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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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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歐陽歐陽歐陽楊梅玉楊梅玉楊梅玉楊梅玉臨床心理學博士臨床心理學博士臨床心理學博士臨床心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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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接受政府接受政府接受政府 Medicare,團體及個人團體及個人團體及個人團體及個人醫療保險醫療保險醫療保險醫療保險    

預約電話預約電話預約電話預約電話：：：：949-857-0299,  

Email: fe20@hotmail.com 

 

    Chris Waring 数学数学数学数学輔導服務輔導服務輔導服務輔導服務 

Chris ’s Math Tutorial Service 

√All Levels/ All Ages/Sat /ACT  

            Prep/Math 

√30 Years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Experience  

√By Hour or Package Available  

√Location：：：： Client’s Requirement 

√電電電電    子子子子    郵郵郵郵    件件件件：：：： 

Chriswaring48@yahoo.com 

     

預約電話預約電話預約電話預約電話: 714-397-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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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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喜喜喜訊訊訊訊 
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順利產生了順利產生了順利產生了順利產生了。。。。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

召召召召，，，，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可喜可賀可喜可賀可喜可賀可喜可賀，，，，願光榮歸於主願光榮歸於主願光榮歸於主願光榮歸於主

。。。。新年度的理事們將於元月十二曰於新年度的理事們將於元月十二曰於新年度的理事們將於元月十二曰於新年度的理事們將於元月十二曰於St. Justin Martyr Catholic Church 下下下下

午兩點的彌撒中午兩點的彌撒中午兩點的彌撒中午兩點的彌撒中, 在天主台前宣誓就職在天主台前宣誓就職在天主台前宣誓就職在天主台前宣誓就職。。。。懇請大家能懇請大家能懇請大家能懇請大家能積積積積極極極極參加此典禮參加此典禮參加此典禮參加此典禮，，，，以表對以表對以表對以表對

新任理事們新任理事們新任理事們新任理事們的鼓勵的鼓勵的鼓勵的鼓勵，，，，祝福和支持祝福和支持祝福和支持祝福和支持。。。。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祂的國來臨願祂的國來臨願祂的國來臨願祂的國來臨

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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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 聖事和活動 January 2014 

每月彌撒 

時 : 
一月五日下午 1:00 (主顯節 ) 輔祭: Gail/Lucia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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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 
一月十二日下午 2:00 (主受洗節) 輔祭: 金永強 / Joyce 雷/Megan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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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 
一月十九日下午 2:00 粵語彌撒 (常年期第二主日) 輔祭: Lucia 陳巫寧寧/Joyce 雷/Megan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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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 1:00 (常年期第三主日 ) 輔祭: Daniel 趙/Irene 孫/Carol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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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讀 

● 

聖經誦禱 

北區              

時 : 
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 2:00                負責人：潘曼麗,  帶領人：金偉琛 

 地 : 
地點請洽潘曼麗（714) 520-5951   

中區              

時 :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 7:30                                         帶領人：孫立雄 

 地 : 
地點請洽陈文英姐妹 714-964-2254 

南區              

時 : 
一月十日 (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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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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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愛世人，

甚至賜下衪的獨生

子好讓所有信衪的

人不至於滅亡反得

永恆的生命。（若

望福音 3:16） 

時 : 
每周三晚上 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 劉瑛膺 

地 : 
劉瑛膺家  TEL: (949) 559-0810；1 月 3, 8, 15, and 22 日：箴言、訓道篇、雅歌; 聖詠 18~20 

南南區          

時 :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晚上 8 點 (主日經文)   

 地 : 
Bruce & Cindy Li 夫婦家 TEL: (949) 813-9508   

 
南區              

時 :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唸玫瑰經〉 

 

 地 : 
鄭陳雅寧 Nancy 家 TEL: (949) 559-8223 

慕道班 

 時 : 

 

第十講：一月五日下午 2:30 至 4:30 
講師：孫立雄 

 地 : 
St. Thomas More Church, Room#3.                                   主題:  從宽恕中得到平安 

 時 : 
第十一講：一月二十六日下午 2:30 至 4:30 講師：廖勇誠孙美祥 

 地 : 
St. Thomas More Church, Room#3.                                    主題: 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聖詠團 時、地: 
一月五日及二十六日下午 12:15 開始全團練唱 St. Thomas More Church 

