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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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團體 2/20/13 開始共八次,
週六團體日期另訂
2/5/13 前報名享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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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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家 – 2012

小芥子

六月底去黎明之家做義工時，發現護理班又多了三位超可愛的小天使。且讓小
芥子逐一介紹：
最小的是馨馨天使–天馨馨，還不到兩個月大。除了吃，就是睡，每兩個鐘頭
就要餵一次奶。剛把她從邊村村西大坑里抱回來後，就發現她的兩腿內彎，好像是
長倒了還是怎麼的，總之是即時給矯正過來了。感謝天主。醫院給她的初步診斷為
智力障礙和失聰。還有傑傑天使–天傑傑（小手天使）。他一出生時雙手就發育不
全加上唐氏綜合症。傑傑的臉圓圓的，眼睛大大的。他攤開兩手時，兩支小手就像
翅膀一樣，模樣像極了真天使！可愛到了不得。再來就是佳佳天使–天佳佳（睡美
人天使）。四月一日從黎明之家門口抱回來時，她還在小車裡睡大覺。看上去已有
5 個月大的模樣。小芥子趁他們睡覺時拍了些相片，佳佳就像是個小睡美人。也是
可愛到讓人心疼。
其實還有第四位：恩澤天使–天恩澤。他是 2011 年七月份 Tina 全家都還在邊
村時，被遺棄在修院門口，給修女發現抱回來的。一回來後就給他來了個大清理，
洗澡換衣，忙的不亦樂乎。Tina 順理成章成了他的臨時保姆，又餵他奶，又幫他
洗澡，還帶著他睡覺。所以與他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後來 Tina 出錢請修女帶他到
醫院診斷看他有那些毛病，診斷結果為：不可轉逆的發育遲緩及智力低下，漏斗胸
和少量心包積液。Tina 覺得有天主的召叫要她來照顧這個孩子。為此全家還藉着
祈禱，唸玫瑰經及開家庭會議，討論是否要領養恩澤，結論是：“領養”。哪裡知
道，光是辦手續的時間和過程可就是一波數折，最後還是因為夫妻两年齡太大（超
過 55 歲）而不得不放棄。只能説是領養恩澤，並不在天主給的旨意内。後來恩澤
被北京一個教友家庭帶去做短期領養，小芥子六月份到黎明之家時他才回來不久。
此次見面，他大多了，也頑皮多了，並且特别喜歡笑，他笑的時候才可愛呢！他也
很會看修女的臉色，是個十足的小醋罈子。修女只要把他放下，一去抱別的小孩，
他的小臉就馬上先垮下來，然後就開始吃醋的大哭起來，屢試不爽。偏偏他最喜歡
的修女之一，負責護理班的寧修女又喜歡故意逗他吃醋，他也拿修女沒辦法。
多了這幾個小傢伙，護理班每天忙的不可開交。加上修女們正好又碰上臨時培
訓課程加上靈修避靜，必須參與，所以人手短缺，小芥子來的還正是時候。於是馬
上進入狀況，一下子給馨馨沖牛奶餵她喝，一下子給佳佳換尿片穿衣服，再一下又
要哄傑傑睡覺，或陪恩澤及其他孩子們玩耍。有兩雙手都不夠用。一個早上很快就
過去了。吃完中飯，他們會先午睡一陣子。這時小芥子可稍做休息，去看看其他大
齡孩子，同他們聊聊天，話話家常。最忙的時候就是下午給孩子們洗澡了。要先把
洗澡盆裝滿熱水，撒好肥皂液，這時負責的修女和義工們（連小芥子在內），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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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眼明手快，看那個孩子凖備好了就馬上抱他（她）放入澡盆，從頭到腳，洗個乾
淨。有喜歡洗澡的，有時會要多玩一會兒水，必須連抱帶哄的把他抱出澡盆幫他擦
乾，穿尿片和衣褲或衣裙。有時小號尿片用完了，就拿大一號的將就使用，直到來
新貨。碰上怕水或不喜歡洗澡的，那就只好讓他邊哭邊洗，也顧不得孩子臉上是水，
是淚，還是洗澡精或洗髮精了。所有孩子中最難洗的，還是子炫了。他的塊頭大，
身子又重，抱他和洗他時要特別小心不碰到他頭上的大膿包，也需注意不要把肥皂
水弄進他臉上的開口，以免發炎。有時他脾氣一來，會踢的澡盆不亦樂乎,弄的洗
澡水四處亂灑，好像自己也洗了次澡一樣。小芥子是護理班唯一的老男生，只能義
不容辭的接此“重”任。每次幫子炫洗完時，都累的腰酸背痛，全身濕透。但一看
到他變得乾乾淨淨，又能夠“旁觀”其他孩子們玩在一起或一個人自得其樂時，任
何勞累就不算一回事啦！尤其想到修女和老奶奶義工們天天如此，哪裡還敢訴苦或
抱怨。有此服務機會，是天主给的恩寵，小芥子連感恩和感謝天主都還來不及呢！
前陣子修女告訴了小芥子一個令人心碎的消息。小點點天使-天紫妍，最近终於
被天主給接走了。小點點是八月初才由黎明之家門口抱回來的一位早產女嬰，體重
還不到一公斤。小的不得了。青青幫她取了個好美的名字 - 紫妍，小名點點。她
就像是“剛出生的嫩苗青草”- 詠 90:5,只在這世上待了三個月就回天家了，真的
好快。我們都還未曾見過面，只看過照片。讓我們在此為她的靈魂送上最誠摯的祝
福。
原本六月份來時想親自帶 10 公斤的營養粉給較瘦的孩子們吃，如寵愛，豆豆，
雅雅等以便讓他們補充營養，但因廠商缺貨，只好先帶了些其它東西。返美後貨已
寄來，又到處找人帶貨（因為托運不能保證收得到，不太保險）。最後好不容易找
到一位德州教友願意先把貨帶到上海，再打包由上海寄到邊村黎明之家。但是她的
行程一連拖延了兩次，由本來九月中延後到 11 月中才成行。到了上海再馬上郵寄，
等黎明收到粉時已是 12 月初了。不過該教友答應以後願意每年幫忙帶貨進去，那
樣就不用苦苦的到處找人托人了。最近修女說孩子們試吃了一陣子又因不適應味道，
修女怕浪費想要他們停止使用。小芥子說那樣就太可惜了。如果能夠再試一陣子，
習慣味道後或許會好些。修女答應再繼續讓孩子們使用更長一段日子後再看效果如
