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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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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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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 Barbara 一日遊報導          楊正平 

 

 

6 月 9 日星期六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也是我們聯誼會所舉辦的 Santa 

Barbara 一日遊出發的日子,一清早大伙兒就準時到達上車的地點,超過半數

都穿上饒成會長為我們聯誼會訂製的黃色短袖衫,不論遠看近看都非常的醒

目。當初理事會為籌備這次的活動,估計不會超過 25 人,沒想到最後達到 57

人,還好有旅行社充份配合, 都沒有造成任何問題。在車上,活動組 Mei 范姐

妹開始的娛樂小節目就使全車充滿了笑聲,讓我們的導遊先生也讚不絕口,不

得不誇讚她的帶動已達到專業水準。約二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到達了第一站

是 Ventura Harbor,這是一個風景優美的碼頭村, 大家分成二批乘坐遊船環

繞運河,沿岸的百萬豪宅區盡在眼內,彷彿置身於水都威尼斯之感。碼頭村還

有風格獨特的商店,冰淇淋專賣店,禮品屋及露天咖啡座飄來的香氣令人垂涎

不已。 

 

 
 

中午時分,大夥在碼頭村享受了一頓別具一格有希臘風味的午餐,並觀賞他們

現場歌舞特技表演,另人難忘的是其中一位男舞者用牙齒咬著桌子邊與桌共

舞,直是名符其實的大鋼牙,我們猜他的牙醫應該不知道這位仁兄在幹這玩藝

吧。飽餐後,大夥兒就前往市區搭乘 AMTRAK 海景火車,在約一小時的車程中,

火車緊鄰貫穿南北的 1 號太平洋海岸風景公路,沿著海岸線曲折盤桓,這時從

車廂中漸漸地傳來了優美的音樂,原來是與我們同車的兩位女孩天航與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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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n 姪女)用吉他和笛子所奏出典雅的樂曲,配合著臨高眺望海天美景,彷

彿置身於人間仙境。 

 

抵達 Santa Barbara 後,首先前往興建於 1786 年的聖芳濟格會的教堂參觀,

這是加州第 309 號文化遺產,它石砌雙塔的造型,教堂外的水池,庭院高聳的

古樹和美麗的花卉及草地令人印象深刻,我們也有機會參觀了博物館,讓我們

對早期傳教士有了很多的瞭解。最後一站是參觀被譽為美國最美的政府大樓,

它是建於 1929 年的法院大廈,是北美獨有的西班牙式殖民建築,精緻的石雕

像和拱門,令人感覺彷彿置身於城堡內,草地上剛好有對新人在舉行婚禮,也

祝福他們永遠幸福美滿。整個行程於下午七點之前圓滿結束。特別要提的就

是這次參加者以年齡區分包括老中青三代,年輕的一代就是天航,一婷與玉京

的姪女。最長者有 90 歲,她就是 Lucia 的姊姊,但是她的體力沒有讓我們半

點擔心。更要謝謝 Nancy 向老人中心借來的 3 把輪椅,感謝天主也沒有派上

用場。也要謝謝各區區長的聯絡,Mei 范姐妹的精心策劃將大夥分成六組,每

組指派組長負責清點人數,所以才沒有迷路羔羊,以及一些幕後兄弟姐妹們的

付出,才有順利的行程。感謝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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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英國倫敦 St. Thomas More Church  黄良、許安琪、黄安 

 

我們這次三人自由行暢遊倫敦和巴黎時，得悉在倫敦 Maresfield Gardens 有座

St. Thomas More Church，即在四月十五曰星期天上午九時坐地鐵前往。但因

路途不熟悉，出了地鐵站後走了一個多小時，到十時三十分才找到。此時在

十時舉行的彌撒已無法參加了。在等下一場十二時的彌撒前，我們有機會了

解一些該教堂附近的情況。此堂建成時間不長，在一個小山丘上，附近是供

住宿的中學，環境幽雅寧靜。教堂的建築風格與傳統的不同，比較現代化。

聖堂是圓形而非傳統的〝十〞字型，內部則由紅磚和水泥柱子組成，均是原

材料無加裝飾，顯得樸實。居中十字架是用銀色鋼材，耶穌聖像用黄銅材。

彩色玻璃亦非傳統圖案、而是用的現代抽象圖案。如此安排顯得比較生動明

快。聖樂則用大風琴演奏。而神父及主唱男高音的音色極佳，聽似專業歌唱

家在表演。 

 

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復活節後第三主曰，我們換了二次地鐵，只需走約十

五分鐘在十二時準時參加該日彌撒，是由非洲尼曰利亞樞機主教 Francis 

Arinze 來英主持。倫敦很多非洲裔的教友來參加，他們的服裝色彩鮮麗，與

當地的英國教友和印度裔教友的服裝形成鮮明對比，但人不分種族、男女、

老幼、職業和階級，均對上主崇敬、信仰和歸依。 

 

彌撒後，我們告訴樞機主教和本堂神父我們是從美國加州的 St. Thomas More 

Church 來的，並請問能否合影留念。樞

機主教即時同意，並問我們是否是從台

灣到美國的。我們說是，並對主教的識

人智慧感到驚訝和佩服。 

 

英國 St. Thomas More Church 的地址是：

Maresfield Gardens, London, NW3 5SV UK 

TEL：020-7435-1388 

Email：swisscottage@rcdow.org.uk 

Parish priest：Fr. Gerard Sheehaw 

 

在倫敦我們參觀了 St. Thomas More 被囚

禁的 Tower of London 和他在 1535 年被

審判並定死罪的 Westminster Hall of the 

House of Parliament。St. Thomas More 為

信仰而獻生的事蹟，使我們對他萬分敬

佩和崇敬。 
 

mailto:swisscottage@rcdow.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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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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饒    成 (949) 379-3078

     副會長 : 范邦達 (949) 726-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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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馬梅 (949) 726-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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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人組 : 李偉鈞 (714) 831-0576

      青少年 : 黃柏叡 (714) 267-0033

      兒童組 : 董    晴 (949) 637-9366

吳仲基 神父

劉曉明 神父

劉卓台 執事

 
 

 

 

                 

六月份收支報告  

六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686.85$          

彌撒奉獻 - 支票 1,469.00$       

Santa Barbara 旅遊 156.00$          

總收入 2,311.85$       

支出

福傳支出  132.67$          

聖詠團歌本    112.96$          

神職人員奉獻  400.00$          

St. Thomas More 奉獻 4,800.00$       

活動支出  497.93$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255.38$          

6,198.94$       

($3,887.09)

總支出 

本月結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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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