一月十二日及十九日下午 1:50  開始全團練唱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通訊編輯組: 周樹海（Thomas）714-822-7658, 熊莉娜(Cecilia),  張育琦(Jocelyn), 程红（Flora) 832-531-5196 

網路通訊編輯組: 江士奇（Shih-Chi Chiang）949-891-1688 

 

 

 
HSU’S Acupuncture + Alternative Medicine 

• 許群欣許群欣許群欣許群欣中醫針灸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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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mail:hsu_888@yahoo.com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理理理理財財財財    
 

請電請電請電請電    
黃豐範黃豐範黃豐範黃豐範    Johnny HuangJohnny HuangJohnny HuangJohnny Huang    

Tel: (909) 594Tel: (909) 594Tel: (909) 594Tel: (909) 594----3888388838883888    

Cell: (949) 307Cell: (949) 307Cell: (949) 307Cell: (949) 307----2168216821682168    

EEEE----mail:mail:mail:mail:JH3072168@yahoo.comJH3072168@yahoo.comJH3072168@yahoo.comJH307216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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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忙碌的日子過的真快，轉眼間新一屆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又到了換屆的時候了。首先，我們要感謝上一

屆理事會在過去二年裡為聯誼會所做出的貢獻。他們所付出的辛勞和在各樣服務華人社區的事工上盡心盡

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們無私的愛心，值得我們效法。饒成，范邦達，范馬梅，蕭莉芳，余惠美，僅是其

中的幾位模範。非常感謝他們。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ime flies while we are busy working, It is time to elect the new OCCCA board 

members.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OCCCA,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revious board 

members for their dedications to variety of tasks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All the hard works they put in 

with their unselfish love from their heart was recognized by all members. Their dedications and love are 

prodigious traditions to inherit for all the new board members to follow going forward. David Rau, Paul 

Fan, Mei Ma Fan, Xiao Li Fang, Mei Lao, are just examples of many.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新一屆理事會包括九位理事，他們分別是：新任新任新任新任會長會長會長會長：：：：徐少平(Gloria Tung)；新任副會長新任副會長新任副會長新任副會長：：：：鄭仲凱（Tony 

Cheng）；禮儀禮儀禮儀禮儀：：：：趙承元 (George Chao)；新任新任新任新任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王越（Missy Wang）；成人慕道班成人慕道班成人慕道班成人慕道班：：：：周珣（ Pearl 

Chow）；聖心聖心聖心聖心中文中文中文中文学校校長学校校長学校校長学校校長：：：：孫立雄（Leonard Sun）；新任活動新任活動新任活動新任活動：：：：羅啟君 (Tiffany Luo)；新任通訊主編新任通訊主編新任通訊主編新任通訊主編：：：：

周樹海（Thomas Zhou）；財財財財務務務務：：：：孫昌平 (Paul Sun)。 

 

 

 

承先啟後承先啟後承先啟後承先啟後，，，，繼往繼往繼往繼往開開開開來來來來 
Inheriting the Past Traditions and Breaking Into the Future 

2020202011114444 年年年年橙縣橙縣橙縣橙縣華人華人華人華人天主教聯誼會理事成天主教聯誼會理事成天主教聯誼會理事成天主教聯誼會理事成員員員員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Introduction of New OCCCA Board Members）））） 

 

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新的理事會在天主的祝福中，，，，順利產生了順利產生了順利產生了順利產生了。。。。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召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召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召感謝李偉鈞弟兄的熱心推動和號召

，，，，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有好幾位年輕的新人毅然投入這服務的行列，，，，可喜可賀可喜可賀可喜可賀可喜可賀。。。。新年度的理事們將新年度的理事們將新年度的理事們將新年度的理事們將

於元月十二曰於於元月十二曰於於元月十二曰於於元月十二曰於St. Justin Martyr Catholic Church 下午兩點的彌撒中下午兩點的彌撒中下午兩點的彌撒中下午兩點的彌撒中, 在天在天在天在天

