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CA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
www.occ-cath.org
CCA CARES FOUNDATION Newsletter

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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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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黃秀紛姐妹

終於， 我在今年得以參加夫婦周末營！
為此，我感謝我先生的支持與願意嘗試的心。
這兩天對我來說，好像是一場夢，一場甜美的夢。
我不需掛念小孩，就像年輕時參加營隊時那樣的輕鬆；
只要預備好自己，專心無務的去參加就好。
我知道這兩天是專門預備好給我和我的先生，
所以，我務求做到與另外一半全心全意的參與、溝通。
夫婦周末營帶領的指導神父及許多的分享夫婦們，
帶給我們許多需要省思的地方，
也有很多時間留給我們夫妻倆做溝通。
就是溝通。
在這兩天裡，學會了溝通在夫妻關係裡的重要性。
溝通不是為了要吵架；溝通是為了要了解彼此的感受。
理智上都明白，但是一旦情緒上來，溝通啦、感受啦、全都拋諸腦後…
感謝天主…我必須真的說。
應該沒有人會在夫婦周末營還吵架吧？….
我和我的丈夫在第一天時充滿了理智，
談起話來，還能夠心平氣和地指正自己的缺失…
一副旁觀者的自清狀態。
當下就覺得有點摸不著邊際，好像參加這個營沒有太實質上的幫助。
結果，在第一天下半段時，無端一通電話就開始了我們的爭端…
這個架應該從我們剛結婚起就有的了，
感謝天主，即時讓我們雙方把這個被我們埋藏起來的情緒全都挖起
適時地讓我們充分的溝通、溝通、再溝通！
吵完那麼一大架後，好像終於暖好身了，更能夠去感受天主和營隊人員
所要帶給我的訊息。
感謝天主！我感受到天主在這婚姻聖事裡是多麼的愛我，
在我心靈空洞時，給了我這麼大的機會教育，
而在我難過放聲大哭時，給了我這麼大的安慰。
兩天的營隊結束了，感覺夢也醒了…
有點失落。因為我知道，再來就是要靠我們自己了。
但還是期待…
因為我知道：天主還是在繼續地帶領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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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的祝福與分享
親愛的依納爵基督生活團弟兄姊妹們：
今天是美國的感恩節，四年來我都用靜默中數算恩典及為恩人朋友家人祝禱的方
式來過這個新節日。今天祈禱中特別念及你們每一位及家人，祈祝 主愛內平安喜樂健康。
感謝天主恩賜助佑，這半年我在學習成長及內在整合上有了一些進步。心理課、
個別諮商、親密之旅學習團體、同理心團體，以及省察祈禱、一日一課練習「奇蹟課程」，
每一項都是恩典，都給予我很多幫助。
上週心理課告一段落，將在一月繼續參加同理心團體之後的生命日誌團體、以及
第二輪的親密之旅成長團體。此外還有一個分享及共學的團體「葡萄園」，每月聚會一次。
這期間我的一個關鍵性的學習體驗是：在天主愛內聆聽陪伴自己的脆弱面。老師
教的方法是：讓自己所有的感覺一一出來說話，把它寫下來，安靜聆聽這些心聲，除了真
正的同理，不要給任何開導、提醒。
我每每在慈愛天主聖三及天上父母恩師臨在內書寫「感覺的心聲」，完全面對內
心浮現的各種感覺（無論屬於過去或現在），難過、恐懼、內疚、憤怒……，過程很不好
受，但先不給自己開導提醒（老師從心理學的角度說，如果很快這麼做了，感覺會退縮隱
藏，未經真實的陪伴與接納，負面感受就很難釋放與轉化)。每每寫完哭完長吁短嘆完，
感到與自己很親近，然後就會有一種平靜與清明從心底湧現。
我體驗到用這種書寫方法來聆聽陪伴自己內在的脆弱面，是真真切切的接納了自
我。做了這一步，我的自我和靈性就連結上了。每回如此做過，心門敞開了，再去讀經祈
禱閱讀靈修，就容易有觸動和領悟。很感謝老師提醒我這把寶貴的鑰匙，並陪伴我練習使
用了它。
我得到老師鞭辟入裡的指點和慷慨
幫助，只能以一張小卡片表達我的謝意。
卡片上寫著「I offered You my
nothingness and You filed me with
joy.」這讓我想到：我們來接受心理諮
商輔導或靈修指導，在淨化過程中，一
一辨認及改變那些傷害自己的偏見想法，
並逐漸釋放種種負面情緒，如此的把自
己的心掃除清空，好能承接得了慈愛天
主聖三來作心家的主人，幫助自己日益
活出祂的肖像。老師為來談話者布置了
一個小茶几，上面放著聖經、蠟燭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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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倚靠著天主大手的瓷像，我把卡片放置在相框中請
老師將它放在小桌上，讓我也祝福同行於自我整合與
認識天主之路的朋友們。
最近我開始閱讀「回歸真我 心理與靈性的整
合指南」一書（啟示出版）。這本書有完整觀念又很
實用，正一步一步按其中教導去練習。
常感念孔達仁神父，他給予的神操指導、心
理輔導、亦父亦師亦友般的關愛鼓勵；也常想到和為
貴神父及得自於他心理靈修的諸多指導幫助。在這條
整合心理與靈性回歸真我的漫漫旅程中，能得良師和
你們每位益友陪伴幫助，而今在此地亦不缺此恩，何
等有福！
除了感激天主、感謝每一位，只能期許自己鍥而不捨的努力，一步一腳印邁向更
自由、更自尊、更能自愛而後愛人的目標。
祈祝
主愛內闔家平安喜樂健康；生活、工作在主內得力；所接觸與服務的人間手足，能藉
著我們而體驗天主的寬仁慈悲、並分享祂智慧的光照。
熊

2012/11/23

【葡萄園活動預告】
1 月 5 日下午 2:00 至 4:00 於 St. Thomas More Church 舉行
由 John Wu 主持 ｢約納先知-天主的召叫及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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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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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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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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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542-4411 ex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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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總收入

$
$

703.00
1,430.00

$

2,133.00

$
$

400.00
400.00

支出
吳/劉神父感恩節禮金

總支出
本月結餘(虧損)

(626) 808-5489
(714) 964-2254
(949) 651-8912
(949) 831-0576

$1,7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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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 831-0576
(714) 267-0033
(949) 637-9366

家佳美滿協會 (非營利組織) 主辦

生命日誌
汽車有行車紀錄器, 飛機有黑盒子, 船艦有航海日誌,
都在紀錄與協助前行的方向. 走在生命之途的你、我,
也不能沒有「生命日誌」, 那是我們的心靈地圖。

2013 年 1 月 16 或 19 日開始八次

主持人：歐陽 楊梅玉 臨床心理學博士
詳情請洽: fe20@hotmail.com 或 949-857-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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