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7 月 通訊月刊 

Orange County Chinese Catholic Association (OCCCA)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              
 

 

在橙縣天主教主教座堂, (前水晶教堂 )園區 

每主日上午 (10:30am) 定期舉行華語彌撒 

Christ Cathedral -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Weekly Sunday mass at 10:30am 

 

聖心中文學校-Chinese School  

Christ Cathedral - Pastoral Center 

(上課時間: 每週日 9:00am – 12:00pm)  

Every Sunday, Starting Sept. 13, 2015 

聯絡人: 孫立雄(Leonard Sun) 714-932-1689 

          朱靜雯(Kathy Cheng) 949-230-7138 
 

 
 
 

 

 

 

天主教聖心中文學校 

喬遷啟事 
 

天主教聖心中文學校將於今年九月搬進橙縣基督主教座堂牧靈中心(Christ 

Cathedral Pastoral Center)，這也可以看到主教對我們中國人的重視。聖心向

來以師資優良、小班教學以及獨有的聖心園地為特色，現在又有這麼優美的校園

與方便的地點，主教也樂見其成，這真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新的開始，需要各位的大力支持，幫忙介紹學生，並參與義工與募款的工作。相

信天主讓我們搬到這裡，一定有祂的計劃與美意。誠摯懇請主內兄弟姐妹為我們

的中文學校招生及喬遷順利祈禱。 

 

學校將於九月十三日開學, 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上課，盼望大家支持

自己的中文學校；詳情請向 

孫立雄 (Leonard Sun) 714-932-1689 lishiung@gmail.com 或  

朱靜雯 (Kathy Cheng) 949-230-7138 kathycheng888@yahoo.com 聯絡。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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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聖事活動 July 2015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地點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上午 9:30 開始聖詠團練唱，除非有另外通知)   

每月彌撒／ 時間 七月五日上午10:30（常年期第14主日)          輔祭:

七月十二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5主日)      輔祭： 輔祭:Joyce雷/Megan雷

聖詠團 七月十九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6主日）     輔祭：輔祭:Joseph王/Lillian王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7主日） 輔祭:Daniel趙/Irene孫

輔祭:

St. Thomas More Church

地點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中午 12:00 開始聖詠團練唱，除非有另外通知)  

時間 七月五日下午1：00（常年期第14主日) 輔祭:Gail張/ Lucia張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 1：00（常年期第17主日） 輔祭:Joseph王/Lillian王

北區時: 七月十八日(星期六)  下午3點半 帶領人:王凱琳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修女) 民長紀 16-20章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聖經研讀／ 中區時: 七月十七日(星期五) 晚上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孫立雄

地點: 陳文英/朱安邦 家 (714) 964-2254 智慧篇第五和第六章

聖經誦禱／ 10674 El Morro Cir.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南區1時: 七月三，十七(星期五) 晚上 7:30-9:30 聯絡人:范邦達

唸玫瑰經 地點: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南區2時: 七月十，二十四(星期五) 晚上7:00-9:30 聯絡人:黃秀紛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949) 468-7187

南南區時: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晚上8點 帶領人:劉正宇

地點: Tony & Kathy家  (949) 230-0188 宗徒大事錄 9-12 章

關懷小組: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 聯絡人:鄭陳雅寧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949) 559-8223

通訊編輯組: 劉正宇 Raymond Liu (949) 637-2907, 張育琦(Jocelyn),程紅(Flora)

網路通訊組: 江士奇 Shih-Chi Chiang (949) 891-1688

[徵求稿件] 當您參加了活動或看了聖書，影片之後，若是心有所感，希望您能與大家分享。

稿件請寄到 raymondliu24511@gmail.com 。

[回饋信箱] 如果您對通訊有任何的建議，或回饋意見，也請寄到以上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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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親愛的主內兄弟姊妹們，為了讓大家每月能夠看到更多的消息與文章，今後的通訊將會有兩