主台前宣誓就職主台前宣誓就職主台前宣誓就職主台前宣誓就職。。。。懇請大家懇請大家懇請大家懇請大家能能能能積積積積極極極極參參參參加此典禮加此典禮加此典禮加此典禮，，，，以表對新任理事們以表對新任理事們以表對新任理事們以表對新任理事們的鼓勵的鼓勵的鼓勵的鼓勵，，，，祝祝祝祝

福和支持福和支持福和支持福和支持。。。。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我們主的名永遠受讚揚，，，，願祂的國來臨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願祂的國來臨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願祂的國來臨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願祂的國來臨在我們之間如同在天上。。。。

以以以以下下下下是是是是新新新新任任任任理事理事理事理事們的簡介與期許們的簡介與期許們的簡介與期許們的簡介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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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新任任任任會長會長會長會長：：：：徐少徐少徐少徐少平平平平（（（（ Gloria  Tung））））大一時領受聖洗於聖誕前夕大一時領受聖洗於聖誕前夕大一時領受聖洗於聖誕前夕大一時領受聖洗於聖誕前夕，，，，台中靜宜校園台中靜宜校園台中靜宜校園台中靜宜校園 

 

 

 

 

 感謝有幾位資深理事繼續留任在理事會中，及多位新加入的理事

有心奉獻的熱忱。蒙數位兄弟姐妹誠摰的推舉，我深感義不容

辭，因此再次出任會長一職。為了團體的成長及永續發展，本著

福音及教會的教導, 將竭力以赴。祈天主保佑，降福我橙縣華人天

主教會，敬祈大家真誠合作，發揮團體精神，彼此鼓勵扶持，活

出基督徒內心的平安和喜樂。 

 

 

 

新新新新任任任任副副副副會長會長會長會長：：：：鄭仲凱鄭仲凱鄭仲凱鄭仲凱（（（（Tony Cheng））））是是是是四歲在香港四歲在香港四歲在香港四歲在香港领领领领洗的洗的洗的洗的 

 我會協助會長為橙縣天主教友們服務; 我將會參與理事會議，規劃

下一年度的活動，並為團體的共同目標而努力，我一定會盡力去

做好我份內的工作，同時也需要大家継續的支持. 只要我們齊心努

力，克服障礙，就能建立一個與天主更親密的團體. 我同時會和理

事會商議一個如何增加粵語彌撒出席率的計畫. 我期望能在未來二

年，在會長的帶領下，與大家携手共同活出天主對我們的期望。 

 I want to work with the board members to clearly define the goals 

of OCCCA and to plan our yearly events.  I also want to reach out 

to other organizations, learn their success stories and share what I 

learn with the board. I pledge to make an effort to get to know all 

of you as we need your continued support for these upcoming 

years.  I know that by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make OCCCA 

shine, and build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 will also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board members to devise a plan to 

increase the Cantonese Mass attendance and spearhead any action 

items based on board decisions. 

禮禮禮禮儀儀儀儀：：：：趙趙趙趙承元承元承元承元（（（（ George Chao））））我是一出生就在台灣領洗的教友我是一出生就在台灣領洗的教友我是一出生就在台灣領洗的教友我是一出生就在台灣領洗的教友 

 

 

 禮儀的準備及彌撒後整理 

文字投影安排輔祭 

 Prepare for the Eucharist, set up/clean up the chalice  
Ensure pastoral continuity for all liturgy 

Prepare and Project Chinese Mass scripture 

Training and formation of altar servers 

  Play team spirit,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each other, to live 

out the Christian inner peace and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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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新任新任新任靈靈靈靈修修修修：：：：王王王王越越越越（（（（Missy Wang））））；；；； Missy 是在是在是在是在  2012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1 日在芝日在芝日在芝日在芝加哥加哥加哥加哥的的的的森林湖森林湖森林湖森林湖市市市市圣帕特里圣帕特里圣帕特里圣帕特里

克天主教教會克天主教教會克天主教教會克天主教教會领领领领洗洗洗洗 

 

 Hello, my fellow OCCCA family!  It’s my great hono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serving you as the Spiritual Activities Coordinator.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a group of experienced, loving, 

patient, and supportive God fearing members to bring exciting 

programs to the OCCCA organization that will meet the 

organization’s continuous need for deepening the faith of our 

members through spreading the word of God.  Peace to all of you. 

