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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與你同在！

二月份

聖事和活動

February 2015

: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地

二月一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四主日()-粵語彌撒

時

每月彌撒

二月八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五主日)--國語彌撒

輔祭：Joyce 雷/Megan 雷/

二月十五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六主日)-國語彌撒

輔祭： Joseph 王/Lillian 王

二月二十二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一主日）

主教主持新春彌撒聖祭暨祭祖大典（見第七頁）

時
時
地

時
時
北區 時

聖經研讀
●
聖經誦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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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 1:00 （四旬期第一主日）

輔祭：:

Irene 孫 Daniel 趙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下午 3：30pm

帶領人：

周珣

地點：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修女，曾雪芳修女）

若書厄書 20-24 章

17944 Gal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中區
時

時
:
地

地
南區
時

:

地

:

時

:

地
南南區
時

:

地
南區
時

:

地

:

時
:
地
時
地
時
:
地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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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團

時、地:

二月二十日(星期五）晚： 7:30 pm -9：30pm
7132 Nimrod Drive Fountain Valley Ca

帶領人：孫立雄
92467

粵語練唱
時
地
時
地

何來父婦家

二月六，二十 (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羅馬書

每週二，四晚上 7:00 - 9:30 查經
黄秀纷家 TEL: (949) 468-7187
二月二十日(星期五) 晚上 8 點 (主日經文)
Tony，Kathy 夫婦家 TEL: (949) 23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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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一，八，十五及二十二日
上午 10:00 開始全團練唱

2/1 和 2/22: 12:-1pm; 2:30-4pm

慕道班

OCCCA 每月練唱 Feb 23 7:00-9：15pm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St. Thomas More Church
1304 E Century Drive, Orange,
CA 92866

第 十二講 二月一日下午 2：30-4：30pm Classroom 3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51 Marketplace, 92602

講

第 十 三 講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下 午 2 ： 30-4 ： 30pm
Classroom 3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51 Marketplace, 92602

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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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嶠

主持人：張幼妮

主題：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師:

劉神父

主題：無條件的大愛

通訊編輯組: 周樹海（Thomas）Email: szhou2010@gmail.com, , 張育琦(Jocelyn), 程紅（Margaret) 818-987-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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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l 張/ Lucia 張

二月一日下午 1:00 （（常年期第四主日()

