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OCCCA） 
www.occ-cath.or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occ.cath/ 

                                                CCA CARES FOUNDATION Newsletter 
 

2014 年 9月 

                 
《天主經》（白話文）                                                                    《天主經》（文言文）  

我們的天父，                                                                                    在天我等父者，  

願你的名受顯揚，                                                                             我等願爾名見聖。  

願你的國來臨，                                                                                 爾國臨格。   

願你的旨意奉行在人間，                                                                   爾旨承行於地， 

如同在天上。                                                                                     如於天焉。  

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糧，                                                      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糧。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                                                                       爾免我債，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如我亦免負我債者。  

不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又不我許陷於誘感。  

但救我們免於凶惡。                                                                           乃救我於凶惡。  

阿們                                                                                                     阿們 

天下萬國，普世權威，  

一切榮耀，永歸於禰。 

 

http://www.occ-cath.or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occ.c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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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 

 
                               聖事和活動 

 

September  2014 

每月彌撒 

地 

: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吳神父主持 

時 

 

九月七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粵語彌撒             輔祭：  

九月十四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 -國語彌撒        輔祭：金永強 / Joyce 雷/Megan 雷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國語彌撒         輔祭： Joyce 雷/Megan 雷 

 時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粵語彌撒       輔祭： 

            
      地    

時 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劉神父主持 

 
  時 

 

        九月七日下午 1:00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國語彌撒              輔祭：:Gail 張/ Lucia 張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 1:00（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國語彌撒    輔祭：  Daniel 趙/David廖/Isaac 陳 

 
聖經研讀 

● 

聖經誦禱 
 

 

「上帝對

人說：我醫治

你，所以要傷

害你；我愛

你，所以要懲

罰你。」  

（雅 1：13-14） 

 

北區    時           
時

: 
九月二十日(星期六）下午 3:30 pｍ                                        帶領人：金偉琛 

 地 

地

: 

 
地點：聖母聖心修女會 

（李志玲修女，曾雪芳修女） 

 17944  Gal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若書厄書 1-5 章 
 

中區              

時 

時

: 
九月十九日(星期五）晚： 7:30  pm -9：30pm                                    帶領人：孫立雄 

 地 
地

: 
  10674 El Morro Cir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陳文英，朱安邦家 

南區              

時 

時

: 
九月五，十九日 (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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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時

: 
每週三晚上 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 劉瑛膺 

地 
地

: 
劉瑛膺家  TEL: (949) ３９０-８７４６ 

南南區          

時 

時

: 
九月十九日(星期五)  晚上 8 點 (主日經文)   

 地 
地

: 
Cindy，Bruce夫婦家 TEL: (949) 831-0576 

 

南區              

時 

時

: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唸玫瑰經〉 

 地 
地

: 
鄭陳雅寧 Nancy 家 TEL: (949) 559-8223 

聖詠團 時、地: 

    九月七，十四，二十一及二十八日 

    上午 10:00 開始全團練唱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9/7: 12:15-1pm;9/28: 12-1pm;2:30-4pm  練唱 
St. Thomas More Church 
  

    OCCCA 每月練唱 Sep 6   7-9:30pm  
St. Thomas More Church 

(Fireside Room) 

    OCCCA 每月練唱 Sep 8   7:15-9：00pm 
St. Thomas More Church 

(Fireside Room) 

 

 慕道班 
時 

 
地 

第 3 講 九月七日下午 2：30-4：30pm  Classroom 3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51 Marketplace, 92602 

講  師:徐治平      主持人：陳惠蘭 

 主題：人類大君王的誕生 

 時 

 
地 

第 ４ 講 九月二十八日 2：30-4：30pm Classroom 3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51 Marketplace, 92602 

講  師： 蕭莉芳   主持人：林靜惠 

 主題： 天人和好與重獲救恩 

通訊編輯組: 周樹海（Thomas）Email: szhou2010@gmail.com  Ph: 714-822-7658, 熊莉娜(Cecilia),  張育琦(Jocelyn), 程紅（Margaret) 832-531-5196 

因特網通訊編輯組: 江士奇（Shih-Chi Chiang）949-891-1688 

mailto:szhou201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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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德澤----- 
于斌樞機升天三十六年 

 
我們敬仰的于斌樞機於今年 8 月 16 日己升天 36 年了。 

 