 

 

 

 

成人慕道班成人慕道班成人慕道班成人慕道班：：：：周周周周珣珣珣珣（（（（Pearl Chow））））於於於於 1996 年於年於年於年於安安安安納納納納罕罕罕罕領受聖洗領受聖洗領受聖洗領受聖洗    

 

 

 感謝天主的眷顧及大家的幫忙，我得以在橙縣聯誼會慕道班

結業後，1996 年於安納罕領受聖洗，聖體和堅振入門聖事，

開始領會到主內生命的豐盛恩慈。現在擔任成人慕道班理

事，願與眾多熱心教友一起陪同更多朋友接受天主信仰內無

比的大愛與平安 

 Thanks to the Lord‘s mercy and the help from many friends, I 

was able to receive the Initiation Sacraments after completing the 

Rite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for Adults (RCIA) program in our 

beloved OCCCA community in 1996. I look forward to serving as 

a board member and working with all the loving friends in 

spreading the Lord's good news to more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聖聖聖聖心心心心中文中文中文中文学校学校学校学校校校校校長長長長：：：：孫立雄孫立雄孫立雄孫立雄（（（（Leonard Sun）））） 

 

 

 因相愛，別人認出我們是基督徒，這些年來忝為聖心中文学

校校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深感身教重於言教之深義，

在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更要積極的以言以行，為基督的福

傳事業努力不懈。在中文的傳授與家長学生的互動中展現基

督的大愛。那就是”完全的付出完全的付出完全的付出完全的付出，，，，而不求任何的回報而不求任何的回報而不求任何的回報而不求任何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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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新任新任新任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羅啟羅啟羅啟羅啟君君君君((((TiffanyTiffanyTiffanyTiffany    LLLLuuuuoooo))))    

 

 我成長於一個平凡的天主教家庭，連我的幼稚園都是從家附近的天主

教育新幼稚園開始的。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跟著其他同齡的道理班小

朋友一起在教堂領了洗，成為了“正式”的天主教徒。在童年的記憶

裡，從來没有去思索信仰於生命的真实意義，經由祈祷，在困难時呼

求天父都是理所相然的！它已经自然地成为我靈魂的一部分。直到長

大後才發現自己是如此幸運，天父用最平凡的方式，給了我最偉大的

信德。感谢主！現在希望用我平凡的能力，為教会做些奉献，除了為

彌撒司琴，也希望未来在 OCCCA 擔仼活动理事的期间，貢獻出我微

薄的心力。 

 I was raised in an ordinary catholic family; even my earliest 

education started with a catholic kindergarten in XinTien city, Taipei 

Taiwan. In my 4th grade, I was baptized together with other young 

children in my church. It did not bother to think too much about the 

meaning of my relig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being a child, because, 

somehow, it was a matter of course to pray and talk to God, which 

has been a nature part of my soul. Now I realize it is such a full-of-

grace gift; God leads me in an extraordinary way to the greatest faith. 

Alleluia! 

新任通新任通新任通新任通訊訊訊訊主主主主編編編編::::周樹海周樹海周樹海周樹海（（（（ThomasThomasThomasThomas    ZhouZhouZhouZhou））））是是是是 2012201220122012 年於安年於安年於安年於安納納納納罕罕罕罕 St. Justin MSt. Justin MSt. Justin MSt. Justin Martyr churchartyr churchartyr churchartyr church 領受聖洗領受聖洗領受聖洗領受聖洗    

 

 我要盡我的所能和其他的通訊編緝人員為橙縣天主教聫誼

會提供及時，豐富的通訊。使大家能暸解我們聫誼會的最

新彌撒，查經班,道理班和中文學校等活動. 用此種方式為

窗口來展現我們橙縣天主教聯誼會傳播天主大愛的使命。 

  I will work with other editors to provide informative, faster 

monthly OCCCA newsletter including mass schedules, Chinese 

school, Bible study, RCIA class and other activities. Using 

newsletter as a window to show our OCCCA’s   true 

perseverance of spreading God’s love.  