主持人：張幼妮

聖經 靈 修

Spiritual Truths

教宗方济各送给教廷成员什么奇特的圣诞礼物？
一向以其特有的方式和作風令人耳目一新的教宗方濟各，於 12 月 22 日在梵蒂岡克萊孟大廳接見教廷各部會首長和住在
羅馬的樞機主教們時，又一次讓在場的人士感受到了他的與眾不同之處：本來是按照慣例在聖誕和新年即將來臨之際，
一來互祝節日快樂，二來總結過去並展望未來的“聖誕團拜會”，沒想到卻成為教宗邀請大家為了教會和人群的利益而
“作良心省察”的機會。他在講話中直言不諱地列出了教廷的 15 種疾病，而且對每個疾病進行了解釋並提出了治療的
建議（根據《梵蒂岡內部通訊》英文報導編譯）：
１、（The disease of feeling immortal or essential）覺得自己會永世長存甚至不可或缺的疾病：這是福音
中愚蠢富人的疾病，他以為自己能永世長存，這也是那些有“默西亞情結”、“選民情節”和“自戀症”的人的疾病，
他們覺得自己高於眾人，而不是服事眾人，這種疾病往往源自權力欲。
2、（The disease of excessive activity）過分操勞的疾病：如同發生在瑪爾大身上的那樣，它使我們忽視耶
穌，那“更好的一份”，而且過分操勞導致許多焦慮和壓力。
3、（The diseases of mental and spiritual petrifaction）理智和精神僵化的疾病：它使我們失去內心的活
力與平安，把自己掩藏在案卷下變成做事的機器，而非天主的人，最終失去與人同喜同悲的人性感覺。
4、（The disease of over planning）過分策劃的疾病：雖然將一切準備妥當是有必要的，但絕不可陷入鎖住
及駕馭聖神自由的誘惑，這自由永遠比人的各種計畫更偉大、更慷慨，我們不可為了習慣於常態而馴化聖神。
5、（The disease of bad coordination）協調混亂的疾病：大家各自為政、自行其道，失去團體的合作精神，
導致一盤散沙的亂象。
6、（The disease of spiritual Alzheimer's）精神的老年癡呆疾病：患這種病的人忘記了與上主的相遇，完
全倚賴著自己的激情、突發奇想和偏執，日益成為他們親手雕塑的偶像的奴隸。
7、（The disease of rivalry and vainglory）競爭和虛榮的疾病：一旦外表、衣著的顏色和追求榮譽成了生
活的首要目標，就會患上競爭和虛榮的疾病，最後會讓人變得表裡不一，生活在虛假的虔敬和寧靜中。
8、（The disease of existential schizophrenia）人生意義的精神分裂症疾病：患這種疾病的人因精神空虛
且平庸而不得不選擇度雙重生活，常常放棄牧靈服務，只做官僚事務，與現實生活和具體的人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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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disease of gossip and chatter）說人閒話和流言蜚語的疾病：這是懦弱人的疾病，他們沒有勇氣跟
人當面說話，卻在背後議論，成為謀殺同伴名譽的劊子手，是說三道四的恐怖主義。
10、（The disease of deifying the leaders）將長上奉若神明的疾病：患這種病的人向長上獻殷勤，為自己
得到好處，他們是事業心和機會主義的受害者，寧願敬拜人而不敬拜天主。
11、（The disease of indifference to others）對他人冷漠無情的疾病：這種病使人無法同他人擁有和諧溫
暖的關係，常常表現出嫉妒和小氣的作風與心態，只想看到他人失敗，不願看到他們成功。
12、（The disease of the funeral face）哭喪著臉的疾病：患這種病的人好發脾氣和暴躁待人，常表現得過
分嚴厲和悲觀失望，但這都是自己害怕和沒有安全感的徵兆，這種人沒有喜樂精神，缺乏幽默感，更不敢自嘲，拒人於
千里之外。
13、（The disease of hoarding）喜歡積累的疾病：這種病使人為填滿內心的空虛而不斷地積累物質財富，這
樣做不是出於需要，而只為感到安全。
14、（The disease of closed circles）建立小圈子的疾病：患這種病的人對小團體的歸屬感比歸屬教會和基
督更強烈，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疾病將變成奴役團體成員的癌症。
15、（The disease of worldly profit and exhibitionism）尋求世間的利益和表現的疾病：患這種病的人會
不斷地加強自己的權力，甚至不惜譭謗他人，目的是表現出自己比他人更優秀，有時候還打著透明和正義的名義。
在羅列分析完上述疾病後，教宗又指出說：“教廷作為一個活躍的團體，就不能不汲取養料，不能不求醫治療。
她如同教會一樣，必須與基督有個充滿活力、個人、真實及堅固的關係。教廷成員若不每日以基督的食糧為養分，就會
成為官僚（拘泥形式的人、功用主義者、受雇的人），一個變得枯乾、漸漸死去、被人丟棄的枝條。”而且也指出說這
些疾病“為每位基督徒都有危險，個人和團體也都會被染上”。教宗強調，只有聖神能“治癒各種疾病”，扶助“一切
淨化的真誠努力和皈依的善意”，“痊癒也是個人和團體意識到自己的疾病及決意得到醫治的果實”。最後，教宗要求
眾人祈求童貞聖母瑪利亞，治癒每個人罪惡的創傷，不但使教會和教廷各部會健康，而且也能成為醫治者。
在結束了“聖誕團拜會”後，不少在場的樞機主教們都紛紛表示說，今年的“團拜會”無疑是教宗方濟各送給他
們的一份特殊而又寶貴的禮物，提醒他們不但不要諱疾忌醫，而且還應該主動反省檢討，力求讓自身的靈性生命保持健
康狀態，並謙虛、忠信地為教會和人群服務。
既然教宗也指出說，上述 15 種疾病“為每位基督徒都有危險，個人和團體也都會被染上”，這次與眾不同的教廷
“聖誕團拜會”又何嘗不是他送給我們每位基督徒、每個教會機構和團體的特殊而又寶貴的禮物呢？

