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6 月 （再版）

信德陶成“天主教”系列影片欣賞
為了我們團體未來的發展，首先要加強我們的信德，一起在基督內成長。橙縣華人
天主教聯誼會希望借此一系列”天主教”的研習中，能幫助主內諸位兄弟姐妹對教會
道理溫故知新，進而更能和周圍的親友分享我們寶貴的信仰。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時間：2015 年 4/19，7/19，8/16 ， 9/20 12：00-4：00pm.
地點：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注解：”天主教”十部影片由 EWTN Global Catholic Network.製作
聯絡人：羅啟君 (626)315-5580

六月份

聖事和活動

June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13280 Chapman Ave

2015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Garden Grove, CA 92840

地
六月七日上午 10:30（耶穌聖體聖血節)
時

每月彌撒

六月十四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 11 主日)

輔祭：Joseph 王/Lillian 王

六月二十一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 12 主日）

輔祭：Joyce 雷/Megan 雷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 10:30（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節）
時
地

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六月七日下午 1:00（耶穌聖體聖血節）
時
北區
時

聖經研讀
●
聖經誦禱

地
中區
時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 1:00 （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節）輔祭：Irene 孫/Daniel 趙
時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下午 3：30pm

地點：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修女，曾雪芳修女）
民長紀 11-15 章
17944 Gal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時
:

地
南區
時

:

地

:

:

時

:

地
南南區
時

:

地
時
:
地
地
南區
時

:

地

:

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晚上 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孫立雄

地 10432 Calle Madero,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714) 962-6360
時
六月五，十 九(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時

時
:
地

時
地:

帶領人：于德蘭

:

地

聖詠團

輔祭：Gail 張/ Lucia 張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週二，四晚上 7:00 - 9:30 查經
黃秀紛家

孫立雄，王寶鑾 家
智慧篇 第五章

每日彌撒讀經
羅馬書

(949) 468-7187

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Cindy & Bruce 家

晚上 8 點

宗徒大事錄 5 – 8 章

(949) 831-0576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唸玫瑰經〉

鄭陳雅寧 Nancy 家 (949) 559-8223 (請打電話確認)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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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編輯組: 周樹海（Thomas）Email: szhou2010@gmail.com, , 張育琦(Jocelyn), 程紅（Flora) 818-987-8988
因特網通訊編輯組: 江士奇（Shih-Chi Chiang）949-891-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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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感謝天主的帶領，及大家的福傳，服務, 和熱心祈禱，今年四月四日復活
節前夕聖週六, 我們團体有两位慕道朋友欣然接受天主揀選，并領受入門聖事。恭喜
王華君姐妹 Mendy Wang, 及黄家瑜弟兄 David Huang, 在爾灣的 Sain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领受了入門聖事, 進入天主教會的大愛家庭！請大家繼續為
已領受入門聖事的弟兄姐妹誠心祈禱，求主幫助他們在主內的更新成長，求得更豐富
，更純潔，更光明的生命。寄望他们繼續爲福傳盡一份心力, 以他们的熱火, 對所有
認識的人介绍及分享他们与主相遇的經驗. 在復活節主日的彌撒后, Mendy 姐妹与
Andy 弟兄的千金 Milan Chen 及他们的小公子 Chris Chen 也领受了聖洗聖事, 一
家三人领洗, 真的是三喜臨門, 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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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四月二十六日，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在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熱烈
歡迎今年剛受洗的成員 David Huang 進入我們的大家庭,也歡迎剛領受堅振聖
事的 Karen Chang。恭賀他們！

Karen Chang（左） David Huang（右）跟吳神父（中）合影-潘曼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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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讯》OCCCA 真摯邀請妳于 5 月 30 日參加我們精心為妳計劃舉辦的英文靈修座
談會和下午茶。只限 18 歲以上的女生。當日將由 St Justin Martyr 的 Fr John
Monestero，和 St Justin Martyr 之前的副本堂 菲律賓神父 Fr Thomas Naval 一
起為我們帶領。以非傳統的方式，借由神師的引導讓我們領受及體會天主的愛。
Fill your cup with God's Love 是此會的主題。
九點開始西式可口的早餐，餐後開始靈修座談會。午餐以港式飲茶點心為主。最後將
會以下午茶做結。除了靈修座談會外，有周六彌撒，玫瑰經及慈悲串經頌禱。(記得
帶唸珠）
Date 日期 : Sat. May 30th
Time 時間 : 9 am-5 pm
Location 地點: St. Justin Martyr Catholic Church in Anaheim.
Dress Attire 服飾: Tea Party Attire required...Hats are optional :) 請穿著
茶會服飾 （或洋裝）， 帽子隨個人喜好。
Cost 費用: $30
連絡人： 張玉京姊妹 (714-535-5848)