     當年美國移民法對華人苛刻，不准華人入籍。于樞機在美數度見羅斯福總統陳情，並聯合他

好友國會議長及參議員及他本人在國會作証，為爭取華人在美安身立命奔走呼號，終於在 1943 年

美國政府開放允許華人入籍，後漸漸開放以至今，造福世代在美華人。樞機促使修正了美國對華人

移民苛法，展現出于樞機對華人同胞「悲天憫人」「人溺已溺」的博愛精神。 

 

于斌樞機一生致力於興教建國救世救人之大業，抗戰時爭取美援在全美教堂發啟每人"一碗飯

運動" 救助生靈塗炭的中國難民，居功厥偉。在外交上襄助國家，當時曾協助西班牙、中南美洲所

有天主教國家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在國內任中國主教團團長，又永不歇息地為天下事在國與國中

奔走。 

             
 

 于樞機生前心胸如海洋般的寛大。由見過及熟識他的人及追念文章中知他真正愛人，他是出家

人沒有子女，他老人家不僅深愛自己的侄兒、侄女，對學生、年輕人是全心全意地愛䕶，尤喜幫助

貧困幼小者。曾助四、五千留學生在美、歐大學取得獎學金，有「留學生之父」美稱。在台灣又創

建輔仁大學造就學子，受惠者眾，且對國家社會、對教會培育神職及福音傳佈均影響深遠。又指示

牛若望主教及雷震遠神父至越南成立天主教自由太平洋、耀漢、鳴遠等校嘉惠僑胞子弟....等。在

美創立西東大學之遠東學院及夏威夷大學的東西文化中心。于樞機是全美雙語教育最早的推動者。

早期他創立了洛杉磯中國城屬於華人的天主教會，在費城、舊金山、加拿大地區亦然。樞機在 D.C. 

創有中國文化中心、紐約中美聯誼會、自由太平洋協會、亞洲演講團，在在均在幫助留學生，促進

中美文化交流、廣傳天主福音，其功業之浩翰廣大，實難以盡述。 

 

樞機一生敬主愛人，對人心胸寛大如海洋。他用盡一生之力廣傳福音以興教、建國、助人，他面

貌莊重慈祥，對人對教友慈愛如父，有幽默感，笑容如陽光般燦爛。他一生崇敬基督，追隨聖保祿

宗徒的榜樣四方傳教。他生前眼光遠大，有憐憫心，有正義感，超高智慧品德，言行謙遜堪稱聖者，

在國際上亦是知名的主教，是我們國家及教會的芳表榮耀。 

 

今天于樞機在天上時時享見天主聖容，他定會保佑全球的華人天主教，也祈禱求他老人家轉求天

主保佑我們的教會小團體及我們每個家庭成員及個人在聖美善真各方面的成長！至所是禱。 
                                                                           （編輯部集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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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度品质好的基督徒生活 

     每星期的第一天，圣经上（默 1：10）称为主日，因为是天主的日

子。我们基督徒有时也称之为星期天，或礼拜天 ， 因为在这一天我们 

用神圣的礼仪来朝拜天主; 有许多方式来朝拜天主，而拜主最神圣的礼

仪是耶稣自己定下的弥撒圣祭。他在被钉死的前一晚，举行了弥撒圣

祭：他坐在餐桌中央，对坐在周围的宗徒们训话后，将饼 酒祝圣为他

自已的身体与宝血，给了他们吃 喝，又对他们说：你们为了纪念我，

也要这样做（参阅瑪 26：17-29，路 22：14-20，哥林多前书 11:213-29）

从此，远在二千年前， 宗徒们与教徒们每主日就聚在一起，以简单的

礼仪举行分圣饼礼，（宗 2；41； 20：7）。   第二世纪时有一位哲学

家 St. Justin Martyr，他起初研究希腊哲学，得不到满足，转而研究耶

稣的道理，对今世与来世生命的解释都使他满意，就受了洗礼，做了

基督徒 。他早在 156 AD 年著书，讲论耶稣道理的真实。其中也讲到那时弥撒圣祭的礼仪，因此我们知道那时

的弥撒已分为二部分：圣经与圣体。他为了坚持他的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耶稣牺牲 成为致命圣人。 

