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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S Acupuncture + Alternative
Medicine
許群欣 中醫針灸師
Francis Hsu, L.AC, Dipl.A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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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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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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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CE DENTAL CENTER
General dentistry for adults & kids,
Orthodontics, Implants. 20% off for parish.
Irvine
9070 Irvine Center Dr. #130
Irvine, Ca 92618
(949)387-6418

China Town
733 NEW HIGH ST. #A
LOS ANGELES, CA 90012
(213)680-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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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Covina
1013 S. GLENDORA AVE
WEST COVINA, CA 91790
(626)960-6993

黎明天使錄:

天蘭蘭

很長時間，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黎明之家的孩子們可以在黎明的天宇下活得那麼自
然？為什麼他們那麼坦然地接受生命的殘缺和與眾不同？無論是誰，不管他有多少負累多少
牽絆，只要他來到黎明之家，看了這裡燦爛的曙光和生活於其中的孩子，沒有不為之動容，
為之震憾的，甚至有些大男人到了這裡都禁不住熱淚盈眶，然而他們也說不清這到底是為什
麼。有個人說得很好，他說他在這裡發現了生命的根本，他從孩子身上學會了生活，他們是
他遇到過的最好的老師。
是的——以孩子們為師！這些默默而無聲的孩子，他們教會我們的遠遠多於我們給予他們的。
也許，他們從未曾想到過，這些深愛他們的人正是從他們那裡汲取了豐富的力量和克勝艱難
的勇氣。他們教我們磨碎自己所有的尊嚴，以行動告訴我們：要服務，就得先放下自己，要
想成為最大的，就要先變成最小的和最愛服侍人的，他們教我們在艱難中彼此鼓勵，互相攙
扶——像他們一樣彼此愛護，善待對方。他們為師卻不用課堂，他們為師卻不用講太多的話，
他們最大的成功就是不讓你覺得他們在教育你。他們讓我們看到生命的另一種姿態，另一種
色彩：與生命和好，與生活講和！
一一 摘自任會雲修女撰寫的《師者》一文

<><><><><><><><><><><><><><><><><><><><><><><><><><><><><><><><><><><><><>

用生命祈祷的蘭蘭天使
每次有朝聖參觀的團隊來到黎明之家，盲女蘭蘭都會一邊流暢地用雙手演奏出悠揚的琴
聲，一邊用她真摯的心和天籟般純潔的嗓音演唱《感恩的心》等歌曲，縱使鐵石心腸的人，
都會被這一幕深深感動直至淚流滿面。
美國盲聾啞女作家海倫。凱勒曾經寫過一篇催人淚下的文章——《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它
強烈地表達了這個只能靠觸覺生活的女孩多麼渴望看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假如給我三天光
明，足夠了。”它震撼了無數靈魂，因此，世界上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海倫。凱勒。如果說
上主還有一點公道的話，那就是他給了蘭蘭——這個十六七歲的盲女孩一顆透明的心。
“藍藍的天上白雲飄……”
“姑姑的天上白雲飄……”她學著修女的腔調。
(註: 黎明之家的孩子全都稱呼修女們為姑姑)

