的大

力相助。等最後安抵醫院時已快淸晨兩點了。可

真難為了小炫炫和两位修女！ 

 

六月七號至十一號之間，子炫一直留院觀察和做

全面的檢查。驗血，掃描(CT Scan)，磁拱震

(MRI)…等等。有許多不同的醫生來診視，有腦

神經外科的，整容外科的，小兒科的…等等。在

此期間還有許多不同膚色和不同科室的醫生和那

裡的教友都來看望美麗的小天使-- 天子炫，同時

專業營養師也給子炫配備了特別安排的食譜單。 

兩位修女也都一直陪伴著子炫。由於她們和醫生

及護士們的語言不通，也就沒有問太多關於子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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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和在國內檢查的情況是否相同。她們倒是帶了幾個問題想問醫生： 

 

1. 子炫臉上的大洞是什麼？它偶爾會流出血。可以醫治嗎？ 

2. 子炫頭上長的大膿包是什麼？它經常有液體流出。可以醫治嗎？ 

3. 子炫前額中間凹凸的腫塊是什麼？可以醫治嗎？ 

4. 他的視力和聽力如何？ 

5. 為何他不能咀嚼？ 

6. 他的手指長的和腳趾一樣。 

7. 為何他的身體總是軟趴趴的？（坐在玩具盪鞦韆時， 每次把他在一邊放得好好的，過

了一會兒， 他就會自動倾倒到另外一邊，屢試不爽）。 

8. 他的發育是否嚴重遲缓？ 

 

十一號下午經醫生的批准，香港的盧先生和盧太太帶子炫和修女們去了香港的中環玩。十

二號上午，主治醫師，也就是史瑞德醫生，帶著一位在明德國際醫院上班的北京護士來給

兩位修女解釋診斷的情況，並說基本上和在北京檢查的病情相似不能做手術，十三號整個

醫療團隊的醫生們會開一個個案會議來作最後的决定。 並請修女參加。不過，由於修女

回程是十三號中午的飛機，只好向醫生表示歉意和感謝。修女們並問了醫生以後照顧子炫

時應該要注意的事項。醫生回覆後並肯定了她們的工作說她們照顧的很好，子炫能够活到

現在本身就是個奇蹟。下面是關於子炫的診斷結果和個案會議的建議： 

 

兒科醫生：子炫的發育僅等於 4-5 個月大的嬰兒年齡。他的病属於“羊膜帶綜合症”，應

該是在懷孕初期，羊水袋形成條带狀，使得四肢畸形。同時也造成了臉上頜竇的缺陷（面

裂）。此外，他的腦脊髓液（CSF）和鼻腔粘膜長久暴露在外，没受到嚴重感染是極其幸

運的。偶爾出血是因為他會不由自主的用手指戳進他臉部裂開之處。他的右眼視力受損，

也似乎只有局部聽力。建議以整容方式局部或完全封閉面裂（儘可能），子炫也必需徹底

的做各種免疫注射，那將有助於他自己和其它的孩子們避免受到感染。 

 

腦科神經醫生：MRI 和 CT 顯示子炫顱骨顶端和前端均有重大喪失，頭骨右側有一個大裂

口，會使大腦由此突出並導致轉移到左邊。他的大腦靜脈解析失常，大腦結構也異常。腦

膨出（encephalocele）的腦皮隆起其實只是一層腦薄膜，而不是腦皮，因此會很容易斷裂

或腦部感染。 

 

整形外科醫生：封閉面部缺損，可以防止急性和慢性感染，也有整容效果。可惜頭皮的

皮膚尚未很好地形成，不適合移植或用於封閉子炫面部的各種缺陷。因裂口太大， 可移

植的皮膚太少，醫生認為大概可以將 75%的裂口封閉，除了鼻子顶端和眼圈部份之外。但

是手術之後， 未封閉處的日常淸潔及洗滌仍然將是經常的及必要的。 

 

醫生們接着繼續討論關於治療的選項，以便能提高子炫的生活質量和避免他的健康狀況進

一步惡化。並回答修女带来的問題。 

 