天主十诫第三条说：”你要圣化主日”。这是命令，不是提议。圣化主日最好的方法，就是积极地，高兴地参

与弥撒圣祭。所以明知故意不参与主日弥撒，就犯罪。另一方面，天主也是仁慈与合理的。如果 你那天生病，

或你参加了旅游团，那主日不能离团去教堂参与弥撒，就没有犯罪，（可是主日仍是主日，所以要圣化主日，

最好自己做几分钟祈祷）。 我们至少每主日参与弥撒，不是因为怕，而是为了爱。所以 1.早几分钟到教堂，

找到弥撒经书，问候其他教徒。2.开始弥撒，全神投入，共同祈祷， 恭听天主的圣言。3.兴奋地跟歌咏团唱圣

歌赞美天主。4。热心准备领圣体，个别与耶稣密谈。耶稣要我们每主日参与弥撒，也要我们领圣体，他说：

“吃我肉喝我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若。6：53-55）. 5.弥撒完毕后，归还弥撒书，

教堂外与其他教徒聊聊加深友谊，你会发觉我们联谊会是快乐友爱的团体我们很高兴，今年耶稣复活节前夜，

你们 10 位新受了洗礼。人数方面是最多的一年。数量

很要紧，然而质量（品质 Quality）更要紧。领了洗礼，

必须度一个有质量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一位基督

徒，如果只主日参与弥撒，其他好事/坏事，什么都不

做，他/她 只是 C 级的教徒（按美国的制度他只是及格）

(希望你们常来参加我们的中文弥撒，有时中文弥撒的

时间为你不方便，或地点太远，请你去你家附近的美

国教堂，那里每主日有许多弥撒。)。如果主日弥撒也

无故不参加，或甚至做些坏事，那末跌在 D  级，不及

格了。昨天，我本堂的美国与南美洲教徒庆祝我 86 岁

生日，我已退休，本不应多讲，让人家出头，我从旁

帮帮忙。今天请你们再听我一次。我诚心诚意劝你们，

一定要度质量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不要 C，更不要 D. 

必须升到 B,  A。 如果你们 积极地，高兴地 参与每主

日的弥撒，从弥撒与圣体圣经获得神力做些好事，如：

每天祈祷几分钟，阅读些圣经，每周做一件爱德善功，

救济穷人，每月探访病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为我们

联谊会做些服务，把你们得到的信仰，（就是做成基

督徒的大恩，）为了感谢天主， 传给别人：传给你们

的后一代，你们的亲戚，朋友，邻居，。。。以你们的劝导和好生活 与 基督徒的榜样，再加上祈祷，你们肯

定会成功做到 A 级品质好 的基督徒。                                                                                                                                                                              

刘神父   14-0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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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靈 修 Spiritual Truths 

 
 
 
 
 

                              耶穌從海面走來 
                                                  瑪 14：22-33，列上，19,9-13 

 

                            白建清神父講道（羅蘭崗市） 
 

1， 耶穌從海面向我們走來  

 
您認為主耶穌會怎麼樣向您走來？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與主相遇的經驗。在舊約中，先知厄裡亞

經驗到天主沒有在暴風中，沒有在地震時，也沒有在烈火裡，而是在輕微細弱的風聲裡，天主向他

走來。在新約裡，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生活在我們人中間。對於宗徒們而言，他們每天和主

耶穌一起生活，應該說對他非常瞭解。然而，今天的福音中，主耶穌步行海面，向宗徒們走來。這

是他們所不曾想到的。那時，在海中行船的宗徒們正受著海浪的顛簸，逆風的阻擾，艱難前行。在

這種境遇中，宗徒們的眼裡只有航海的艱難困苦，波濤胸。突然，他們看見一個人從海面向他們走

來！他們驚呼起來：“是妖怪。”宗徒們從來沒有經歷過主耶穌從海面向他們走來。主耶穌知道他

們的驚恐，立即向他們說：“放心！是我。不要害怕！ 

”  

對於我們基督徒而言，我們有一些定型的理解天主走向我們的方式。我們知道當我們恭讀聖經時，

當我們祈禱時，當我們到聖堂參與聖事時，主耶穌在向我們走來。是的，這是常規的天主向我們走

來的方式。然而，我們要明白，天主是天主，祂超越我們的經驗和想像。天主能以任何方式向我們

走來，如，當我們來聖堂時、當我們工作時、當我度假時、當我們遇到生活的中的風浪時。天主也

常常通過我們的父母、朋友，甚至陌生人向我們走來。在我們的病苦中，受迫害時，天主也向我們

走來。當我們認為在生活中沒有發現天主時，主耶穌是以新的方式向我們走來。主耶穌每天以各種

方式向我們走來；我們需要辨認出祂的臨在。  

 

