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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S Acupuncture + Alternative Medicine
許群欣 中醫針灸師
Francis Hsu, L.AC, Dipl.AOM

Lotus Chang, 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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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E. First Street., Suite G
Tustin, CA 92780
Tel.: (714)505-0190, (714)669-9088
Cell: (714)588-6476
Fax: (714)669-1230

6888 Lincoln Ave. Suite #B, Buena Park, CA 90620
Cell: 714-883-6988 e-mail: hsu_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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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京中醫師

保險，理財
請電
黃豐範 Johnny Huang
Tel: (909) 594-3888
Cell: (949) 307-2168
E-mail: JH307216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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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喜訊
感謝天主的帶領，及大家的福傳、服務及祈禱，今年復活節前夕四月七日聖週六，我們將
有七位慕道友欣然接受天主揀選，領受入門聖事。恭喜孫序祺、孫元鳳賢伉儷，陶漢洪姐
妹，黃秀紛姐妹，張牧宇姐妹，張宛橋弟兄，周樹海弟兄，進入天主教會的大愛家庭！我
們團體將特別於三月四日及三月二十五日，于爾灣 St. Thomas More Church 下午一點半的
中文彌撒中，邀請這七位受主揀選的弟兄姐妹和他們的代父代母，舉行檢閱禮儀，在團體
祈禱和禮儀當中，接受神父降福，體驗更強的歸屬感和教友們的深切祈禱支持。檢閱禮是
譯自英文 The Scrutinies，是天主教成人入門禮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強對入門聖事的渴望，
加深對主耶穌的信德，是教會「檢閱」她新的生力軍的時刻。教友們不但要在這禮儀中為
即將領受入門聖事的弟兄姐妹誠心祈禱，求主幫助他們妥善準備自己，好能在即將來臨的
復活節前夕逾越慶典中，領受基督所賜的入門聖事，也要在這自省的四旬期內，回想我們
自己在主內的更新成長，省思更豐富，更純潔，更光明的生命。
今年的入門聖事將於四月七日聖週六，如往年一樣，在安娜罕 St. Justin Martyr 的教堂大本
堂舉行 ，地址：2050 West Ball Road, Anaheim, CA 92804 （請注意：不是 Sacred Heart
Chapel 小教堂）, 這盛大莊嚴多族裔彌撒將在當晚八時開始，歡迎大家參加。為方便停車
入座，請提早半小時以前到達。
讓我們繼續為所有的慕道友祈禱！