于惠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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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我二伯父 于其康教授的感言
于 子 強
首先我要感謝大家在過年過節的百忙中,遠道來參加康伯伯的追思彌撒和葬禮. 康伯伯在天堂, 在主
懷, 看到如此盛大的場面,一定會很欣慰.
今天當我們在哀悼康伯伯的去逝的同時, 我要回顧,緬懷一下康伯伯在世時帶給我的有趣的故事和人
生的啟示.
康伯伯在我出生前就遠到美國深造. 康伯伯的名字只有在我父母的對話中出現過. 我第一次見到康伯
伯的時候我僅六歲. 當時我覺得康伯伯好棒, 因為他從美國帶來我一個小男孩最想要的玩具: 一把 Thompson
機關槍和兩把西部牛仔用的左輪槍, 如此我可模仿電視影集”勇士們”中的”桑德斯”班長和”荒野大鏢客”
中的 Clint Eastwood. 我實在是太興奮了. 我成了左鄰右舍同齡的孩子們最羨慕的人. --- 我有美國來的玩
具噢. 所以當時我覺得康伯伯是世界上最棒最 Exciting 的人. 也所以當他建議要帶我出去遊玩時, 我真是迫
不及待.我以為康伯伯會帶我去兒童樂園,看電影和買玩具. 嘿嘿, 結果卻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帶我去他的教
授宿舍叫我睡午覺. 什麼地方都沒帶我去. 你想哪家的精力旺盛的小男孩會想睡午覺嗎? 當然我是大失所望.
康伯伯頓時成為我心目中”最無聊”的人. 後來我知道了, 他只是想藉機把我這個頑皮好動的小孩帶開, 讓
我爸媽有個安靜無慮的下午休息. 嗨, 真是用心良苦啊.
在我成長的時候, 知道了康伯伯是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 是一位傑出的學者. 他在極負盛名
位於 Illinois 州的 "阿崗 Argonne 國家實驗室”任職, 負責輻射生物學的研究工作. 他又任教於世界一流
的學府,像芝加哥大學, 南加大,台大 和清華大學. 他在輻射生物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和論文 備受學界的推崇.
我對康伯伯的成就非常仰慕, 也曾立志要努力唸書也拿個博士學位. 雖然我沒有如願的達到博士的目地, 但
他的成就和貢獻成了我的榜樣, 激勵了我要唸好書,做好人, 做個好家長養育好子女, 為社會做出正面的貢獻.
20 年前, 當康伯伯七十歲高齡的時候, 他開始學習用個人電腦(就是我們俗稱的 PC). 因為當年中文
輸入法相當複雜, 倉頡法不易學習,注音法對講方言的老者更是不便. 而對電腦還是很陌生的康伯伯卻利用了
王雲五先生發明的 ”四角號碼” 自創了”四角號碼輸入法”以方便對 四角號碼孰悉的大眾在電腦上來用中
文輸入. 請問當今有多少個 70,80,90 歲的耆老還會自尋煩惱的去接受新科技的挑戰並且發揚光大呢? 20 年
來康伯伯不畏艱鉅和眼疾之苦, 在天主給他的信心和妻子 Shirley 的協助下, 用一部舊式的 DOS 系統 PC 完成,
並且出版了數部著作和家譜. 他的堅持, 成就感和責任感值得我們借鑒. 借鑒什麼呢? 他啟發我們不要用年
齡和健康為藉口. 只要有信心和有信仰就可以完成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任務. (這是 2014 年 4 月橙縣華人天

主教聯誼會, 康伯伯發表的文章中提及此佳言).
在緬懷康伯伯的生命的同時, 我必須要提到我的二伯母—Shirley. 三十多年來二伯母一直不辭勞苦
的服侍在康伯伯身邊. 尤其是近年來, 康伯伯不良於行,又受眼疾之苦,要照顧他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每一樣
細節. 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二伯母一直堅守著她做妻子的崗位, 任勞任怨. 這是多難能可貴啊. 所以我要
感謝天主給 Shirley 信心和力量來完成她的任務. ( 二伯母--- 請你接受我對妳崇高的敬意.)
最後我要代表所有親屬向各位來賓表達謝意. 謝謝各位來參加我康伯伯的追思和葬禮. 感激不盡. 謝謝.
註: 這短文我準備在 2014 年 12 月 27 日 於康伯伯追思彌撒中緬懷致詞, 因教堂時間有限, 而未成我的緬
懷心願, 特於此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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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徐少平訊》主愛的兄弟姐妺們，首先要代表理事會祝福您及家人新年安康！去年聖誕
夜，本會在基督主教座堂舉行的慶典，約有三百五十餘位遠近教友及教外朋友參加，盛况空前。敬
謝主恩，賜與我們美好怡人的好天氣。僅代表本會全體成員謝謝大家踴躍參加。謝謝吳神父主禮聖
誕夜彌撒，劉神父、楊神父共祭，劉執事陪祭。彌撒後，舊雨新知一團喜氣，享用美點，青年組提
供的熱茶及蘋果西打更是備受歡迎。感謝禮儀團隊、聖詠團隊、活動組團隊、青年組團隊、準備點
心小組、聖誕老公公禮物採購小組、接待團隊，謝謝丹鳯為大家訂購的兩張 full sheets 美味芋頭
蛋糕，謝謝方媽媽為大家準備的可口點心，謝謝于奶奶為大家提供的春卷，謝謝阿玉為大家做的杏
仁豆腐 ...及所有黙黙服務的朋友們。