種版本，即印刷版與網路版。在網路版中，除了<本會訊>以外，您可以點擊在<編者的話>中介紹的鏈結，您

的版面應該會直接跳到想看的頁面。看完後，可依指示點擊<編者的話>，頁面會再跳回此處，然後繼續看下

一篇想看的文章。祝您閱讀愉快！願天主的平安，喜樂與您常在！ 
 

*彌撒重要嗎？我能感到彌撒在我屬靈的生命中，所帶來的恩典嗎？請看看余惠美姐妹所準備的這篇《爲什麽

每天望彌撒》。祈願天主在每台彌撒中，帶領我們更能與祂一起喜悅地融合！ 

*信德陶成“天主教”系列影片欣賞–感言《天主教影片欣賞心得分享》中，丁慶如姐妹敘述了影片的詳細內

容，聯誼會極力推薦大家在七月十九日務必抽空去欣賞這部影片的第二部（三，四集）。 

*適逢抗戰勝利七十年紀念，讓我們藉著于德蘭姐妹《于樞機在抗戰時期對國家的貢獻》及江士奇弟兄《國

殤》這兩篇文章，一起瞭解當年爲抗戰奉獻與犧牲的偉大人物，並祈求聖神的感召，帶著我們，以前人為

師，追隨耶穌基督的腳步，邁步前進！ 

*對養生有興趣的朋友大慨都去了向致民老師的原始點健康講座吧？不管您去了或沒有，都可以再重新看看蔣

麟弟兄為這次講座幫忙製作的檔案《原始點推廣說明》，希望對您的健康有幫助。 

*想知道我們的教宗最近告訴了大家甚麼事嗎？請看《梵諦岡網頁》 

*任何人想要與神父，執事，理事，區長聯絡或想瞭解本月收支狀況者，請點《聯絡及收支報告表》 

 

《本會訊》七月起吳神父將藉著安息年去墨西哥進修，祝福吳神父有個豐碩的安息年。 

以下是吳神父給教友們的信： 

 

大家好，我想藉這機會向大家道謝及暫時吿別。從七月開始，我會離開大家一段時間去進修西班牙語文。 

在這安息年中，我將不再涉足任何與聯誼會有關的事情。在過去六年中， 承蒙大家的關心和愛護，在這 

多元化的團體裏，使我的靈修有著意想不到的收穫。希望大家珍惜主給了我們的教會，好好地為自己和 

別人的救恩，努力不懈。不要因為個人的感覺和情緒而影響天主給予我們的救恩使命。我知道你們都很 

愛神父，可是愛神父不等於愛教會，愛天主；相反的，愛天主，愛教會就等於愛神父。我會在墨西哥的 

修道院住一段時間，也會時常爲你們祈禱。                                              吳神父 

 

《本會訊》本會將在每週的彌撒時間(上午 10:30)由楊國育神父代為主禮。感謝楊神父的大力支援 

 

《本會訊》6/8慶祝本會指導神師吳神父(中)晉鐸六週年，今年十月蘇神父(左)亦將晉鐸六週年，也是劉執

事(右)升任執事八週年，喜事重重，都在一起慶賀，很是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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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本會聖詠團指揮 Christine 將於今年七月搬到加拿大居住，我們一方面為她先生的昇遷而高

興，但也為她的離去而不捨。願以後常還有相聚的日子，大家的友誼常存。 
 

 
 

 

《本會訊》為本會服務了年餘的通訊理事周樹海弟兄，因為個人事務，無法再兼顧通訊編輯，通訊理事將

由劉正宇弟兄代理。聯誼會非常感謝樹海這年餘的努力與付出，願天主保佑他的新事業！ 

 

《本會訊》為本會聖詠團司琴多年的 David(廖)已準備到聖地牙哥唸大學了，雖然聖詠團又少了一個得力的

好幫手，但也很高興能看著他們展翅高飛。願天主祝福他一切順利！ 

 

《本會訊》為本會輔祭的小朋友兄妹 Joseph and Lillian Wang 最近剛完成初領聖體聖事，看著他們歡喜

地排隊與大家領受聖體聖事的模樣，真令人爲他們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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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本會成人慕道班將於 8/9開始，祈願大家帶領親朋好友來一同聆聽道理，為能喜悅地傳播主的

福音喜訊，也請為可能的慕道者祈禱。課程的時間，地點詳情請洽詢慕道組余惠美姐妹 (949) 350-1077。 

 

《本會訊》恭賀本會孫義弘弟兄 6/14在 Ignatian Spiritual Formation Program 畢業，以後為主工作就又更有

力了。願天主祝福他以及家人。 

 

 
 
 

《本會訊》6/13原始點健康講座幾乎是座無虛席，可見大家對養生知識的渴望，非常感謝向致民老師的指

導與示範。更詳細的內容，可由此網站下載:  張釗漢醫師著【原始點醫學】網路版第 12 版 
http://cch-foundation.org/index.php/2012-03-07-02-56-35/2013-11-10-07-36-13/item/2162-12-0 

 

 
 

 

《本會訊》很高興美國華語夫婦懇談會能請到台灣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教授來南加州演講 

 

http://cch-foundation.org/index.php/2012-03-07-02-56-35/2013-11-10-07-36-13/item/216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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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演講題目如下： 

 

7月 4日(六) 10:00~12:00 羅蘭崗  St. Elizabeth Ann Seton  教堂 

—讓高牆倒下吧- 我可是他人眼中的高牆? 