 

 

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任重道遠任重道遠任重道遠任重道遠，，，，理事會成員們理事會成員們理事會成員們理事會成員們將團結一致將團結一致將團結一致將團結一致, , , , 腳踏實腳踏實腳踏實腳踏實地地地地，，，，滿懷熱誠滿懷熱誠滿懷熱誠滿懷熱誠，，，，帶着理解帶着理解帶着理解帶着理解, , , , 包容和愛心包容和愛心包容和愛心包容和愛心，，，，繼續為繼續為繼續為繼續為

我們的兄弟姊妺們服務我們的兄弟姊妺們服務我們的兄弟姊妺們服務我們的兄弟姊妺們服務。。。。讓我們用加法的方式去愛人讓我們用加法的方式去愛人讓我們用加法的方式去愛人讓我們用加法的方式去愛人，，，，用減法的方式去怨恨用減法的方式去怨恨用減法的方式去怨恨用減法的方式去怨恨，，，，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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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新年新年新年新年祭祖彌撒祭祖彌撒祭祖彌撒祭祖彌撒    
 

邀請您來參加我們由主教邀請您來參加我們由主教邀請您來參加我們由主教邀請您來參加我們由主教 Bishop Vann 主持新春彌撒聖祭暨祭祖大典主持新春彌撒聖祭暨祭祖大典主持新春彌撒聖祭暨祭祖大典主持新春彌撒聖祭暨祭祖大典 

 

 

2014 農曆新年主教彌撒及餐會農曆新年主教彌撒及餐會農曆新年主教彌撒及餐會農曆新年主教彌撒及餐會－－－－馬年馬年馬年馬年大吉大吉大吉大吉 
 

 

日期 : 2/9/2014 星期日 

  

時間: 4:00 ~ 6:00pm 彌撒 

              6:30 ~ 9:00pm 餐會 

 
 

彌撒地點:  橙縣教區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92840 

 

 

餐會地點:  富麗華海鮮大酒樓富麗華海鮮大酒樓富麗華海鮮大酒樓富麗華海鮮大酒樓 
 

Furiwa Chinese SeafoodRestaurant 

13826 Brookhurst St 

Garden Grove, CA 92843 

Tel: (714) 534-3996 

 

      餐費: 每人三十元 

(1/26/14 以前優惠價二十五元) 

十二歲以下十五元，三歲以下免費 

 

 

 
 

請向各區區長購票請向各區區長購票請向各區區長購票請向各區區長購票: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丁慶如丁慶如丁慶如丁慶如  (909) 374-4996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陳文英陳文英陳文英陳文英  (714) 964-2254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朱嶠朱嶠朱嶠朱嶠  (949) 651-8912 南南區南南區南南區南南區：：：：朱楚雲朱楚雲朱楚雲朱楚雲  (949) 831-0576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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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天使有情天使有情天使有情天使 
 

 

 

 

 

 

 

剛柔並濟的天剛剛剛柔並濟的天剛剛剛柔並濟的天剛剛剛柔並濟的天剛剛 
 

 

摘自任會雲修女撰寫的摘自任會雲修女撰寫的摘自任會雲修女撰寫的摘自任會雲修女撰寫的黎明黎明黎明黎明 25 年年年年《《《《師者師者師者師者》》》》一文小芥子一文小芥子一文小芥子一文小芥子改改改改編編編編 

 

 

天剛剛是黎明之家一位重度的腦癱患兒，需終生坐輪椅。他講話非常吃力且口齒不清，有時得

費好大一陣子去猜測他的意思。生活及一切行動都需要修女們幫忙與照顧。但天主卻給了他聰明的

大腦，豐富的思想，以及對天主的順服和面對生活的堅強。在手工課上，剛剛學習串珠子。他很努

力的讓自己放鬆，將頭低下來，看著珠子，再拿起線穿過去。結果，十分鐘過去了，他的努力白費

了，滿頭的大汗，連一個也沒有穿上。米修女看著他，心裡替他著急，不由得問：“剛剛，累嗎？

咱們休息一會兒吧。”他停下來，坐著對這姑姑微笑。 

 

“你生氣嗎？”剛剛抖動一下身體，放鬆自己。“不…生氣, 我生下來…就是…這樣。”“那你

做不成也不生氣，你都在想什麼？”他說：“我…求…天主幫我，雖然…我…做不成，也不急，因

為…天主…願意我…這樣。” 

 