聖經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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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Truths

教宗清晨彌撒：沒有聖神無法明白真理，懼怕聖神的驚喜無法前行
梵蒂岡電台訊
多虧聖神的驚喜教會才得以前行。教宗方濟各 4 月 28 日在聖瑪爾大之家
的清晨彌撒講道中如此表示。教宗談到門徒們向外邦人勇敢地宣講福音，指出今天
也需要這樣的“使徒勇氣”，好使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不變成“記憶的博物館”。
耶穌的門徒抵達安提約基雅後不僅向猶太人宣講，也向希臘人、向外邦人宣
講，很多人因而相信並皈依了主。教宗方濟各從《宗徒大事錄》的福傳事跡談起，
強調向聖神的新意開放在教會生活中始終極為重要。
教宗指出，那時教會的許多人聽說有人向非猶太人宣講福音就感到不安，但巴爾納
伯抵達安提約基雅後卻十分歡喜，因為他看到這些外邦人的皈依是出自天主的作為
。教宗強調，先知書中早已記載了上主要來拯救萬民的事，例如《依撒意亞先知書
》第 60 章。可是，當時許多人不理解先知的話。
教宗說：“他們不理解，不懂得天主是帶來新意的天主，不理解天主說‘我要
更新一切’是什麼意思。聖神降臨正是為了此事，為了更新我們，不斷地做更新我
們的工作。這造成一些人恐懼。我們可以在教會歷史中看到，從那一刻起直到現在
，有多少次人們害怕聖神的驚喜。天主是令人驚喜的天主”。
教宗繼續說，“新意並不盡相同！”有些新意“可以看得出是來自天主的”，有些
則不是。如何分辨呢？
事實上，《聖經》說巴爾納伯和伯多祿都是充滿聖神的人，“二人身上都帶有
聖神，是聖神讓他們看到了真相”。因此，光靠自己，我們看不到真相，憑藉自己
的智力也不行。我們可以探究整個救恩史，可以研究全部神學，但是沒有聖神我們
無法明白。讓我們明白真理的正是聖神；用耶穌的話說，是神聖讓我們認出耶穌的
聲音”：“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隨我”。
“教會的前行得益於聖神的作為”，聖神使我們聆聽主的聲音。那麼，“我如何才
能確定自己聽到的聲音是耶穌的聲音，自己感覺應該做的事是出自聖神的意願呢？
”教宗答道：“應該祈禱。沒有祈禱，也就沒有聖神的位置。應該祈求天主賜予我
們這項恩典：‘上主，請賜予我們聖神，讓我們能在每時每刻分辨出自己應該做什
麼’。我們該做的不總是一成不變的事。教會所要傳達的訊息不變，但教會在不斷
前行，教會在聖神的驚喜和新意中前行。‘
可是，神父，為什麼要給自己找這麼多難題呢？我們做之前一直在做的事吧，
這樣更保險些……’”教宗警告說，做之前常做的事，是選擇“死亡”的另一種表達
方式。正確的道路應該是“敢於冒險，多多祈禱，懷著謙卑之心”，接納聖神對我們
的要求，做出改變。“這才是可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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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最後說：“上主曾對我們說，如果我們吃祂的肉，喝祂的血，必會獲得
生命。現在我們繼續這個慶祝，這樣說：‘上主，禰在聖體內與我們同在這裡，禰將
居住在我們心中，賜予我們聖神的恩寵。請賜予我們恩寵，讓我們在聖神告訴我們前
行時不害怕’。在這台彌撒中，讓我們祈求這份勇氣，這種帶有生機的使徒勇氣，不
要讓我們的基督徒生活成為記憶的博物館。

（徐少平提供）

指導司鐸 :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四月份收支報告

司鐸 :

劉神父（退休）

ilau88@aol.com

執事：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徐少平

(562) 430-0278

彌撒奉獻 - 支票

鄭仲凱

(949) 230-0188

4/19/15 電影欣賞 - "天主
教"奉獻

四月

收入

理事聯絡電話：
會

長 :

副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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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正宇

(949)637-2907

成人慕道班:

余惠美

(949) 350-1077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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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520-5951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 - 5370

兒童組 :

董晴

(949) 637-9366

南南區 :

（626）-808-5489

小組負責人 :

福傳負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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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撒奉獻 - 現金

695.00
1390.25
145.00

$

總收入

2230.25

支出

$

彌撒謝儀

500.00

贊助聖心中文學校

1350.00
1500．00

印刷費

162.00

4/19/15 電影欣賞 - 點心

97.25

一日退省

503.00

教堂奉獻

總支出
本月結餘

$
$

3609。25

（13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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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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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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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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ｓｏｒ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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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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