 

7月 5日(日) 14:00~16:00 洛杉磯  St. Rafael  教堂 

—我學科學，我也是基督徒 

 

7月 11日(六) 10:00~12:00 爾灣  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 

—如何培養未來的領袖- 人類面臨的重大問題 

 

7月 12日(日) 13:30~15:30 園林市 Christ Cathedral Cultural Center 

—我的志工生活- 人生的下半場 

 

有興趣的人，請至 http://sca.camea.org/ 填寫報名表或電洽 909-532-5904。 

 

  

http://sca.cam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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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靈修 Spiritual Truths 

爲什麽每天望彌撒 

「彌撒(感恩聖祭)乃是最完美的祈禱方法。」【教宗保祿六世】  

為了我們熱心地望每台彌撒，我們的主，要在我們死時打發一位聖人來。 【 耶穌啟示給聖女大潔如】  

「世界缺少陽光容易存在，缺少彌撒則不易存在。」【聖五傷畢奧神父 】  

「假如我們知道彌撒的價值，我們會高興死了。」【亞爾斯本堂聖若翰‧衛雅】  

聖安生乃教會偉大的聖師，他聲明道：為人在生前僅奉獻一台彌撒比在死後按同一意向奉獻一千台更有價

值。 聖梁納迪支持這一說法，他說：生前的一台彌撒比死後的許多台彌撒更獲益多。 「假如人在生前求作

神聖彌撒，總比死後為救助靈魂求作彌撒有更大益處。」【教宗本篤十五世。 】 

 

參與彌撒聖祭所得到的聖寵: 

 

一、彌撒是延續的聖山祭。  

二、每一台彌撒都有我們主生活、受苦以及受死的祭祀價值。  

三、神聖彌撒是最有力量的贖(你的)罪祭。  

四、在臨終時，你所參與的彌撒都是你最大的安慰。  

五、每台彌撒都跟你到「審判」前，並懇求寬恕。  

六、在彌撒中，你能按照你的熱忱多寡減輕你因罪所應受的暫罰。  

七、熱誠地參與彌撒，你給予我們主的神聖人性最大的尊敬。 祂彌補你許多疏忽與懈怠。  

八、祂赦免你所未告明的小罪，消滅魔鬼對你的勢力。  

九、你提供煉靈可能最大的解脫。  

十、你生前望一台彌撒比死後(別人)為你望多台彌撒得到更多恩惠。  

十一、你會躲避危險與不幸，否則它們會落到你身上，又能縮短你的煉苦。  

十二、每台彌撒為你嬴得在天堂更高級的光榮。  

十三、你領受了我們的主在天堂所批准的司鐸之降福。  

十四、許多聖潔的天使要以敬畏臨在可欽崇的祭祀中 ，你就跪在他們中間。  

十五、在暫時的事物與財務上，你蒙受降福。 

 

在永生内我們才完全曉得，參與每天的彌撒是值得的。 為司鐸們祈禱吧，使得他們以聖潔的敬愛奉獻彌

撒。 每次，人領聖體，在天堂，在地上以及在煉獄，為每人總有某種益處。 【基督啟示聖女大潔如】  

一次善領聖體，比給窮人兩萬新法郎更有價值。 【亞爾斯本堂聖若翰‧衛雅】  

「倘若你們要幹最能中悅天主的心，擊退魔鬼誘惑最有效力的事情，好能恆心行善，那麼就該屢次善領聖

體。」【聖若望鮑思高】 

 

《獲得普世彌撒聖寵之祈禱》 
永生之父，我們謙卑地把我們貧陋的參與彌撒以及全世人從世界伊始到終結，所參與或將參與的一切彌撒，

都奉獻給祢。 我們將生活中的痛苦、災害、祈禱、犧牲、喜樂和休閒，同我們可愛的主耶穌基督在世的一

切結合，全獻給祢。 希望基督至尊寶血，祂所流的血，所受的傷痛和愁苦，藉著瑪利亞憂苦和無玷的心，

解救我們。 阿們。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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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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2:00-4:00 PM 