 米修女聽後好感動，好佩服。人啊，為什麼急於求成？為什麼不接納自我？為什麼不喜歡天主

創造的我……。若我們有這個孩子的心態，敢於承認天主的創造，接受天主的意願，那我們會生活

得更快樂、瀟灑，我們會等待，再站起來繼續前進！ 

 

 當他再次努力、努力，終於成功了，他穿上了兩個，興奮地對米修女說：“我穿上兩個了。”

他笑得那樣燦爛。米修女對他微笑，摸摸他的頭祝賀他，鼓勵他。到下課時他已穿上五個了。看到

他的努力與所得的成果，是遠遠不成比例的。可是對孩子來說付出、努力、汗水不算什麼，他看到

的是成果——我穿了五顆珠子。此時，成功的喜悅使他不在乎自己急促的喘息及留在臉上的汗水

了。在剛強之外，剛剛也有詼諧柔情的一面。數學課上，芝芝不會做題目，但剛剛則馬上就答出來

了。芝芝奇怪的問：“怎麼我不會的題，他會做呢？”修女說：“因為他聰明唄，要么你跟他換換

頭吧，那你也就聰明了。”芝芝馬上說：“我不跟他換，我怕換了他的頭，我也成了仰頭了。”修

女聽後大笑，說：“人家還不喜歡你的眼睛上翻呢！不信妳問剛剛。”說著轉身過來問道：“剛

剛，你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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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換頭吧，換了你就會可以走路了。”“我才不跟她換呢，換了我就笨了。”哈哈哈……看來每個

人還是感覺天主給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 

 

有次剛剛得到了一個新的十字架，好像還是從遙遠的香港漂洋過海來的。他很高興，逢人就舉

到胸前誇耀：“我有新聖牌了！可第二天早上，修女發現十字架上的耶穌像不見了，就問剛剛：

“十字架上的耶穌怎麼沒了？”他頓了頓，若有所思地回答說：“耶穌已經升天了！”（其實他夜

裡不小心弄掉了）剛剛是一個聰明可愛又懂事的孩子，但也非常固執，很有主意，如果他看誰不順

眼，就是你說破嘴皮，他也不會聽你，如果他想跟誰對抗，任誰都對他束手無策。他聰明，因他腦

子轉得快，學東西很快，算算術從來不用費勁，開口就是答案，而且保准無誤。 

 

他可愛，因他渴望被重用，於是宋修女就封他為黎明之家的司令官，修女不在時，他就控制大

局，監管嬌嬌，亮亮，芝芝和晨晨，可他們有時竟然不聽話，讓責任心極強可又沒辦法的剛剛氣的

眼淚直灑。他懂事，因他通情達理，很能夠明白修女的心，和修女們很配合。在宋修女要出外讀書

前的那段日子裡，他表現得特別聽話。修女臨走的那天清晨去跟剛剛告別，他還在睡夢中，聽到叫

他，一下子就醒過來了。修女說：“剛剛，姑姑要走了，你要聽其他姑姑的話，好好跟她們配

合。”他“哇”地一聲大哭起來，邊哭邊說：“姑姑，我不讓妳走，不，姑姑妳別走……”他的小

手緊緊地抓著我的衣服，此時，修女的心如同刀割一般，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落了下來……可

是時間到了，不得不掰開他的手……每當想到剛剛那戀戀不捨的表情時都讓人難忘不已。 

 

以前總認為孤兒院的孩子不會有這麼深的感情，可是現在才知道，他們對我們的愛非常敏感，

如果我們愛他們，他們一定知道，而且會真誠的表達出來。 

 

他們才是最有情的天使！！天剛剛便是期中的那麼一位美麗天使。 

    

    

免税捐款免税捐款免税捐款免税捐款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請寫請寫請寫請寫““““Mission Fund”””” 

支票註明支票註明支票註明支票註明：：：：For----------------Liming Family----------- 

寄至寄至寄至寄至：：：：Mission Fund, 100 N Hermitage #914, Chicago, IL 60612    

收到支票後將即刻寄上免税收據收到支票後將即刻寄上免税收據收到支票後將即刻寄上免税收據收到支票後將即刻寄上免税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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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    伙伙伙伙    玩玩玩玩    的的的的    多多多多    开开开开    心心心心    

 

 

 