2， 生活中的風浪  

 
主耶穌走向我們是為了和我們在一起。和天主在一起也是我們人心最大的渴望。當伯多祿知道是

主耶穌在海上向他們走來時，他充滿期望地說：“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

吧！”伯多祿不是為了經驗奇跡，而是渴望和主耶穌在一起！主耶穌向伯多祿說：“來吧！”伯多

祿遂離開了較為安全的船，在海面上走向主耶穌。當他離開船時，他雙眼注視著主耶穌。因為他注

視著主耶穌，向主耶穌走去，波濤洶湧的大海就好像平路一樣。然而，一旦他的眼睛從主耶穌移開，

開始注視海浪時，他害怕了，就開始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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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跟隨主耶穌時也會有類似于伯多祿的經驗。世界就如大海，當您看到主耶穌，聽到他的召

喚去傳福音，去實踐愛德時，您會像伯多祿一樣離開自己安全的“船”，邁向在海上的主，那時你

充滿渴望，充滿熱情。然而，當您開始為主工作時，開始邁向主耶穌時，您就會經驗到逆風與濁浪。

這些逆風海浪就是流言蜚語，就是艱難困苦，就是陷害與壓迫……。當您的雙目注視主耶穌時，您

就會在海面上行走，就能和主耶穌一起完成天主的工作。當您將眼睛從主耶穌身上移到世界的風浪

和危險時，您就會像伯多祿一樣開始下沉，開始氣餒，開始放棄……。  
 

就是在一個小小的基督徒團體，我們有時也會經歷到逆風與濁浪。當您想為團體服務時，當您想

更虔誠時，當您準備傳揚福音時，一個個困難就會如海浪般湧來。當您的雙目注視主耶穌時，您就

會在海面上行走，就能服務教會。當您的眼睛從主耶穌身上移開時，您就會害怕，下沉，放棄。在

這個時候，我們要學習伯多祿，大叫祈禱：“主，救我吧！” 

  

3， 主，快救我吧！ 

  
當伯多祿由於害怕而下沉時，他向主耶穌大叫：“主，快救我吧！”主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了伯多

祿。伯多祿的反應也應該是我們的在任何危險境遇中學習的榜樣：主，快救我吧！ 

  

當我們在自然的危險中時，大聲祈禱：主，快救我吧！當我們遇到每一個誘惑時，大聲祈禱：主，

快救我吧！當我們在每一個迫害中時，大聲祈禱：主，快救我吧！當我們向主耶穌呼救時，我們是

在尋求天主的幫助，是轉向專項天主和天主在一起。沒有信仰的人在艱難中只有抱怨和放棄。我們

基督徒是天主的孩子，我們選擇轉向主耶穌尋求幫助。通過我們的祈禱，主耶穌會立刻伸手救助我

們。 

  

主耶穌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向我們走來，特別是當我們的生命遇到風浪時。當我們的雙目注視著主

耶穌時，我們就會和他一起在海面上行走。當我們在危險中開始下沉，沒有希望時，我們大聲向主

耶穌呼救：主，快救我吧！和主耶穌一起，我們將平安抵達人生永恆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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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少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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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 
 

程紅 

 
橙縣華人天主教 2014年家庭退省/避靜於八月九曰在 St.Justin Martyr, Anaheim 舉行。這

次活動吸引了 80 多位教友參加。在神父們及修女的帶領下,此次家庭共融營/退省，分為成年組、青

年組和兒童組，用中文辦和好聖事，看一看“我和天主的關係、天主對我的召叫？”使 身、心、靈

借此一日避靜得到飽沃，邁向一個更肖似基督的道路。 

 

“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我們很榮幸地請到活潑、風趣、神恩滿溢的耶穌會士滿而溢

神父為成人組主講指導師鐸。基督在世界上之所以體驗到最大的喜樂，是因為祂的意志常與天主的

意志合而為一。 

 

      我們的良心告訴我們什麼是天主聖意，我們在聖而公教會和社會中的所有本分，也是天主聖

意，我們生活環境的好壞、身體健康或衰 弱、個性柔順或剛強，都可在我們的具體生活中看出天主

聖意。我們應該誠心接受，快樂地活著，需要選擇時，應祈求天主給我們智 慧，不必多顧慮自己，

但看何者能光榮天主，便是最好的辦法。在快樂祥和的氛圍中，大家仔細聆聽滿而溢神父娓娓道來，

並熱烈討 論、快樂分享“我們橙縣華人天主教會當今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如何增加橙縣華人天主

