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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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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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us Chang, L.Ac.

張玉京中醫師
1076 E. First Street., Suite G
Tustin, CA 92780
Tel.: (714)505-0190, (714)6699088
Cell: (714)588-6476
Fax: (714)66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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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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玲達的奉獻

- - 小芥子

那天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是一位黃太太打來的。她開門見山就說看了“野聲”*雜誌一篇有
關河北德蘭會修女們接納與照顧被家人遺棄的殘障孩子們的文章後感動非常， 發誓以後
要將所有撿到和收集空瓶罐所得的款項全部捐給修女，但她接著很靦惦的問我說那樣可
以嗎？我一聽後，整個人給震撼住了！心裡除了感恩還是感恩，眼睛也不禁濕潤起來但
還是馬上跟她說“當然可以！”同時即刻就想到主耶穌在聖經裡提到那位窮寡婦奉獻兩文錢
的故事。“耶穌舉目一望，看見富人把他們的獻儀投入銀庫內。又看見一個貧苦的寡婦，把兩文
錢投入裡面，遂說：「我實話告訴你們：這個窮寡婦比眾人投入的都多，因為眾人都是拿他們多
餘的投入，作為給天主的獻儀；而這個寡婦卻是從她的不足中，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費都投上
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1 -4 節）。接著我就和她聊了起來。以下就是她的故事。
黃太英文名叫 Melinda（美玲達），客家人。祖籍廣東興寧，是第五代教友。先生是梅縣
客家人，虔誠佛教徒。因生活艱難，黃太的曾祖父曾出國打工，賺了些錢後娶了一位外
國太太，之後帶了太太和兩個兒子返回家鄉。那時仍是滿清朝代，民風甚是排外，尤其
看不起混血兒。小兒子仍是嬰兒時有次被親屬照顧，不知意外還是有意，放在曬轂場上
曬太陽被人給忘了，結果被大太陽活活曬死。大兒子還不到十歲時，經常被臨近的孩子
們欺侮毆打。就因為看他是個混血兒。有時他便說：“你們先別打， 讓我先跟我的天主祈
禱以後，你們再打。”然後他就跪下向天主祈禱。孩子們看到他如此，有時先戲弄他一番
後才一哄而散，有時就沒那麼幸運了，會被打得鼻青臉腫，真是可憐。
文革前不久，黃太全家又因生活困苦而遷往菲律賓謀生。八十年代因緣際會，得以搬到
美國南加州定居。但因英文不好，只能靠先生一個人工作，自己有時就撿些空瓶空罐回
收換錢貼補家用。雖然經常被先生逼著去佛堂，幸好每個主日仍可自行走路到教堂望彌
撒。有時也會和好友陳太一齊走。苦的是早年母親只教了她背誦些日常經文，並未教導
她如何讀經或查經。黃太非常謙虛，每次說自己對聖經內的許多道理都不明白。但她堅
持著一個簡單的念頭，那就是：不明白道理無所謂，“只要信“。兩年前她有機會和陳太一
同搭巴士去到華人工商大展，居然看到南加華人天主教聯誼會所擺的攤位，還看到有賣
舊金山總主教區發行的中英對照新約聖經，如獲至寶的買了一本帶回家慢慢閱讀。這一
下不得了，突然覺得天主開啟了她的眼睛，以前許多不明白的道理現在也似乎逐漸明暸
了， 心中的歡悅真是無法言喻， 對天主的安排可真是覺得奇妙極了。好像也就是那時她
與陳太一起登記成為”野聲“月刊的訂戶。從此就變成”野聲“的忠實讀者，每個月都望頸以
待，痴痴的等它的到來， 一收到後就如飢似渴的逐頁翻看，每章細讀，恨不得每個字都
能消化掉。在看過一期有關黎明之家的文章後，也才有機會了解到，還有那麼一群人，
忘我的去接受並照顧著百多位心靈生理，由出生即被丟棄的殘障嬰兒，二十年來如一日。
也因為如此，才使得她願意將以後的回收所得，全數奉獻，捐給她們，好使她們能夠繼
續做下去，且能做的更好。對她的這個心意，我除了感動與感謝天主之外，還能夠說什
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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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黃太的信德， 天主還有特別的眷顧。她一直非常擔心她的唯一女兒，因受公立學校
教育，對天主的認識實屬有限。加上自己對教會道理也不甚明暸，無法深入教導女兒。
因此，女兒的大學她就完全交託給天主，自己只負責祈禱。那所大學給她全額獎學金，
她就去那兒讀。結果，首都華盛頓耶穌會創辦的天主教喬治城大學提供了她全額獎學金，
她於是得以順利進入大學，並能在一個富有教會影響的環境下學習。你說天主的安排奇
妙不？
二月底時，黃太來電問我銀行帳號，說想存一筆捐款入戶– 總共八十元美金。我的天哪，
八十塊錢至少要两千個空瓶罐，那需要花多少時間，多少精力才能湊得！想到這兒我不
禁心痛不已。這筆錢可真是來之不易呀！我趕快將一份黎明年刊寄了給她， 聊表謝意，
並希望能加深她對“黎明之家”的了解。另外也請 Sherry 把她和陳太的名字登記為“傳信與
關懷”*雜誌的訂戶，好讓她們能獲得更多一些屬靈之精神食糧。
*“野聲”及“傳信與關懷”均為北美之天主教雜誌。
若有讀者對修女們及美玲達的所做所為有所感動的話，歡迎隨時來電聯繫，不勝感激！
949-302-1448. weichoukoh@gmail.com