1. 頭骨：手術治療的目的是要避免併發症感染和腦膨出滲漏。減少腦膨出的手術是可能的，

但這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手術。由於血管問題，手術很容易併發出血。此外，也沒有足夠

的頭骨用來幫助手術後的修復。綜上所述，小組不贊成做頭骨或腦部手術。舆此同時，該

小組亦承認只有薄膜覆蓋的大腦會很容易受外傷或摩擦而有所損傷，這個風險必須要盡可

能的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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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部缺陷：為面部缺陷整容，可以防止急性和慢性感染。但醫生只能夠局部封閉子炫

的面部缺陷。手術將涉及使用他右臉頰的皮膚去覆蓋面裂的下部位。手術後可能需要住院

3 至 4 個星期。不過，由於周邊的皮膚不佳，修復的地方也有可能會被拉破而回復原狀，

造成手術並沒有達到任何改善的目的。 

 

3.  手指部份：兒科醫生認為手指如果能够分開是很重要的，因為可以幫助他的發育並使

他能够做“緊握”動作。所以兒科醫生會考慮將他的手指頭分開。 

 

關於修女提到的其他各點問題： 

 

2 和 3：有關於頭骨封閉不良和大腦的凸出部分，如何保護腦部膜覆而不使它破裂或受傷

是非常關鍵的。小組並沒有良好的解決方案。戴頭盔或防護裝置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這

可能會引起摩擦而導至腦部受傷。 

 

4 和 7：身體軟趴和咀嚼無力，應該是因為他的發育遲緩，希望随着子炫逐漸長大以後情

况會有所改善。 

 

十三號用完早餐，整理好行李後，院方即派車送子炫及两位修女到香港機場，顺利搭機返

回北京。 回到黎明之家後，修女向院長作了詳细滙報。 經過數週審慎的考慮，内部會議

及舆史瑞德醫生和美國友人的幾番電話電邮往來後，黎明之家终於决定讓子炫不動任何手

術，一切保持原狀。 因為面裂無法全封，也有可能徒勞無功而白做。腦頭骨手術的風險

則實在太大，萬一有什麽三長两短，在香港人生地不熟， 又没有親人和朋友， 寧願當該

走最後的路時是在黎明之家内，有那麽多的姑姑，兄姐弟妹照顧，就好像家人一樣。没有

人知道子炫會活多久。 舆其讓他白動手術或冒手術的高風險，還不如好好的愛他，關心

他，注重他有生之年的生活品質會比開刀動手術來得更好。有一位姑姑問我說：“為什

麼要花這麼多時間，金錢和精力為像子炫這樣的孩子做這些事？如果把這些時間，金錢

和精力用在比子炫更有需要的孩子身上豈不是更好？”  我回答說：“不論孩子有什麽生

理或心理上的缺陷，在天主眼中，他們都是完美的。每個孩子都是一樣的珍貴。我們應

該對每一個生命都有所尊重，並且做我們所該做的。因為這件事正好是發生在子炫身上

而不是其它的孩子身上。每一個孩子都會有他自己的舞台，有他自己的時間。而這一次

正好就是子炫的時間。天主對每一個人都有他最好的計劃，只是我們還不知道而已”。  

 

在黎明之家内還有許多類似子炫情形的孩子們，例如娜娜，那麽可愛的一位女孩 -- 聰明，

樂觀，但她患有先天性複雜畸形的心臟病，又是單心房。2005 年做過手術，手術後基本

生活正常，以前則連一百米也走不了。今年四月末在一家酒店工作時發病開始腹痛，平時

也偶有發生，常以為是胃痛故沒有特別檢查。（有時她痛得會在地上打滾，全身直冒冷

汗 )。這次檢查結果，還是先天發育的問題，在後腹膜和胰臟之間長了異物，靠近輔動脈。

她的胃部長的位置也移了位，長在右邊，所以吃東西會壓迫到那個腫物導致疼痛，異物靠

近動脈，手術很難實施。最要命的是心臟不能承受那麼大的手術風險。修女們带她去過北

京心臟專科醫院詢問，醫生說相當危險，很難保證什麼。 這次子炫去香港的時候，寧修

女带了娜娜的病歷，趁機詢問了醫療團隊的意見，請他們判斷一下。結論是，這手術是致

命的手術。與其考慮手術不如好好照顧她，讓她生活的快樂。因手術沒有把握，風險太大，

為此修女們也不敢冒險，無論如何娜娜已和她們一起生活了 18 年，實在不敢也不願拿她

的生命來作賭注。只能不斷的尋找其它機會，並繼續為她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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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然還有其它因先天性疾病不治，而已被天主接去了的孩子們。黎明之家的孩子對親