地點：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註解：”天主教”十部影片由 EWTN Global Catholic Network.製作 

聯絡人：羅啟君  (626)315-5580 

 

天主教影片欣賞心得分享 

丁慶如 

美國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從以色列耶路撒冷出發，行腳至全球天主教聖地記錄下普卋天主教信仰的精神，文

化，生活和做為天主教徒的榮耀。謝謝靈修理事羅啓君拿到十集的記錄片（中文字幕)來分享。4/19 播放了

第一，二集後，我覺得受惠很多。記錄片中神父用現代人的思維來追述耶穌的一生生活，和耶穌的教導。是

一部非常好看又易暸解的記録片。它幫助初慕道者一歩一步慢慢認識天主教，也對教友的靈修很有幫助，有

些片段有助自我反省，問自己我對天主教的教理和對主耶穌認識有多深？與朋友在查經班讀聖經固然有趣。

但多看教會其他好書，好影片，參加避靜也是增強信德，和增長對天主教教理的認識。7/19 星期日 12:00-

4:00pm 將播出第三，四集。大家要踴躍參加不要錯失機會。 

 

我自告奮勇把我看第一，第二集之後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第一集：驚喜且敬畏 天主降卋的啓示 

 

主要是要講人性與神性合一的耶穌。整部福音已經詳述這個啓示的奧祕，它在歷史中也應証了；可是仍舊

許多人仍不相信，因為耶穌的出現不符合一般人的期待。舊約中猶太人心中的雅威（天主)是敬畏的，大能的

的戰士，領導以色列人征服各支派。而來自白冷城的戰士耶穌卻是是以不同的方式，祂治癒心靈受傷的病

人，憐憫罪人，與各種階層的人來往祗為牧養他的羊群認識天主---耶穌自己。耶穌敎導他們行善，行愛,寛

恕,仁慈,憐憫。跟隨的人愈來愈多在當時羅馬人和部分猶太人因政治因素稱耶穌是激進份子要處死。耶穌在

哥耳哥達被釘十字架時，羅馬人恥笑祂，猶太人失望，門徒落荒而逃。人性的罪惡全部顯露。耶穌選擇了完

成天主的計劃接受苦爵。釘死三天後復活。耶穌這一戰，戰勝死亡。祂復活後在門徒面前祗做了二件事：展

示(五傷）和祝福（平安)。代表耶穌徹底寬恕人的罪。 

 

耶穌復活是信德的基礎，門徒若不是親眼見證復活的基督，激勵門徒重新燃起希望，保祿，伯多祿遠走至羅

馬歐洲的中心傳揚耶穌是君王，直到犠牲性命。過去羅馬競技場上殺死無數的基督徒祗為了他們堅持基督是

真正的君王而非凱撒，犠牲的鮮血感召羅馬人，今天的羅馬成為天主教信仰的國家。看示基督死於奧古斯督

國王手中，其實是奧古斯都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下。真的是愛比恨更長久。 

 

我們雖未能像門徒親眼看見復活的基督，但是歷史已見證了人性的耶穌身上彰顯了天主性，基督是人性與神

性的合一。我雖然未去過聖地耶路撒冷，身歷其境歷史的遺跡所留下的見證，但是復活的基督肯定是在我每

天的生命中，生活中。我願跟隨祂。 

 

第二集：我等喜樂 耶穌的教誨 

 



 

 
9 
 

主要講耶穌的教誨--真福八端。有人稱之新約的誡命；更好的應該說是喜悅的教悔。門徒口傳耶穌的教誨

並記錄下耶穌在真福山上告訴人們該如何生活才是歡樂有福；是要在福音精神下生活，而非自己的自由下生

活會擁有更多快樂。福音的精神就是(愛）（寛恕）和（給予）。可是我們𣎴太重視或常忽略或認為難以做

到。但聖経中動人的浪子回頭故事就是耶穌用父親比喻天父無限的愛寬恕和慷慨的給予。 

 

我們要許多東西，要的愈多，心中填了太多的慾望，再也放不進屬靈的生命。所以耶穌說 

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你們的。教導我們要渴慕天主，天主會添滿你的空虛，你就得飽飫。 

 

