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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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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月 份 November 2013
時: 十一月三日下午 1:00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輔祭: Gail/Lucia Chang

地:

時: 十一月十日下午2:00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輔祭: 金永強 

地:

時: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 2:00 粵語彌撒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輔祭: 陳巫寧寧 Lucia

地:

時: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 1:00 (基督普世君王節) 輔祭: David Liau/Irene Sun

地: 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北區 時: 十一月份北區查經日期時間地點請洽徐少平姐妹 562-430-0278

地:

中區 時: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7:30pm   帶領人:  孫立雄 Leonard 

● 地: ˙

南區 時: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地:

時: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地:

時: 每周三晚上 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 劉瑛膺 

耶穌說：「去罷！ 地:  劉瑛膺家  TEL: (949) 559-0810；11月6, 13, 20日：約伯傳、箴言; 聖詠 15~17 

你的信德救了你。」 時: 十一月二日(星期六)上午11:30-1:00 廣東話祈禱及查經 帶領人: Paul Fan

(路17：19) 地: St. Thomas More Church -  Fireside Room (next to Library) Sunday Gospel Reading

南南區 時: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晚上8點 (主日經文) 

地: 鄭仲凱、朱靜雯夫婦家 TEL: (949) 360-9950   

南區 時:

地:

時: 第八講：十一月三日下午2:45至4:45 講師：陳濟東


地: St. Thomas More Church, St Nicolas Room. 主題: 死亡是一切的結束嗎？

時: 第九講：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2:45至4:45

講師：劉卓台執事

地: St. Thomas More Church, St Nicolas Room. 主題: 愛的誡命

十一月三日及二十四日下午 12:15 開始全團練唱 St. Thomas More Church

十一月十日及十七日下午 1:15 開始全團練唱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通訊編輯組: 蕭莉芳(Li-Fang) 949-208-6120, 熊莉娜(Cecilia),  張育琦(Jocelyn), 蔣  麟(David) 562-883-3922

聖 經 研 讀

  聖 事 和 活 動

每 月 彌 撒
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2050 W. Ball Road, Anaheim, CA  92804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2050 W. Ball Road, Anaheim, CA  92804

慕道班

聖 詠 團 時 、 地:

姜丹鳳家 TEL: (714) 901-1828  格林多後書第二章 (2 Corinthians: Chapter 2)   

聖 經 誦 禱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 ─ 唸玫瑰經〉

鄭陳雅寧 Nancy 家 TEL: (949) 559-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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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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 愛 

歐陽 楊梅玉 

 

 幾年前，在做聖衣納爵九個月的日常生活神操時，曾不斷領受到天主 profound love 的深

刻恩寵，尤其在耶穌受難過程的那幾週神操中，達到高峰。心裡另一方面思索著，如何將 

profound love 找到一個確切的中文翻譯。在聖神引導下，靈光乍現，對了，就是「疼愛」。

天父因著愛，為救贖人類，忍痛將獨身子送到世界上來受苦受難；聖母因著愛，心疼目睹和

陪伴耶穌一生的苦難及聖死，只將一切默存於心；耶穌因著愛，背負全人類的所有罪孽，忍

受譏諷、嘲弄、冤屈、背棄…，聽命至死，且死在慘絕人寰的十字架上…。這一切給了我

「疼愛」二字和以下的話語。 

 

「痛苦和愛：痛苦來自於愛，愛擁抱痛苦，它們是一體的兩面，不可分割，否則生命就沒有

意義」 

 

台語將「疼愛」說成「疼痛」。佛教和民間信仰可說是台灣宗教的主流，也影響到語言的表

訴，文化習俗和生活的態度。比起「疼愛」，「疼痛」就少了「愛」的表達，因為「愛你在

心口難開」。 

 