請各位教友注意:
從七月開始, 在 Anaheim 的彌撒更改如下:
第二主日 中文彌撒時間: 2:00pm 地點: Sacred Heart Mission
第三主日 粵語彌撒 時間: 2:00pm 地點: Sacred Heart Mission

(本會訊) “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路 4：36）感謝大家
對傳播基督福音的熱誠，我們有許多教友從各個角度積極奉獻
於福傳工作：介紹，陪同，招待，分享，代禱，見證，宣講，
服務，關懷，聯絡，補給，各類活動等，傳播福音是每位教友
的神聖使命與恩寵，而且莊稼很豐富， 我們竭誠邀請並隨時
歡迎更多的教友參與各項事工，詳情可聯絡相關理事。下一年
度（2012/2013）的慕道班信仰講座將於六月二十四日在爾灣
St. Thomas More 教堂中文彌撒後下午三時開始，盼望大家介
紹並陪同親戚朋友來參加。

聯誼會報告:
于德蘭姐妹捐贈聯誼會 20 冊”于斌樞機畫冊”，義賣共得四百元，全數交付聯誼會，特此致
謝，並示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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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看齊! 向上看!
從分析"花逝"的觀後感所得到的一點醒悟 -- 賴文勝 (Vincent)

天意不可違逆
業力不可思議
不管是從基督信仰或佛陀教育的角度來看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的
不管是思索神的意旨或是因緣果報的效應
每一個人都該好好地體會生命的本質,現象及作用
"花逝"是一部值得深思的影片
大部份的人在觀看之後的討論會上
都對片中為人父母者, 似乎沒盡到責任提供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 而覺得扼腕
都說那個環境是主因, 應該引以為借鑒
那是第一層的感受,我亦有同感
但總覺得有個聲音告訴我:”再仔細想想看!”
忽然閃過老子説過的"六親不和有孝慈"
不是說良好家庭環境沒那麼重要
不是說孝慈不好
而是說人背離了道, 才有六親不和的這些現象
在感受到六親不和之後
才發現孝慈可貴
才奉孝慈為圭臬
不是說片中的這對父母沒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而是說這裡面有太多變數了
片中的這個孩子乃至於她週遭的人
究竟帶著什麼樣的業
來到這個人世間
或說神對他們究竟有什麼計畫
我們無從得知
我們唯一知道的是
週遭的人的光與熱沒來得及讓這個孩子認識生命瞭解真理
就這樣地
平行宇宙中的一支
無情地隨緣展現了
我們的心識決定了我們所參與的宇宙
沒出事並不代表這對父母就盡到了責任
出事了也並不能說這對父母就是加害者
我們人能做的就是那麼多
幸福的人生乃至於和睦的家庭
永遠都值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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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心胸看看並學習
可以避免很多極端
甚至在須要時尋求專業協助
但是在那之前有更重要的
主要的是因為"我們人能做的就是那麼多"
瞭解了才能不執著
瞭解了才能全然交托與放下
這世間有很多的規範與律法
每當令人痛心的事情發生了
每當因緣成熟, 果報現前時
大家就爭相拿這些規範與律法
來律己也勸人
就像是小學生在排隊時
老師要我們"向右看齊! 向前看!"
然後才勉強有個像樣的隊伍
向右看,是看自己也看別人
看看自己是否與眾人一致
向前看,是看規範與律法
看看自己是否違法犯紀
然而眾人難保一致
前面的規範與律法似乎也漸行漸遠
不久之後隊伍又歪了…
"向右看齊, 向前看", 看似有效率
並屢次地將人類從毀滅的邊緣拉回到秩序的狀態
但是隨後而來的鬆洩,進而混亂,乃至動盪
不斷週而復始地循環在歷史中
群體如此,個人亦難逃其輪迴的窠臼
"向右看齊, 向前看"忽略了人類的罪性與無明
充其量只是保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
但是大多數的個人無法獲得解脫, 也得不到救贖.
隱約之中我領受了一個意念: "向內看齊! 向上看!"
向內看齊以求明心見性
向上仰望以求神的旨意
向內看齊是
對”我”的內在成份五蘊(色受想行識)
一一點名報數就定位,
以求對自我的充份認識
乃至於不受這些內心成份的約束控制
進而明心見性
向上仰望以求神的旨意
並對”我之所能”謙卑與”我之所做”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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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用心觀照
向上虛心聆聽
再平實以對這世間的事
成敗得失自然不再有我
那就是全然地交托放下
那就是解脫自在
那就是與神同在。