記録片中的作者舉例印度的德肋莎修女照顧垂死病人得到最後尊嚴，非洲殉道的教士，在紐約創関懷之家的

Dorothy 他們都是憑藉愛天主的熱情推動改革社會，不以為苦。接受天主，天主就不斷的給予恩寵，經驗天

主的愛，就會催迫著我們改變，那是為愛天主而改變；我們也用愛的視角來看卋界的需要和改變。 

 

天主要我們生活有活力，生活在恩竉內，產生愛的能量而且要勇敢。作者有趣的說在聖經中寫著當別人打你

右臉時把左臉也轉給他。基督徒不是自虐也不是逃避或是逆來順受，而是呈現岀勇氣令施暴者汗顏或是以幽

默方式反射他們錯誤的行徑；這是新領悟。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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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于斌樞機—— 于樞機在抗戰時期對國家的貢獻 (上、下) 
（轉載自北美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                                                  于德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對日抗戰開始，我國面臨史無前例的巨大浩劫與艱困。 
 

當時軍事專家蔣百里將軍向蔣介石委員長特別推蔫，他說應請當時任我國首都南京的于斌主教（時年三十

五歲為最年輕的主教）來幫助國家。他說于斌主教才學兼備，精通多國語言，口才又好，又是天主教主教，

可以影響有天主教民的國家，若使于主教赴歐美各國為我國抗戰宣傳，力量可抵十萬大軍！ 
 

于斌主教應蔣委員長要求，希望在中國抗戰中能獲得富正義感的天主教世界之支持，並希望加強當時尚未

建交的中國與教廷梵蒂岡的關係。 
 

于樞機主教一生愛教、愛國、愛人，只要是有益於國家、教會和人民之事，他均不辭勞瘁，傾全力以赴。

同年十月于主教應蔣公之請，以中國特使身份訪問歐美各國為國宣勞，揭發日軍在華暴行，收穫極大。他因

此受到日本軍閥之嫉恨，曾懸賞二十萬美金（當時不是一小數目）要緝補于主教。 
 

盧溝橋事變後，日冦對我國大舉轟炸，傷害無辜，慘絶人寰，又同時在國際上造謠，反說戰端由中國而

啟，使各國朝野不明真相。當時日本的力量很大，運用很多錢，尤其是日本天主教的力量不小。當時有一日

本海軍大將名為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是一天主教徒曾帶領一批日本教徒到羅馬遊說指說：「于

斌這人是危險份子，是個宣傳家，請不要讓他講話，尤其是要設法使他不要演講。 
 

在國內時于斌主教馬上號召四百萬教徒，在其領導下對日抗戰到底，他說：「抗日戰爭已開始，自需抗戰

至勝利為止。」他準備先去見教宗聖父，隨即赴美。 
 

智慧超人的于主教到了羅馬後，首先將在南京、上海兩個小孩在鐵路上哭泣的照片給教宗看，說明是由日

本人的暴行造成的。︒因殘暴的日軍使中國産生了千千萬陷於悲慘，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難民。他並說：

「我是中國主教也是中華民國國民，我應盡義務為我國人民請命！」教宗庇護十一世聼了立即就告訴于斌主

教說：「誰幫助你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就得到我的降福！」于主教馬上請教宗在他準備好一張有教宗相片

的明信片上簽名，並將這段話寫上。 
 

當時教廷傳信部在美國最高負責人麥多諾神父因受日方影響，曾轉告于主教不要見記者。于主教和周邊人

說：「沒關係，我有法寶。」他即將教宗簽字照片拿出來，那位麥神父見了立即跪下說：「你可以講話

了」。于主教立刻在全美各教堂展開救難捐款演說，成果甚豐。當時政府成立了中國災民賑濟委員會請于斌

主教為代表，向全世界呼籲，請求救濟。 
 

于主教得到教宗支持後，如虎添翼。于斌主教奉政府命在戰亂中八次出國演講了兩百餘場，他精通十一國

語言之才能發揮了最大作用，且辯才無礙，精誠感人，將日冦假象一一揭破，並將其罪行昭告世界，收効極

鉅。 
 

在美國，于主教又發動「一碗飯運動」，即「一塊美金可使中國難民活一個月」，口號響亮又動聼博得美

國人普遍認同，慷慨解囊，有人要養十個、百個、甚至熱情要幫助千個中國難民。他又想辦法找一位四歲的

中國男孩 John Lee ，穿上中式小長袍站在桌子上用英文為難民請命，感動了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麥克利及周