「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若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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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的弟兄姊妹,
在這段四旬期到復活節期間, 特別為大家挑選了一部由台灣 聖保祿孝女會發行的電影
“伯多祿”(St. Peter)。 在 Anaheim 市三月 11 日及四月 8 日上午 11:00AM 彌撒之後,
請先到皇朝飯店聚餐。 餐後, 我們回到 St. Justin Martyr 教堂的 Parish Center 觀看
這部由義大利國家電視台製作,大约在 1:45pm-2:00pm 開始放映, 由金球獎影帝奧馬雪瑞
夫(Omar Sharif)所主演“伯多祿”故事的電影(上下集分二片播畢). 此片為英文發音,
有中文字幕。另外在 Irvine 市 St. Thomas More 教堂的 Fireside Room (圖書舘隔壁)于
三月 25 日及四月 22 日 1:30PM 彌撒之後, 大约在 3:00pm 開始重復放映(上下集分二片播
畢), 每片長 1 小時 40 分鐘。
電影主要內容描述: 西滿 伯多祿原是個真誠直爽的平凡漁夫，卻奇跡式地蒙召成為捕人
的漁夫。而後耶穌又揀選他作宗徒之長和教會的磐石，然而伯多祿卻三次否認背叛耶穌;
但後來伯多祿又是如何效法基督、奮力傳揚福音而捨命殉道, 並細膩地描繪出伯多祿懊悔
背主而重拾信德的心路歷程。本片情節豐富緊湊，尤其對初期教會中, 聖母與宗徒團體的
形成, 分餅的禮儀, 聖神降臨, 伯多祿的宣講, 癱子行走的奇蹟, 斯德望的致命, 宗徒會
議等等…, 以這些事蹟, 來幫助我們感悟到我們的信仰是如何在反對, 迫害聲中, 成長茁
壯. 故事引人入勝，是快速認識伯多祿與初期教會歷史的絕佳好片。由於片長有 200 分鐘,
將分兩次播放.
我個人十分認同耶穌會士嚴任吉神父的觀點, 他主張觀看這一系列的聖經人物電影時, 可
以有兩種較為宏觀的態度: 一是向心力, 二是離心力.“向心力” 是繞回自己內心的一股
力量, 看到聖經故事的環境, 人物的遭遇, 人際關係的情況, 以及各個人物當下的回應與
言行, 要能“反躬自省”, 自問: 這一切為我有何意義? 為我們團體, 及為我的信仰和靈
修,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因為這些問題都可以轉化成, 在我們生命中, 願意改善現況時的
能量來源。“離心力”則是趨向外在, 是面對客觀事物與環境的一股力量. 也就是, 當我
們了解這些人物故事與救恩史, 見証到天主如何建立與人類的關係, 以及看到古埃及, 巴
比倫, 亞述文化, 這些非常優美的人類文明時, 就能體會到我們天主教這“一神”啟示的
信仰, 又是如何影響了後期的希臘, 羅馬的文明演化. 這不但內化了我們人本, 歷史的知
識, 也提昇及開展了我們對整個生命的視野.
朋友們, 歡迎前來觀賞!
陳麗琴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多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
愛你。」耶穌就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羊羣。」(若二十一：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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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請各位教友注意:
上次彌撒所收到的支票，仍有因抬頭不符而遭到
銀行退回的。再次提醒您：主日彌撒奉獻時， 若
您開立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 CCA Cares ；因為
銀行將會拒收其他任何名稱的支票。謝謝大家的
合作。

指導司鐸 :
吳仲基 神父
劉曉明 神父
劉卓台 執事

一月份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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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會長 :
范邦達
禮 儀:
趙承元
財 務:
孫昌平
公 關:
余惠美
活 動:
楊正平
通 訊:
許涵青
成人慕道班: 周 珣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949) 856-1123
(949) 726-0940
(949) 861-3989
(949) 552-1787
(949) 855-6686
(714) 730-6804
(949) 207-7806
(562) 947-2260
(714) 962-6360

四區區長 :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南南區 :

張承露
陳文英
朱 嶠
羅 瑋

(626) 808-5489
(714) 964-2254
(949) 651-8912
(949) 436-8119

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 : 黃 衍
關懷團 : 范馬梅

(714) 665-1486
(949) 726-0940

福傳負責人 :
青少年 :
黃柏叡

(714) 267-0033

一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總收入

$
$

778.03
1,884.00

$

2,662.03

$
$
$
$
$

400.00
1,066.41
155.28
182.08
1,803.77

支出
神職人員新年禮物
活動支出
網路維修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總支出
本月結餘(虧損)

$8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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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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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ard Seed Garden

泰澤 祈禱
泰澤祈禱是一種心禱
在淨化心靈的燭光和音樂背景下
默觀天主的愛，入靜，守靜。
是一種極深的探索
運用思維、想像、情感和渴望
深化我們信仰的信念
激起我們內心的皈依
並強化我們跟隨基督的意願

主持人簡介：孫長安 Peter Suen
1. 2012 年七月份起將擔任「北美神修小會」會長，任期兩年。
2. 獻身「泰澤祈禱」多年，翻譯中文的「泰澤祈禱」資料
3. 擔任 St. Lorenzo Ruiz, Walnut 天主教堂
＊「泰澤祈禱」負責人
＊牧民諮議 (Pastoral Council member)
＊慕道班(Why Catholic) 講師訓練及負責人
＊華人團體聯絡協調人

時間：2012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1:00-4:00pm
地點：STM St. Nicholas Room,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報名：張育琦 Jocelynchang807@gmail.com 949-861-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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