教友、天主的義子義女們屬神的歸屬感？如何讓教友們及理事會能夠有良性的互相尊重的、互相信

任的、經常性的溝通？”誰想要完全為天主服務，實現天主的聖意，就是在團 體中有人代表天主幫

助他清楚分析什麼是天主聖意，我們只要努力去實現就可以了。當我們付諸行動時，才真正進一步

與天主合一。 

 

       由陳麗琴帶領的靜默在典雅與寧靜的樂曲中，讓悠然恬靜的平和空間無限延伸，讓教友們在

那一刻沉澱忙碌的腳步，敬拜天主，感受到天主的大愛，綻放平安與喜樂。 

 

我們越來越渴望所有人都認識天主，愛慕天主，隨同基督，向天父說：「爾國臨格，爾旨承

行於地，如於天焉。」 

 非常感謝我们的吳仲基神父，在白忙之中，抽出時間來聽教友作告解；也感谢李偉鈞和羅

啟君为這次活動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更要感謝那些所有默默奉獻的兄弟姊妹：他們真是“耕犁千畝

實千箱，力盡筋疲誰複傷？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           （ 潘曼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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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及報道 
 

闔家共樂的好機會 
 鄭陳雅寧 

 

爾灣市 第十三屆地球村節 將於 9 月 27 日星期六  10-6PM 在比爾理髮公園（ Bill Barber Park）

舉辦。節目包括現場音樂，巡迴 娛樂，展覽，兒童村，文化食品以及 社區合作夥伴，商機和宗教信

仰的交流。  除了食品，  節目都是免費的，公園沒有停車場，但你可以停在湖景老人中

心  （Lakeview Senior Center），將有免費班車帶你去。欲瞭解更多停車場資訊  ，請到網上

www.Irvinefestival.org 查詢。届时，我們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OCCCA 將會參於並在世界宗教

處設立攤位。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你若有疑問，請與鄭陳雅寧 （Nancy）聯繫。她的電話是：949-559-8223。 

 

《本會訊》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OCCCA）新的郵政位址是： 

PO Box 1215 Huntington Beach, Ca. 92647 

        若你有信件郵寄，煩請寄到新的位址。 

http://www.irvinefestiv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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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開心一笑解百愁，我們新增添“幽默天地”專欄，希望大家踴躍投稿，

寄給我們與宗教有關的笑話。 

       

幽默之一 

場景：紐約市，有個人正要跳樓。一個愛爾蘭員警好心勸他“不要跳！想想你的父

親”男子回答說：“我沒有父親，我要跳。” 員警又說：想想你的母親，兄弟，姐

妹等，每一次，男人回答 “都沒有;我一定要跳”絕望的員警大叫：“不要跳！想想

聖母”男子回答說：“她是誰？”刑警大叫“跳吧，你這個新教徒！你阻礙交通！” 

幽默之二 

一對猶太夫婦有一個兒子，是一個調皮鬼。當他很小時，他被每一所學校都開除了，

無奈之下，父親去見了拉比去徵求他的意見。拉比告訴父親：把你的兒子送到天主教

學校吧。雖然很是震驚，但父親還是聽從了拉比的建議，將他的兒子送到了修女院 

 

一個小時過去了，擔憂的父親沒見兒子被送回來。二個小時。。。依然不見兒子。

終於，在晚餐前，兒子回到家。進來說：“爸爸，媽媽，晚上好。”隨後，兒子乖乖

開始做他的家庭作業。父親很是驚訝，最後問他為什麼留在學校一整天，而且他為什

麼表現這麼好。兒子抬頭，說“爸爸，當你離開時，院長告訴我，她們不允許粗魯調

皮的男生，後來她帶我去了她的辦公室。爸爸，祂們是認真的！我親眼看到一個猶太

人被釘在十字架上！“ 

幽默之三 

一名愛爾蘭神父在康涅狄格州高速公路上由於超速行駛，被員警攔住。這名員警聞

到很濃的酒精氣味，並看到一個空酒瓶。他問：“神父，你一直在喝酒嗎？”“只是

水”神父手指交叉回答說。警官說：“那為什麼我聞到酒味？”神父看著瓶子，說：

“天哪！他又做到了！” 

