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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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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博士心理諮商中心
家佳美滿協會 (Family Enrichment)
加州州立大學(CSUF) Fullerton校區
加州橙縣心理健康中心 (OCHCA)
北美華語夫婦懇談會

歐陽楊梅玉

主持人 Psychologist
創會人 Founder
臨床心理學家(psy19878)
婚姻家庭治療師 MFT-1
發起創始人

臨床心理學博士

Norma M. Ouyang, Psy.D. MBA.

專精：個人,婚姻,家庭,團體 諮商治療, 心理創傷, 焦慮,憂鬱,
疏解壓力, 情感,人際關係,親子通通, 移民適應, 各階心靈成長
接受政府 Medicare, 團體及個人醫療保險
預約電話：949-857-0299, email: fe20@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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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綿延不絕的傳承
歐陽 楊梅玉
多年來，在南加州曾參加過一些晉鐸感恩祭典，都非常感動。六月八日在好萊塢 Blessed
Sacrament Church 五位耶穌會士晉鐸的聖典，更令人印象深刻。
主祭是來自鹽湖城的總主教 John C Westerr，近千人參加了這個盛宴，上百位耶穌會神父魚貫
地步入聖堂，當他們坐定後，一眼望去，頂上一片白雲，這些神父們一輩子的奉獻，如今都垂垂
老矣，只有少數年輕的黑髮點綴著。
在教會內，不同修會間彼此無傷大雅的揶揄，時有所聞，耶穌會常常成為鏢靶。曾聽有人介
紹一位耶穌會的神父時說：「耶穌會的，他全都會，不知道他是否也會復活死人？」在今天隆重
莊嚴的晉鐸慶典中，總主教 John C Westerr 也以幽默的口吻對五位準神父說：「聽說有人要當神
父是為了可以不愁三餐，在今天這個社會，我可不敢保證你們三餐無慮…，但可保證你們有活泉，
永遠不渴。」在新神父們發了服從、神貧、貞潔三願後，主教也勸勉他們要「瞭解你們所作的」，
「仿效你們所慶祝的那位」，並「以你們的生命堅定不疑地侍奉上主」。
晉鐸的五位神父中，最年輕的 36 歲，最年長的 48 歲。耶穌會陶成一位神父的過程十分嚴謹
且冗長，直到足夠成熟，最有機會為自己的生涯規劃作選擇的中壯年黃金期，才能完成培訓，投
入終生鐸職的侍奉，這是多麼堅毅的決定，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晉鐸感恩祭中，最讓人動容的，不外乎是看見新神父們全身撲俯在地，表達「死於自己，活
於基督」，全身、全意、全靈地臣服於上主。這個古老的儀式通常是在祭台上舉行的。今天五位
新神父卻是在聖堂中間大理石的走道上，間隔地直直撲俯在地，接受全體為他們的獻身頌唸長串
的聖神禱詞。
在我的座位旁撲俯的是那位最年輕的神父，過程中我看見他的身體不斷的抽動，偶而他稍微
仰起頭，以雙手背拭淚。我不知道那淚水在告訴他什麼，是決志、是興奮、是感動、是離開家人
在人性上的不捨、是愛…？我從皮包中抽出兩張紙巾，遲疑著是否合適在這種場合遞給他，在最
後他們將起身之際，鼓起勇氣，偷偷地塞在他的臂膀之中。在身旁的外子輕握我的手，表達肯定。
在往後數十年的鐸職生涯中，這位神父如有機會回顧此刻，不知他將會為今天的投身作什麼樣的
註解。
起身後，五位新神父走向祭台，跪下來，接受一百多位耶穌會的弟兄神父們一一為他們覆手
降福。我看到了他們彼此間深厚的兄弟之誼，父子之情。基督之愛，代代相傳。
隔天，在 Loyola 靈修中心有 21 位學員完成三年的培訓課程，他們請來了為此中心創始英文
版「聖依納爵日常生活神操」的 Fr. Chi Ngo 作畢業典禮的嘉賓致詞。新祝聖的 Fr. Robert Stephan，
將在九月勞工節後來 Loyola 接任節目部主任。當他們兩人互相擁抱時，我再次看到那永不止息
的愛。厚厚的聖經封面，刻印著一個碩大的紅字—「愛」。對了，就是這個愛，耶穌能肩負人類
所有的罪孽，接受慘絕人寰的十字架苦刑，最後光榮地復活。這個愛，藉著每位神父、修女們無
怨無悔的獻身，及每位跟隨者無私的侍奉，「愛」，綿延不絕地傳承著，就在這兩天內，再次見
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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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新神父接受耶穌會弟兄神父們的覆手降福