《本會孫美祥訊》 可愛的李家三姐妹 俏俏(Chelsey 李云俏), 霓霓(Nichole 李云霓)及霏霏
(Phoebe, 李云霏)已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爾灣中文彌撒後領受聖洗，聖名分別為 Catherine, Teresa
of Calcutta, and Phoebe。 父母李明諫弟兄、趙麗媛姐妹以言以行帶領 女兒們與主親近, 全家
在主愛內成長。領洗禮有諸多教友參與祝福，之後開心的代父母 Paul & May Fan 備有蛋糕慶賀。歡
迎俏俏,霓霓及霏霏進入天主的大家庭。

江士奇，蔣 麟（David L Chiang）提供以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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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鄭仲凱 提供制做 Fl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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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劉曉明神父

ilau88@aol.com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執事：

十二月份收支報告
十二 月

收入

會

長 :

副會長 :

徐少平

(562) 430-0278

鄭仲凱

(949) 230-0188
(949) 861-3989

彌撒奉獻 - 支票

2015 日曆捐獻

禮

儀 :

財

務 :

孫昌平

(949) 552-1787

彌撒謝儀

靈

修 :

羅啟君

(626)315-5580

教堂奉獻

活

動 :

羅瑋

(949)291-1997

通

訊 :

周樹海

神父聖誕節禮物
小朋友聖誕節禮物
聖誕節-無火蠟燭
聖誕夜點心
網站費用
哀悼花籃 (于教授䝉
主恩召

成人慕道班:
聖心校長 :

于惠美
孫立雄

(949) 350-1077
(714) 962-6360

四區區長 :
北

區 :

張承露

中

區 :

王寶鑾

(714) 962-6360

南

區 :

孫美祥

(949) 485-4845

朱楚雲

(949) 831-0576

聖詠團長 :

李偉鈞

(949) 831-0576

聖詠副團長 :

潘曼麗

關懷團 :

范馬梅

南南區 :

（626）-808-5489

小組負責人 :
(714) 520-5951
(949) 726-0940

福傳負責人 :
孫逸筠

(714) 510 - 5370

兒童組 :

董晴

(949) 637-9366

2396.25
2283.25
58.00
4737.50

支出

$

11/22 避靜點心
總支出

500.00
1000.00
1169。94
50。22
51.84
460.90
155.28
125．00
279。24
434.91

印刷費
2015 日曆
Donuts for SJM-Fr.
Paul
國慶野餐-印刷及餐具
費

本月結餘

青年組 :

$

總收入

趙承元

Szhou2010@gmail.com

$

彌撒奉獻 - 現金

新任理事聯絡電話：

62.93
119.74
36.27
$

$

4446。.27

291。23

8/9/14 家庭共同營
Total Donations
$ 2,428.00
Total Expenses
$ (2,231.00)
Add'l Expense (reimbursed in 12/2014) (129.90)
Net
$
67.10
附註:
1 教友特別捐獻-為合唱團及領袖們訓練
$
3,000.00
多項聖詠團開支
$
802.91
2 更正:十一月支出的$293.76 己在十月登過了

1/17/2015，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教友參加洛杉磯縣舉辦的”One Life/LA” 游行。 One Life LA invites all

people to join in declaring a commitment to valuing and protecting all human life,
particularly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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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CA 贊助夥伴（ＯＣＣＣ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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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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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穴養生中心-Dragon Point Retreat/ Rehab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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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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ｓｉ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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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ａｌｌｂｒｏｏk，
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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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