帶著「疼愛」，在此次「前世孽緣」的拍攝過程中，更讓我再次經驗了。 

「前世孽緣」是拙著《伴你同行》的 25個臨床諮商個案中，第三個被拍成的微電影。前面兩

部（「牽手一世情」和「花逝」），都是前蒙市市長夫人，也是好萊塢資深優秀演員 Cici 

Lau 主導拍攝而成，並得過金天使獎，除了提供素材外，個人並無太多的參與。這部「前世

孽緣」，在陰錯陽差下，發展成了由將近百位義工朋友，捐款恩人，其中除了海峽兩岸的華

裔，還包括了美國、德國、日本、波斯和西班牙各族裔的好萊塢專業製作團隊的共襄盛舉，

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戮力合作才能拍攝完成。 

 

所謂「人多好辦事」，過程中感恩的話說不完，歡笑、眼淚、鼓勵、異議…一路相伴。人際

關係的複雜，溝通交流時不能避免的碰撞，讓我好心疼有些參與的朋友所受的痛苦、委屈和

壓力。「義工」和「合作」都是修練生命學分的艱難功課，當你通過了這些考驗，「靈魂更

純淨了」，這也是為什麼從年輕到現在，我常常把自己的「事業」放在一邊，一直在與不同

的義工團體合作，樂此不疲的原因。 

 

人是有情的動物，一定是有情緒，否則便成植物人。情緒需要疏導。圍堵、壓抑、忽視，

不會消逝，只會累積氾濫。義工團體的可愛，就在於可以「有話直說」；義工團體的困難，

亦在於沒有修飾／掩飾的直說，容易傷人。世上沒有完美的事，世上沒有不犯錯的人，我自

己是經常在犯錯，經常需向人道歉，經常在請求寬恕。 

 

義工團體因為彼此的志同道合，而較能互相包容、接納，才能繼續共事。面對困難不平，

「抽離」是最容易、最簡便的處理方式，但留下的卻是一個失敗的生命經驗，沒有成長。如

果一再重踏覆轍，形成一種行為模式，最終對自己會容易有較負面的評價。 

 

參與「義工」的朋友，本身都有一個基本的愛心，這也是人性的光輝處。「事不止於理，而

是止於愛」，這是我個人的信念。因著愛，無堅不克。因著「疼愛」這部微電影的拍攝，我

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帶著期盼和祝福，在 Irvine市政廳舉辦完盛況空前的首映典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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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往台灣和上海，在當地四個不同機構的協助合作下，將「社區心理保健教育」的理念

推廣，播下種子，並得到眾多積極肯定的回饋。 

 

在上海，因緣際會，在沒有安排下（或應說是在天主的巧妙安排下），有人帶我去會見被軟

禁的馬達欣主教，短暫的交談，聽到了他對中國和教會的「疼愛」，他利用網站與人聯繫，

並希望我能幫他廣傳，他的部落格有些好文章，上他的部落格，寫些回應，鼓勵的話，地址

在：http://blog.sina.com.cn/thaddaeusma ，廣大網友的力量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大陸

政府不容忽視的，請您幫忙宣傳支持，為他祈禱，獻彌撒，讓他能重返教區，繼續為他所疼

愛的中國教會服務。 

 

回來後，透過電子郵件，我將「疼愛」的鏡框送給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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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ina.com.cn/thaddaeu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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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VP  欲參加者請於 11/15/2013 之前回覆李偉鈞 Bruce Li  ********** 

 

 
 

                           

  OCCCA聖詠團另招募新血鼓手，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加入以音樂讚美主的行列!! 

請洽李偉鈞或孫義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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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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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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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收支報告  

九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928.00$          

彌撒奉獻 - 支票 1,359.50$       

30週年慶晚餐 1,055.00$       

30週年紀念特刊 480.00$          

總收入 3,822.50$       

支出

郵費及印刷費 155.91$          

九月慶生蛋糕 41.98$            

慕道班舊約聖經 120.00$          

30週年特刊印刷費 2,935.44$       

30週年慶晚餐 1,570.00$       

神職人員禮物 450.00$          

SJM2013半年10%奉獻 650.00$          

STM2013半年10%奉獻 650.00$          

6,573.33$       

($2,7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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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