邊許多聼眾，麥克利還收小男孩為義子。于主教又請兩位中國首代女飛行員李霞卿及顔雅清駕機勸募。還有

張大千之兄畫虎專家張善仔畫畫義賣為難民捐款，得到極大收穫成効。 
 

于樞機主教募集的款項，他自己從不經手。都是直接或由當地僑團和救濟機構送至中國災民救濟委員會

去，使中國難民得到及時之救援。他又組織難民救濟服務團為難民做直接的服務。 
 

蔣夫人宋美齡曾書面表示：「 ...我們回憶于樞機一生的辛勞，認識他代表在當前 怯懦頽廢世界中的正

義呼聲。當抗戰初期，我軍單獨和日本作戰，國際聯盟對我國政府的控訴只在紙上談兵。于斌總主教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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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北美洲，對教會領袖和政界領袖及大學青年，申述中國抗日的神聖職責，為保衛國家而戰，為維護正義

而戰。委員長和我很欽佩他的正義勇氣，又託他和雷鳴遠神父組織戰地民眾服務團，發動國民的愛國情操和

正義感。我們深信他的精神，他的呼聲，已經不是曠野裏的呼聲（于樞機號野聲），而會是在千萬青年之

中，得到洪亮的共鳴。.....」 
 

于樞機當年訪走歐美得到各方精神及物質支援告一段落後，他將豐碩的成果傳達給我國前線將士以鼓舞士

氣，俾能赢得抗戰最後的勝利。他大義凜然地向新聞界說：「身為戰時的一位天主教主教，我有義務要赴各

前線去慰勞。那裡有我們的英勇戰士正和殘暴的敵人從事生死博鬪。我擔任隨軍司鐸地位對陸軍講話。我要

用坦白及誠懇的態度，努力去加強戰士的士氣。.... 
 

當時于斌主教任全國勞軍團團長。他不畏敵人炮火，由重慶出發到前線去，各處發表感人心弦之演說，又

奔走難區慰問傷患，並展開醫護救助工作，贈給傷 兵醫葯及迫切需要的物品。于主教足跡所至，感動了大

家。無論在桂林、柳州、邊疆、西康、貴州，領全國慰勞團赴緬甸勞軍，均受到司令官、士兵及伙夫所有人

之歡迎，有時途中夜宿荒廟、臥革而眠、忍飢挨餓，亦處之泰然。 
 

當時衛立煌將軍、孫立人將軍等位曾多次寫信給于主教表示敬重感謝。抗戰勝利後，于主教又赴貴陽訪美

國空軍均受到熱烈歡迎，各地邀約演講不斷，其深入 人 心之演說轟動一時，禮堂內、外均擠滿了人。他並

代表我方頒獎給魏德邁將軍、馬歇爾將軍等位，為他們協助我國抗戰工作致謝。 
 

另外，抗戰期間于主教在重慶連合基督教、回教、佛教等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促進宗教愛國，擴

大推行國民外交活動，廣大爭取國際同情。在歐美多信仰天主教、基督教，而中東阿拉伯地區信奉回教，東

南亞各國多信佛教，因此各教合作之力量可影響全世界。當時宗教之間難容彼此，若非于公的愛⼼心，號召

力，很難發動。在天主教梵二大公會議之前，于主教已早有真知焯見，率先提倡宗教「合一合作」運動了。

於一九四二年由於于主教的努力溝通，同年七月中華民國與教廷芃蒂岡開始了外交關係。︒ 
 

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年紀念，想到生於國家多災多難之時的于斌樞機主教，在世時為祖國奔走呼號，挺身

為救國救民而努力，他以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滿懷濟世救民之心懷，義無反顧以國家存亡為己任。其浩然

正氣，愛人愛國愛教的典範正是發揮基督徒之大愛真義，他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永留人間。 
 

 
Cardinal Yu-Pin World War II Photo 

人物說明：左起劉君、谷正綱、梁寒操、于斌樞機、馬歇爾將軍、魏德邁將軍、何應欽將軍、俞鴻鈞、孫立

人將軍、黃仁霖。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12 
 

國殤 

江士奇 

 