何，希望長期下來能夠對孩子們有所幫助。
今年黎明之家發生了兩件天大的喜事。首先是大齡青年孩子們終於在年底搬進
了屬於自己的新家- 坐落在唐邱村的黎明之家職能中心。他們因為年齡大了，也需
要更多的隱私及屬於自己的天地和學習職能的環境，以便有一天能過獨立生活，融
入社會，做個有用的人。第二件大事就是青青與芳芳兩個大齡姑娘先後於 10 月及
11 月完成婚禮聖事。這還是黎明之家成立以來的頭一次。修院、堂區和村里的人
傾巢而出，隆重的為兩對新人舉行了彌撒慶典及婚禮。可惜小芥子不克親臨盛會，
真是可惜呀可惜！其實，這也就是修女們設立黎明之家、復建中心、職能中心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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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期望能達到的最終目的和她們一直所努力的方向。盡量設法讓每一個孩子學習到
一種職能，好能使其獨立而不成為社會的包袱或累贅（當然，連基本生活都無法自
行料理的孩子不算在內）。願天主繼續豐厚的賜福給他們每一位！
附上一些孩子們的照片，請按下列網頁（control + click 或 copy/paste to
internet）觀賞：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9493423518531119196/Liming_20120618a?a
uthkey=Gv1sRgCPmP_ful3-yMLw#
如欲聯繫黎明之家， 請連絡：
Wei Chou Koh
10 Ravenna
Irvine, CA 92614
949-302-1448
weichoukoh@gmail.com

【葡萄園活動預告】
3 月 2 日下午 2:00 至 4:00 於 St. Thomas More Church 舉行
由 Marie 主持 ｢自我認識、成長，尋求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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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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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收支報告
(714) 542-4411 ext. 14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562) 522-5055

一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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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彌撒經文奉獻
其他奉獻
總收入

$
$
$
$

636.00
1,180.00
335.68
2,100.00

$

4,251.68

$
$
$
$
$
$
$
$
$
$

327.55
50.22
100.00
184.88
53.98
335.68
347.63
300.00
33.29
1,733.23

支出
電話費
農曆新年活動
神職人員(主教)禮物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慶生費(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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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彌撒經文支出
聖詠團支出
聖誕節禮物(pianist)
彌撒後點心支出

總支出

(714) 665-1486
(949) 726-0940

$2,518.45

本月結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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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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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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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心中文學校

保險，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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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黃豐範 Johnny Huang
Tel: (909) 594-3888
Cell: (949) 307-2168
E-mail:
JH307216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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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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