世界因感恩而美麗 
 

 

-------    程程程程紅紅紅紅參參參參加加加加““““感恩感恩感恩感恩節聚餐節聚餐節聚餐節聚餐””””的感言的感言的感言的感言    ------- 

 

11 月 30 日，由橙县华人天主教聯谊會在 St. Thomas More 教堂舉辦的感恩節聚餐

“Thanksgiving Potluck”活動吸引了很多的新朋舊友，也牽動了每一位華人朋友那顆感恩的心，關

愛凝結成了問候，微笑凝結成了祝福。大家談笑風生，其樂融融，在分享各式美食之後，還欣賞

了輕鬆愉快的節目表演。“感恩的心感謝有你，伴我一生讓我有勇氣作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謝命

運，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由眾多孩子表演的《感恩的心》手語舞深情表達了感恩節的那

份感激之情。 
   

          
 

 

 

這次晚會由 Mei Fan老師隆重推出的兩位主持新人 Gail和 Tina也讓現場觀眾耳目一新。

機智幽默的串詞和青春活潑的主持風格引來大家的一陣陣笑聲，“益智”節目更是將晚會推向了

高潮。天空為感謝大地而湛藍，花朵為感謝雨露而嬌豔，赤子為感謝母愛而成長，世界因感恩而

美麗。讓我們用加法的方式去愛人，用減法的方式去怨恨，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 

 

                  
 

 

 

 

看看看看！！！！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兒兒兒兒玩的多开心玩的多开心玩的多开心玩的多开心 瞧瞧瞧瞧！！！！孩子们正在表演感恩的心孩子们正在表演感恩的心孩子们正在表演感恩的心孩子们正在表演感恩的心 

看看看看！！！！吃饭大家抢着吃吃饭大家抢着吃吃饭大家抢着吃吃饭大家抢着吃！！！！ 瞧瞧瞧瞧！！！！座位都坐满了座位都坐满了座位都坐满了座位都坐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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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指導司鐸指導司鐸指導司鐸    : : : :     
    

 

吳仲基神父 (714) 758-3589  

劉曉明神父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現任理事聯絡現任理事聯絡現任理事聯絡現任理事聯絡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會    長 :      徐少平 (949) 379-3078 

副會長 : 鄭仲凱 (949) 726-0940 

禮    儀 :            趙承元 (949) 861-3989 

財    務 :           孫昌平 (949) 552-1787 

靈    修 : 王  越 (949) 855-6686 

活    動 :            羅啟君 (626)-315-5580 

通    訊 :            周樹海 (714) 822-7658 

成人慕道班: 周    珣 (562) 947-2260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714) 962-6360 

四區區長四區區長四區區長四區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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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負責人小組負責人小組負責人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 : 李偉鈞 (949) 831-0576 

關懷團 :  范馬梅 (949) 726-0940 

福傳負責人福傳負責人福傳負責人福傳負責人 :      
     

成人組 : 李偉鈞 (949) 831-0576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5370 

兒童組 :  董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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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心中文學校聖心中文學校聖心中文學校聖心中文學校 
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採小班教學採小班教學採小班教學採小班教學, 教學新穎教學新穎教學新穎教學新穎, 教法活潑生動教法活潑生動教法活潑生動教法活潑生動。。。。除中除中除中除中

文外文外文外文外, 並有功夫並有功夫並有功夫並有功夫, 舞蹈舞蹈舞蹈舞蹈, 書法書法書法書法, 兒童道理班以增兒童道理班以增兒童道理班以增兒童道理班以增

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週日週日週日週日 9:00am – 12:00 p.m. 

校址校址校址校址:2050 W. Ball Rd., Anaheim, CA92804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714) 962-6360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孫立雄孫立雄孫立雄孫立雄 

 

十一月份收支報告十一月份收支報告十一月份收支報告十一月份收支報告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月月月月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        991.00  

彌撒奉獻 - 支票 $     1,013.00  

三十周年特刊 $         20.00  

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 $     2,024.00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RCIA Expense $        155.81  

  

Birthday cake $         89.40  

  

Christmas gifts $         81.00  

  

Gifts to Clergy $        800.00  

總支出  $     1,126.21  

本月結餘本月結餘本月結餘本月結餘    $89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