人們的離去，雖然覺得痛苦和不捨，但也只能默默接受。這是所有黎明之家的孩子在生活

中必經之事，雖然他們所經歷的這些事較一般人為多。但也是很無奈的事 - 對無法改變現

狀的無奈以及對生命的無奈。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海外，有較好的條件和環静，有較先進

的醫療技術，必須為這些孩子們做一些我們能够做而且應該做的事的缘故。主耶稣也說過：

“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 

瑪竇福音 25 章 40 節。  您若有所感動，願意幚助黎明之家這些属於最弱势群中的弱势群，

請舆 Jerry 联絡。weichoukoh@gmail.com 949-302-1448 cell. 
 

 

PS: 剛寫完本稿之際， 欣聞河北省“德蘭會” 前會長張佳琴修女將造訪南加並在爾灣的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以及蒙市的 St. Thomas Aquinas  Catholic Church 各做一場講座。
張修女由德蘭會修會和黎明之家創立之始即開始服務於此两團體，對两者貢献巨大且深 。
是講座的最佳人選。  她將以 20 年的親身經驗舆體會，來提高我們的靈修以及增長我們福
傳的方法而使大家獲益良多。 歡迎各位踴躍参加為盼！ 

 
 

 

 

 

 

 

 

 

 

mailto:weichouko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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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 

(714) 774-2595 ext. 103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562) 522-5055

現任理事聯絡電話 :

     會    長 : 徐治平 (949) 856-1123

     禮    儀 :           趙承元   (949) 861-3989

     財    務 :          孫昌平 (949) 552-1787

     公    關 : 余惠美 (949) 855-6686

     活    動 :           楊正平 (714) 730-6804

     通    訊 :           許涵青  (949) 207-7806

成人慕道班: 周    珣 (562) 947-2260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714) 962-6360

四區區長 : 

      北    區 :          張承露 (626) 808-5489

      中    區 : 陳文英 (714) 964-2254

      南    區 : 朱    嶠 (949) 651-8912

      南南區 : 羅    瑋 (949) 436-8119

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 : 黃    衍  (714) 665-1486

      關懷團 : 范馬梅 (949) 726-0940

福傳負責人 :  

      青少年 : 黃柏叡 (714) 267-0033

吳仲基 神父

劉曉明 神父

賀人龍 神父

劉卓台 執事

 
 

 

 

                12 月 將臨期避靜收支表 

收入: 46人, 每人15元 690.00$       

支出項目

午餐 461.82$               

場地租金 390.00$               

江神父禮金 300.00$               

點心茶水 74.98$                 

總支出 1,226.80$    

淨虧損 (536.80)$      

十一月份收支報告  

十一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713.25$          
彌撒奉獻 - 支票 1,215.74$       

總收入 1,928.99$       

支出

感恩節神職人員禮金 400.00$          

Sr. Rong's 禮物 100.00$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186.62$          

686.62$          

$1,242.37

總支出 

本月結餘(虧損)

 

  

     將於下期通訊中併入 12 月收支報告  

醫學新知 
人體為什麼會生病? 如何加強身體自癒的能

力? 如何讓細胞真正吸收營養? 

細胞健康了, 才有健康的身體! 

細胞免費講座及索取資料: 
座位有限, 敬請預約: Biji: (626) 277 8680 

Email : bgphan321@yahoo.com 

教友 潘碧姬 
www.mymannapages.com/newtech 

mailto:bgphan321@yahoo.com
http://www.mymannapages.com/new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