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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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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李偉鈞 
 

 

在十一月的第二主日彌撒中，吳神父講了一個很簡單但意義很深遠的故事。 

 

話說有一位很正直、有學問的老師，在回家的鄉間路上碰到一位天使對他說：「你將來

會遭遇一些莫名的災難及挑戰，你將用我給你的三個錦囊妙計來克服，但你現在不要打

開，直到你遇到這些困難時，才一一打開。」這位老師就在快到家時，看到他的家被村

民包圍起來。他很是不解，就問村民為何包圍他的家？村民回答說：「這女學生因你而

懷孕，你還不承認！你要負責扶養這女學生的孩子。」老師深知他沒做這事，這時，他

想起了天使給他的三個妙計。他便拿出第一個來，上面寫著：「非常好。」他便對那女

學生的父親說：「非常好。」 

 

這女學生生了孩子以後，便將孩子交給這老師來扶養。但這老師沒有結婚，也沒有照顧

孩子的經驗，便找了一個奶媽來照顧這新生兒。但這奶媽看這老師行為不檢，便要收他

比照平常三倍以上的價錢。老師這時已失去了工作，並沒有收入。他又想到天使給他的

妙計，他便拿出第二個來，上面寫著：「非常好。」他便回答奶媽說：「非常好。」 

 

又過了幾個月後，這女學生良心不安，便將真相告訴她的父親。她的父親便帶著村民去

向老師道歉，並要將嬰孩帶走，交給這嬰孩的親生父親去扶養。這時，老師已對這嬰孩

產生了感情，心中萬般不捨。這時他又想起天使給他的最後一個妙計，上面寫著：「非

常好。」他也就將這嬰孩歸還給他的親生父親去扶養。 

 

在我們生命中，我們常想自己作主人，因此而有眼而不見，有耳而不聰，有心而不明。

我們曾幾何時，以天主作我們的主人，不求自己的明悟，而只求以天主的了解而能認知

更大、更遠、更深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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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主降生的恩光下，認識我们人性的限度 

舆人為友--共度和美的家庭生活 
 

主講人: Sr. Clare Zhang 張佳琴 修女。河北”德蘭會”重建 

  後首批入會修女之一。曾任 ”德蘭會”會長 20 年。 

    “黎明之家” 始創者之一。帶领避静，經驗豐富。 

 

日期:  December 15, 2012 

 

時間:  Saturday 9:30AM – 4:30PM 

 

地點:  10 Ravenna, Irvine, CA 92614 

 

報名及費用: Anna Liu 劉瑛膺  949-559-0810；949-923-1690 

   每人$10 (備有午餐及茶點)  
 

                                            
 

 
 
 
 

【葡萄園活動預告】 
12 月 1 日下午 2:00 至 4:00 於 St. Thomas More Church 舉行 

由熊莉娜主持｢找回自己內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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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避静  An Advent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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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撒及報佳音時間 : 5:30 – 7:30 pm 

彌撒地點 : Sacred Heart Mission Church 

(A) 10852 Harcourt Ave., Anaheim, CA 92804 

  

餐會時間 : 8:00 – 10:15 pm 

餐會地點 : 皇朝大酒樓  Seafood Kingdom Chinese Restaurant 

(B) 9802 Katella Ave., Anaheim, CA 92804  
(Next to Albertsons Supermarket) 

餐費 : 每人二十五元 (12/18 以前每人二十元優惠價格)， 

十二歲以下十元， 三歲以下免費 

請向各區區長購票 

北區區長/ 張承露 (626)808-5489 

中區區長/ 陳文英 (714)964-2254 

南區區長/ 朱     嶠(949)651-8912 

南南區區長/朱楚雲 (949)831-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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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舞會】 
 

主辦單位：輔友協會、南加州夫婦懇談會、彩紅土風舞社 

時間：201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 

  4:30pm 至 7:10pm：土風舞 

  7:10pm 至 8:30pm：晚餐 

  8:30pm 至 11:00pm：國標舞師生表演、社交舞會及宵夜 

舞會地點：210 N. Chapel Ave., Alhambra, CA 91801 

票價：成人 30 元 (12 月 15 日以前 25 元) 

  18 歲以下 10 元、3 歲以下免費 

詳情及購票請洽：孫美祥 (949-485-4845)  

 
 
 

指導司鐸 : 

(714) 542-4411 ex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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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楚雲    (949) 831-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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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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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收支報告  

十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430.00$          

彌撒奉獻 - 支票 1,170.00$       

STM Fair 172.00$          

總收入 1,772.00$       

支出

執事夫婦避靜費用 550.00$          

吳神父生日禮物 200.00$          

福傳支出 95.94$            

STM教堂什一奉獻 650.00$          

STM Fair 奉獻 172.00$          

活動支出   672.35$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185.13$          

2,525.42$       

($7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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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