左二為即將接任 LIS 節目部主任的 Fr. Robert Stephan

編者按:
位於橙市(City of Orange)的羅耀拉靈修中心(Loyola Institute of Spirituality)
提供教友許多信仰陶成和靈修機會，包括各式避靜、課程及為期九個月的聖依納
爵日常生活神操，在我們團體中已有不少教友受益。暑假期間，靈修中心現正接
受聖依納爵日常生活神操的報名，將於九月開始，請有心於靈修成長、增進與天
主關係的朋友直接與靈修中心聯絡洽詢，請電 Sr. Barbra Ostheimer @714-997-9587
ext.26，或上網 www.loyolainstitute.org 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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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九型研習會
路濟亞
在我們當中有一些朋友，將在八月十、十一兩日參加人格九型的研習會，這真是令人振奮的
消息。自從多年前朱蒙泉神父將人格九型介紹給南加州的朋友至今，九種性格學一直是我探
索自我、處理人際的重要參考和省察依據，也讓我經驗到許多成長和恩寵的驚喜！在此願和
大家分享一點粗淺的心得和經驗。
人格九型將人分類為九種性格，每一種性格型態代表一份與生俱來的生命本質，這生命本質
原是天主賦予個人的特殊禮物。但是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往往在求生存、求被愛和自我保
護的本能動機下，我們常會過度地使用我們的生命本質，而呈現出各種不同程度不健康的表
達，而生活中也就產生了種種困難和痛苦。學習人格九型，正是要讓我們從不自由的本能反
應的綑綁中得自由釋放，藉由認識了解、到體諒接納自我，進而發揮天主所賜的本質恩寵和
禮物，是一條內在生命反璞歸真的成全之旅。
首先，找到自己的性格型態，對自己所言所行有所
了悟和詮釋，就已是很大寬慰。原來在自己頑固的
執著、衝動的舉止之下，有更深一層生命的內在需
要，接受擁抱它，就能夠寬恕、釋放和愛自己。推
己及人，認清身旁近人的性格型態，對他們的所言
所行，也就多一份體諒和擔待。重要的是，千萬不
要把自己或他人和所屬的型態劃上等號，因為人的
存有是奧秘，人的豐富與複雜，遠超越人格九型的
理論。最棒的是，當試著站在不同型態的人的角度
來解讀事件，竟帶給自己全新的視野和意想不到的
可能性，原來向和自己最不像、或是最不喜歡的弟
兄姐妹學習，可以使自己成長發展的更均衡、更完
全！
要知道我們在基督內，的確是不同的肢體，各有所長，互補其短。九型合在一起，九種生命
本質象徵著天主的完美肖像，這肖像在我們個人之內，也在我們所形成的團體之內。試想：
若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了解自己的天賦禮物，在這一條成全之路上，充滿好奇、努力不懈、彼
此支持合作，我們的在天之父將會因我們而多麼喜樂與驕傲！
期待與各位一同學習，也願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若是您還沒有報名此次研習營，請儘快與孫
美祥姐妹 (949) 485-4845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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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週年(1983-2013)慶祝活動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日期(Date): 2013 年 9 月 15 日 (15 Sep. 2013)
彌撒(Mass):
2:00PM,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2050 W. Ball Rd. Anaheim, CA 92804
慶祝活動: 皇朝大酒樓, 3:30PM 至 8:00PM
Celebrations: Seafood Kingdom Restaurant, 3:30PM
9802 Katella Avenue, Anaheim, CA 92804
費用: 未定
(如果在 8 月底之前登記可享受$5 折扣)
請向各區區長登記購買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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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八月份開始，每月第二、三主日中文彌撒地點改在
St. Justin Martyr Church，請大家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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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偉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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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收支報告
(714) 758-3589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562) 522-5055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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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收入

$
$

557.00
1,325.00

$

1,882.00

$
$
$
$
$

89.41
61.21
400.00
36.00
586.62

支出
郵費及印刷費
電話費
神職人員禮物
慶生費(6月)

總支出

$1,295.38

本月結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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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 831-0576
(949) 726-0940
(949) 831-0576
(714) 267-0033
(949) 637-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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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