有一天，她突然對修女說：“ 姑姑，對不起，我不應該那麼唱的…” 可是，修女如何能怪
一個不知道天是藍藍的盲女孩？
“
“ 蘭蘭，你知道嗎？這個世界好美麗，天好藍，雲好白……”
蘭蘭凝神聽著，在她的世界裡有幾種色彩呢？對藍和白，她究竟能領悟多少？
“這樣好了，蘭蘭，如果有一天我死了，那角膜給你。”
“不，謝謝妳，姑姑。我從來就沒有祈求過天主讓我看見，他願意我做個聽話的孩子，所以，
他也不願意我看見世界上的罪惡，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天堂，天主一定會讓我看見，看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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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善……”她痴痴地說著。
蘭蘭常常為自己和身邊有需要的人祈禱，上主也常常回
應她的祈禱。
鞏翠紅修女為我們講述了蘭蘭的祈禱見證：
有一段時間，蘭蘭的琴壞了，她的報點手錶也沒電了，
琴和錶在蘭蘭的生命裡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琴帶給她一
個豐富多彩的世界，錶讓她活在正常的作息中。她一時
很難接受這樣彆扭的處境，而姑姑又不能一時滿足她的
缺乏。在一次拜聖體時，她向耶穌訴說自己心中的苦悶。
突然聽到有一個聲音說：
“你愛我嗎？”
“主，我愛你！”
“你愛我就應捨棄一切。”蘭蘭一聽這話，難過地說：
“主，讓我捨棄一切，也包括我的琴和錶嗎？這是我的生命僅有的兩樣我最愛的東西，我不願
意，也捨不得。”
“孩子，我的意思是把你的心給我，把你的心放在我這裡，不要再想琴和錶的事了，對你來說，
天國重要，還是琴和錶重要呢？你要什麼呢？”
“要天國。”
“要天國，就不要只想著琴和錶，在生活中專心工作祈禱，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把我賜給你的
每一天過好，如同有琴和錶一樣。我知道人都是軟弱的，正如那富少年，由於富有，捨不得
把所有的賣掉，施捨給窮人，你不要學那個富少年。你看我從天降下，捨棄了天上的一切，
成了窮苦的小嬰孩，為了愛父，完成他交於我的救贖大業，為了能拯救人類，我死在十字架
上。所以，你不要怕，你要為了愛我，為了罪人回頭，把生活中這些欠缺當做一個克苦、犧
牲，和我的苦難寶血一起獻於天父。”
“主，謝謝你的教導！”蘭蘭感到她的生命突然變得明亮起來，曾經因為失去琴和錶的憂愁也
突然間消失了。她說：“我感到耶穌細心地開導了我，如同父親愛子女一樣，為了感謝天主，
我就唸了一串慈悲串經。”
蘭蘭在一次祈禱時，不知不覺中開始唱 “只要你喜歡，我就全心去做，一切我都不要，我就
要愛你。” 唱了一段後，蘭蘭問主：“是不是'一切我都不要'，就是指把一切都丟了，只為愛你
嗎？主，請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蘭蘭聽到有一個聲音對她說：“不是要你丟棄，而是要你把你心愛的都交給我，不要掛慮世上
的東西，只有天主是你的愛。”
“我明白了，主，謝謝你的教導，請讓我全心歸向你！”蘭蘭誠心地向天主表明她的心願。
蘭蘭深知自己的眼盲為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她很想知道天主到底要她做什麼？她在祈禱中
問天主：“主，我大了可以做什麼呢？姑姑們也為我發愁。”
“你要做一個聽話的孩子。”
“主，我已經長大了！”
“但是，在天父和姑姑前你永遠是孩子，是天主的寶貝。”
“是啊，主，你說的對。可是，主，我願意成長，報答姑姑為我付出的心血，不讓姑姑再為我
操心了。”
蘭蘭曾有機會在一個機構學習盲文，由於不能随时自由祈禱，於是她選擇放棄。她一直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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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再給她一個機會，她希望自己的學習環境，不但可以學習，而且可以自由地祈禱。但她
聽到耶穌說：
“你應該隨父的意願，如同我在山園祈禱時所懷有的心態。不要隨自己的意願，而唯願天主的
旨意成就。”
當蘭蘭聽到這樣的話後，她就一直在等待機會，等待隨從天父的旨意。
蘭蘭常常為有需要的人代禱。申彥麗修女講了一件蘭蘭為她祈禱的事。
吃過晚飯，申彥麗修女心中有種無法形容的滋味。不明白是勞累一天后的疲乏所致，還是自
己軟弱的心所致。抬腳想去樓頂吹吹入冬的涼風，讓自己的心志得到些許的明朗。突然想起
蘭蘭已經說了好幾次：姑姑，我想和你談談話。可是，自己到現在也沒空閒去找她，那麼，
就利用這個機會去找蘭蘭談談吧！
走進她的宿舍，正好蘭蘭在。她們坐下來，蘭蘭很有禮貌地說：謝謝，姑姑你有時間了！
接下來，她便開始分享她的祈禱。 “姑姑，這兩天我一直在為你祈禱，拜聖體時，求耶穌賜
給你身體健康，喜樂平安，姑姑每天忙來忙去。。。我聽到耶穌說、；我答應你，我會安慰
她的。不過我也請你在生活中幫助姑姑們，幫助大寶和麗麗。耶穌知道我很多時候發脾氣，
著急，不願意幫忙。耶穌說，你幫他們就是幫我，蘭蘭你求我的我都答應你，你也要答應
我。”
申修女聽著想著，蘭蘭此刻不就是耶穌派來安慰她這顆苦悶心的天使嗎？她的淚水不由流下
來。
<><><><><><><><><><><><><><><><><><><><><><><><><><><><><><><><><><><><>
由 2013 年 5 月開始， 所有給黎明之家及德籣會的捐款均可抵稅（IRS 501C3 tax
deductable status)！凡有恩人由美國直接捐款給 “黎明之家” 或 “德籣會” 者，只要在支票抬
頭寫: “ Mission Fund “, 在支票左下方備註欄註明： "For Liming Family " 或 " For
Congregation of St. Therese " ，然後將支票寄到下列地址：
Fr. Tom McQuaid
Mission Fund
100 N. Hermitage #914
Chicago, IL 60612 USA
Fr. Tom 收到支票後就會寄給捐款人正式抵稅收據。
感谢天主！
小芥子
weichoukoh@gmail.com
949-302-1448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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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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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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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758-3589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562) 522-5055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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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06.50
1,129.00

$

2,235.50

$
$
$
$

117.47
169.54
41.98
328.99

支出
郵費及印刷費
慶祝國慶聚會
慶生費(7月)

總支出
本月結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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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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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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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am –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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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