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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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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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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分享

Shelly

和天主的緣份很有趣。
在國、高中時，我念的是基督教學校。所以，學校安排了很多宗教的活動。舉凡每周六
的敬拜讚美、聖誕節的詩歌和聖誕樹布置比賽，甚至到寒假舉辦的冬令營，我都或深或
淺從中得到益處和感動。但是，那份感動並沒有強烈到讓我決定受洗。部分原因是家人
的不支持，但大部分的原因是總覺得這個宗教和我沒有產生連結。
就這樣轉眼間我 30 歲了。結婚、生子、在美國定居…。教友 Jocelyn 時不時的邀請參加堂
內活動，開始讓我回想起過去遙遠的那份感動。堂內的教友對我而言個個都是見證。每
次和大家相處，就覺得大家都充滿屬神的愛，加上大家都生活過得順遂成功，不禁讓我
有種”基督徒都很成功耶” 的想法。為此，我還曾經跟我先生提議，”要不要也成為教
徒，感覺會很不錯耶”！很世俗的想法，但這的確是我的第一想法。
但是，每次的參加活動，不管是堂內的慕道班，到堂外的心靈之旅，我開始一點一滴感
覺到天主要給我的訊息。 這訊息來得少，我想原因是我那時還不懂要和天主做連結，與
祂溝通。
開始想向天主祈禱，起源於我在生完小孩、做月子期間。今年 3 月我生下第二個小孩，坐
月子期間就是不間斷的餵母奶。以為自己應該遊刃有餘，畢竟這是我的第二胎，所以應
該不難；但相反的是，我還是覺得一樣的困難。餵奶的不順利，再加上輕微的產後憂鬱，
讓我在那個月裡，內心鬱悶不已！於是，心中不禁對天主說話：主啊，如果祢讓我順利
餵母奶，我保證之後我會乖乖去望彌撒。
如果說，要怎麼和天主做連結，我想，我找到了這個重要的環扣了：那就是孩子。如果
說，孩子是天主特地為我們預備的，那麼，這孩子源於天主，勢必將歸於天主。我愛我
的孩子，但是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我知道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我無法替我孩子預備、
或是阻擋的。一想到這些，我不禁向天主祈禱，祈禱天主永遠看顧我的孩子們。
就這樣，在今年年初，Pearl 問我要不要
受洗呀？…
我毫無猶豫的說：Yes！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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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園活動預告】
11 月 3 日下午 2:00 至 4:00 於 St. Thomas More Church 舉行
由 Vincent Lai 主持｢電影欣賞 -- 生活分享｣
懇請大家繼續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參加

若望福音十五章 15-16 節
“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
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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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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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總收入

$
$

596.00
1,545.00

$

2,141.00

$
$
$
$
$
$
$

200.00
50.85
200.00
1,500.00
243.00
184.88
2,378.73

支出
神父禮物
福傳支出
神職人員奉獻
聖心中文學校
活動支出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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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結餘(虧損)

($2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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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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語夫婦懇談會主辦
2012 年南加州第 31 屆

夫婦週末營
我們將提供一個幽雅的環境，讓你們在輕鬆的氣氛下重溫舊
情，促膝談心，享受愉快和溫馨的週末。希望帶給你們更幸
福的家庭生活，更親密的夫妻關係，和更成功的子女教育。

12/01 (星期六 8am ~ 9pm), 12/08 (星期六 8am ~ 5pm)
St. Thomas More classroom, 51 Marketplace, Irvine, CA 92620
每對夫婦 $50 (含兩人兩天共三餐), 夫婦必須一起參加。
詳情請洽以下聯絡人。名額有限, 請儘早報名。
孫義弘/蕭莉芳 (949)208-6120; 廖勇誠/孫美祥 (949)485-4845
蔡展鋒/蔡凱雯 (626)445-8238; 劉卓台/周 珣 (562)947-2260
張相之/沙玉芝 (909)860-5430; 吳勇為/王家葆 (310)541-8337
指導: 滿而溢神父
------------------------------------------------------------------------------------------------------2012年南加州第31屆夫婦週末營報名表
時間:
地點:
費用:
報名:

夫婦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婚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信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表及支票可寄

Chinese American Marriage Encounter Association (CAMEA.org)
P.O. Box 3094, Palos Verdes, CA 9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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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縣天主教聯誼會十一月遠足活動
地點：

Aliso and Woods Canyons, Laguna Beach
Fwy 5 south, exit on Alicia Pkwy, make right turn. Pass Aliso Creek,
immediately on the right side small entrance.
Self –paced, easy and fun walk for families and kids (with strollers)

時間：

一月十七日，星期六，8:00 am
Please arrive early. We will leave on time.

會合地點：

Irvine 99 Ranch Market Parking Lot
(Jeffery and Walnut)

聯絡人： Bruce Li @ 949-813-9508
Sara Wang @ 949-689-0178
請攜帶以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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