指導司鐸 :
吳仲基 神父
劉曉明 神父
劉卓台 執事
現任理事聯絡電話 :
會 長:
饒 成
副會長 :
范邦達
禮 儀:
趙承元
財 務:
孫昌平
公 關:
余惠美
活 動:
范馬梅
通 訊:
許涵青
成人慕道班: 周 珣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四區區長 :
北 區 : 張承露
中 區 : 陳文英
南 區: 朱 嶠
南南區 : 羅 瑋
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 : 黃 衍
關懷團 : 范馬梅
福傳負責人 :
成人組 : 李偉鈞
青少年 : 黃柏叡
兒童組 : 董 晴

四月份收支報告
(714) 774-2595 ext. 103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562) 522-5055
(949) 379-3078
(949) 726-0940
(949) 861-3989
(949) 552-1787
(949) 855-6686
(949) 726-0940
(949) 207-7806
(562) 947-2260
(714) 962-6360

四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總收入

$
$

761.00
1,899.00

$

2,660.00

$
$
$
$

198.31
568.30
226.20
992.81

支出
神父電話費
活動支出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總支出
本月結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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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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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665-1486
(949) 726-0940
(714) 831-0576
(714) 267-0033
(949) 637-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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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教友蔣麟先生將於七月份起，為教友免費教授電
腦實用課程，詳細內容及報名方法如下，歡迎有興趣
的朋友及早報名：

電腦實用討論會
主

旨:

(討論內容之程度:中等)

會友能在安全設施之下 有效地使用電腦來傳遞文件、遠端視訊(參與教學或查經班)

討論會時間 暫定今年七月起之周五晚及周六下午 各三小時合為一獨立單元。地點暫定 張幼妮(Joannie
、地點:
Chang)家。每月月初二個半天。
除自備Windows電腦、網路電線外,其他免費。3聯絡人: 網路場地借用張幼妮 Joannie 1討論會費用 949-651-1278 (家),
及聯絡人:
熊莉娜 (Bear) 1-949-296-6269 (家), David Chiang蔣麟 1-562-883-3922 (手機),
獨立單元 # 各單元討論/學習之
(名稱) 主要內容

各單元討論/學習之
軟體/範例

Windows之英中文併用、
防毒(Antivirus)、維護
獨立單元
及調整(TuneUp)、及備份
1.
還原 (Backup &
(安全設施)
Restore). Require
Preparation A.

Windows Vista or 7's
暫定2012.07.06
Control Panel, 2012 Norton
周五6:30pmDavid Joannie
360 或 Norton Internet
9:30pm &
Chiang Chang
Security, Norton Ghost ver2012.07.07周六
15
2:00pm-5:00pm

雲端文件 in Google
獨立單元
Document之製作及傳遞.
2.
Require Preparation A
(有效使用)
& B.

Microsoft Office Home and
Student 2007 - Word &
Excel, OCCA monthly
activity agenda, gmail
Contacts group of "church
1"

暫定2012.08.03
周五6:30pmDavid 熊莉娜
9:30pm &
Chiang (Bear)
2012.08.04周六
2:00pm-5:00pm

Skype version 5.9.0.115 Share Screen for remotely
learning & conference

暫定2012.08.31
周五6:30pmDavid Joannie
9:30pm &
Chiang Chang
2012.09.01周六
2:00pm-5:00pm

Skype
獨立單元
之遠端視訊與教學.
3.
Require Preparation
(遠端視訊)
A、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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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助講人

討論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