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陽博士心理諮商中心                  主持人 Psychologist 

家佳美滿協會 (Family Enrichment)      創會人 Founder 

加州州立大學(CSUF) Fullerton校區     臨床心理學家(psy19878) 

加州橙縣心理健康中心 (OCHCA)         婚姻家庭治療師 MFT-1 

北美華語夫婦懇談會     發起創始人 

歐 陽 楊 梅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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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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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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cc-ca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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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DENTAL CENTER 

General dentistry for adults & kids,  
Orthodontics, Implants. 20% off for parish. 

 
Irvine   China Town  West Covina 
9070 Irvine Center Dr. #130  733 NEW HIGH ST. #A      1013 S. GLENDORA AVE 
Irvine, Ca 92618    LOS ANGELES, CA 90012    WEST COVINA, CA 91790 
(949)387-6418                (213)680-2808       (626)960-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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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的自述 
 
大家好，我叫雅各伯，又名以色列。今日的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就是我的故乡。圣

经中提到我的地方，可谓不胜枚举，今天借此机会向大家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大约在公元前１７７５年左右，因着天主的恩许，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母亲黎贝

加生我时，父亲依撒格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母亲一胎生了两个

儿子，所以我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名叫厄撒乌。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性格却迥

然不同，他长得强悍有力，我却为人恬静；他喜欢外出打猎，而我却深居幕内。诸多

的不同造成父母的偏爱，发生了一系列的奇闻轶事。 

 
有一天，哥哥外出打猎回来，已经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了。恰逢此时，我刚煮熟

了一碗香喷喷的红豆羹。按道理讲，我该趁机行个爱德，然而我却没有那么做。我要

他起誓，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一向鲁莽过头的他匆匆答应了这场不公平的交易，

我们兄弟二人的矛盾就此产生了。当父亲年迈体衰时，要求厄撒乌外出打猎，做成美 

味，吃了以后好把祖先们受自天主的祝福，传递下去。无奈，这番话被母亲黎贝加听

到了，并且偷偷的告诉了我，于是便上演了圣经上“巧夺祝福”那一幕精彩的片段。 

 
当哥哥得知我已经先他而行，用计谋夺取了父亲的祝福之后，他便对我起了杀心。

母亲黎贝加不忍见到我们亲兄弟之间互相残杀，遂叫我远走他乡，到美索不达米亚的

哈兰——她的娘家，也是我的舅舅家里去避难。临行前，父亲再次祝福了我，吩咐我

在那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是一定要保持“闪族”血统的纯正。 

 
我带着这重大的使命起身北上，从贝尔舍巴前行，日落天黑后来到了贝特耳地，遂

在那里歇脚。晚上，天主在梦中显现给我。他站在天梯的顶端向我说：“我是你父亲

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你不要怕下到哈兰地，我要与你同行，在你

所走的路上保护你，领你再回到此地”。我醒来后惊恐万分，怎么也不敢相信天主竟

是这样的亲近我。我当场便许下，从今以后凡我所得财物的十分之一 都要献给天主。

哈兰之行的确使我成长了不少，我在那里总

共停留了２１年。第一个七年为了娶辣黑耳

为妻，但是她的父亲，也是我的舅舅兼岳

父——拉班骗了我，在结婚时把她的大女

儿——肋阿给了我为妻。于是，为了得到辣

黑耳我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最后七年是为了

我自己的家室，因为我已生有十二个儿子

（本雅明除外），不得不为将来考虑。诚如

天主所应许的，在我遭到拉班儿子们的妒嫉

时，天主眷顾了我，领我平安回到迦南——

流奶流蜜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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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名字，它有一个很奇特的来历。当我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回来

时，途经雅波克河口，当时一位天使与我进行格斗，天亮时他要走，我却拉住了他说：

“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于是他说：“你的名字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伯，而要叫

作以色列，意思是与神与人斗争都获得了胜利”。改名字在我们那个时代很重要，常

常代表一种隆重的宣告和完备的祝福。我的名字成了今日的以色列国家的名字，这是

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一生的寿数是１４７岁，天主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每一段经历，

无不反映着他对我的深切大爱。当人们呼喊天主为“亚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

雅各伯的天主”时我很欣慰。我在地上光荣了他的名，如今正在天国里享受完满的福

乐。愿天下有 心之人，都能与主同行，做个拥有真实信德的圣人。 

 

(本文转载自河北神哲学院刊物第 32 期) 
 

 

 

 

三十年專刊隆重出版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三十周年專刋己經出版

了。此專刋色彩精美，內容豐富，由會內教友

專業編輯付出了許多心血、才力與精神，以數

月不眠不休時間編出。希望教友們能人手一冊

外，儘量支持送給親友及教外朋友們，使他們

瞭解我們聯誼會的歷史、動向及訊息以廣傳福

音。每冊捐款低於成本價僅五元，歡迎教友多

多贊助。每週彌撒後可向下列教友詢購或電： 

朱嶠、葉青：949-651-8912 

徐治平、林靜惠：949-832-8311 

徐少平：562-430-0278 

 
 

 

聖詠團秋季練唱 

 
時間：十月五日上午 10:00 ~ 12:30; 之後請大家留下來聚餐。 

地點：Tiffany 家 (cell: 626-315-5580)；38 Lupari, Irvine, CA 

92618 (在新社區 "Laguna Altura")。Please take I-5 south and 

then connect to 133 south.  Make a left on the first traffic light of 

133.  You will see Laguna Altura community. 

 

歡迎喜好唱歌的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引吭高歌，讚頌

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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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語夫婦懇談會主辦 
2013年南加州第 32屆 

夫婦週末營 
 

我們將提供一個幽雅的環境，讓你們在輕鬆的氣氛下重溫舊情，

促膝談心，享受愉快和溫馨的週末。希望帶給你們更幸福的家庭

生活，更親密的夫妻關係，和更成功的子女教育。 
 

 
 

時間:  11/02 (星期六 8am ~ 9pm), 11/09 (星期六 8am ~ 5pm) 

地點:  St. Thomas More classroom, 51 Marketplace, Irvine, CA 92620 

費用:  每對夫婦 $50 (含兩人兩天共三餐), 夫婦必須一起參加。 

報名:  詳情請洽以下聯絡人。名額有限, 請儘早報名。 

  孫義弘/蕭莉芳 (949)208-6120; 廖勇誠/孫美祥 (949)485-4845 

  蔡展鋒/蔡凱雯 (626)445-8238; 劉卓台/周  珣 (562)947-2260 

  張相之/沙玉芝 (909)532-5904; 吳勇為/王家葆 (310)541-8337 

指導:  滿而溢神父 

------------------------------------------------------------------------------------------------------- 

2013年南加州第32屆夫婦週末營報名表 
夫婦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婚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信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表及支票可寄 Chinese American Marriage Encounter Association (CAMEA.org) 

P.O. Box 1831, Walnut, CA, 91788  



6 
 

指導司鐸 : 

(714) 758-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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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偉鈞 (949) 831-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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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收支報告  

八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1,475.00$       

彌撒奉獻 - 支票 859.00$          

主教府奉獻 4,500.00$       

總收入 6,834.00$       

支出

郵費及印刷費 153.81$          

慶祝活動費(彭神父) 152.87$          

神長禮物(金) 400.00$          

福傳支出 13.02$            

719.70$          

$6,114.30

總支出 

本月結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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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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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bgphan321@yahoo.com
http://www.mymannapages.com/new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