   

                                                       以上由周樹海翻譯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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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劉曉明神父 ilau88@aol.com 

             執事：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新任理事聯絡電話： 
  

會    長 :      徐少平 (562) 430-0278 

副會長 : 鄭仲凱 (949) 230-0188 

禮    儀 :            趙承元 (949) 861-3989 

財    務 :           孫昌平 (949) 552-1787 

靈    修 : 羅啟君 (626)315-5580 

活    動 :            羅瑋 (949)29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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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    區 :           丁慶如 (909)374-4996 

中    區 : 王寶鑾 (714) 962-6360 

南    區 :  孫美祥 (949) 485-4845 

南南區 : 朱楚雲 (949) 831-0576 

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長 : 李偉鈞 (949) 831-0576 

  聖詠副團長 : 潘曼麗    (714) 520-5951 

關懷團 : 范馬梅 (949) 726-0940 

福傳負責人 :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 - 5370 

兒童組 :  董晴 (949) 637-9366 

 
 

 Life is an opportunity, benefit from it.                       
Life is beauty, admire it.  
Life is a dream, realize it.  
Life is a challenge, meet it.  
Life is a duty, complete it. 
Life is a game, play it. 
Life is a promise, fulfill it.  
Life is sorrow, overcome it. 
Life is a song, sing it.  
Life is a struggle, accept it. 
Life is a tragedy, confront it.  
Life is an adventure, dare it.  
Life is luck, make it.  
Life is life, fight for it. 
  

~ Mother Teresa ~ 
 

七月份收支報告 

      七 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       1485.90  

  

彌撒奉獻 - 支票      1659.50 

 

總收入 $     3144.50 

    
支出 

  

  

郵費及印刷費 $     149.48 

  

慶生蛋糕           50.00 

  

彌撒獻儀      300.00 

  

教堂奉獻      1250.00 

  

艾神父講座      200.00 

  

青少年領導訓練                                                 200.00 

  

SJM-哀悼花籃       54.87 

  

慶祝國慶的野餐聚會      280.00 

  

Banner for 
Immigration Mass       56.16 

 

總支出  $      2540。51 

本月結餘               $                  6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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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Waring 數學輔導服務 

Chris ’s Math Tutorial Service 
 All Levels/ All Ages/Sat /ACT  

Prep/Math 
 30 Years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Experience  
 By The Hour or Package Avaiable  
 Location： Client’s Requirement 

Emai: 
Chriswaring48@yahoo.com 

     預約電話: 714-397-0537 

OCCCA贊助夥伴（ＯＣＣＣ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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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Covina 
1013 S. GLENDORA AVE 
COVINA, CA 91790 
(626)960-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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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am – 1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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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4) 962-6360 校長孫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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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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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1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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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穴養生中心-Dragon Point Retreat/ Rehab Center 
 

 Assisted Living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y for Elderly 

 座落于全美最佳退休城市聖地牙哥郡之 Fallbrook 地區 

 風景優美，氣溫適中，空氣清新，水質甚佳 

 交通方便，一分鐘上下 FWY Ｉ－１５，三分鐘到 Ｐａｌａ Ｍｅｓａ Ｒｅｓｏｒ

ｔ，高爾夫球場，十分鐘車程到 Ｐａｌａ Ｃａｓｉｎｏ， Ｐｅｃｈａｎｇａ Ｃａ

ｓｉｎｏ 

 數百棵各種果樹，有機菜園。及草藥園 

 長期或短期之養生，養病，養老計畫。即將開幕 現接受報名 

 養生中心： ３８８８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ｏａｄ。 Ｆａｌｌｂｒｏｏ， Ｃ

Ａ ９２０２８ （Ｎｅｘｔ ｔｏ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ｍｅｃｕｌａ） 

 聯絡人：許群欣中醫師 （Ｄ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ＳＵ ） 

 Ｔｅｌ：（７１４）－８８３－６９８８ Email:hsu_888@yahoo.com 
 

 
 

 

 

 

Li's Kite 小山東麵館 
 

 純手工麵食, 

 用料新鮮, 

 好吃實惠, 

15435 Jeffrey Rd Irvine, CA 92618  

(IVC 斜對面) 

 www.lis-kite.com 
(949) 551-2888 

 

http://www.lis-kite.com/
tel:%28949%29%20551-2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