今天的你我, 或許很難想像那個烽火紛飛的八年艱苦歲月,   報紙上談的不是健保改革, 美食任務, 不是

總統選舉, 一路一帶.  新聞標題卻可能是  “七月七日日軍砲轟宛平縣城, 我守軍奮起還擊”, “淞滬戰場

激戰月餘, 我軍傷亡十餘萬依然堅守陣地”,  “台兒莊我軍大捷, 板垣師團潰不成軍”  … 

 

呂世渙的故事, 就是大時代的千千萬萬人中華兒女的故事的縮影.  我是在 2012 年在安徽尋根時得知他

的事蹟, 他與我的祖父同輩, 算是堂兄弟. 原為北洋政府時期大理院書記官, 後來擔任上海特區高等法院書

記官長.  1937 年上海淪陷之後, 國府上海高等法院仍留在租界工作, 世渙烈士與其他法院同仁抵制日寇及

汪偽勢力之威脅, 拉攏, 利誘, 拒不出任偽職, 並積極參與抗日活動. 在此期間, 上海特區法院有錢鴻業庭

長 (前監察院長錢復之祖父) , 郁華庭長(民初詩人郁達夫之兄)等, 先後均已遭日狙擊喪命.  

 

民國三十年日本偷襲珍珠港,  對英美等國宣戰, 並且派兵進入上海租界. 為了躲避日偽軍警之搜捕, 上

海特區法院同仁均奉命疏散至浙江金華, 並且待命西撤.  但民國三十一年四月, 美國首次轟炸東京, 轟炸機

於航空母艦上起飛, 轟炸東京以後大多迫降於浙江一帶,  大部分美軍飛行員都被我百姓救起. 日軍對於首都

遭轟炸極為不安, 一方面為了重振日本民心士氣, 二方面為了避免浙江機場成為日後轟炸日本之前進基地, 

三方面也為了報復浙江一帶軍民百姓對美軍飛行員之幫助, 於是一個月後發動浙贛會戰.  浙江金華城破之

日, 數十名政府公職人員皆遭到日軍逮捕, 呂世渙略通日語, 乃與日軍曹理論, 首先遭日軍以刺刀刺死, 其

餘公職人員也全遭日軍屠殺. 呂世渙幼子呂章亦隨父遇難.  整個浙贛會戰雖然在我軍奮勇作戰之下, 敵我最

後回到戰前之態勢, 但此會戰造成我軍民同胞約二十萬人犧牲.   

 

我回美國以後,  Google了 “呂世渙” 三個字. 赫然發現居然台北國史館內為數不多的 “抗戰有功人

員褒恤案” 內有呂世渙的相關資料. 但網路上只有檔案標題卻無內容, 大喜過望之餘卻又不知道究竟還有什

麼祕密? 於是委託台北教友代為查詢, 第一次去查詢是周六又是下雨天, 卻因為檔案查詢只有周一到周五可

做, 所以無功而返. 所以兩周後她又趁上班時間跑了第二次. 這次成功了, 調出了包含殉難事蹟, 褒揚令, 

撫卹令等共 30 頁資料. 這些資料大陸那邊根本看不到, 因為種種原因大陸把許多網站, 包括台灣所有的政

府機關, google 搜尋引擎, 都是被屏蔽的網站.  

 

原本以為有了官方資料, 跑完公文流程就可以入祀. 但沒想到這才是起頭而已.   我的要求很清楚很簡

單, 就是把這些殉難烈士的靈位放入忠烈祠內, 我們不要政府一分錢 , 因為撫恤金民國 32 年就已經發過

了.  但剛開始的回覆居然是 “既然在中國犧牲, 應該去入祀中國的忠烈祠”, 後來又說 “在台灣沒有後

人, 不符合入祀資格”,  最後是 “是否應入祀忠烈祠, 當時應已有綜合考量” , 到最後, 給我的答案竟然

是相同陳情案件不再受理.  近兩年的時間裡, 我研讀相關法令,  與忠烈祠, 國防部, 法務部, 內政部,立法

院, 行政院, 司法院各相關單位打電話, 寫信.  努力了兩年,  最後經過媒體的報導, 終於在 今年 3 月由

國防部上呈總統府核准.   感謝天主, 當我電話得知總統府核准時, 一人獨坐在家中客廳, 內心百感交集. 

 

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建於民國 58 年, 老蔣總統非常重視忠烈祠興建工程,  期間曾二十餘次到場監督施

工, 主殿仿北京太和殿但比太和殿還高一米, 表示對先烈之尊重.  入祀典禮是在 5 月 28 日上午九時舉行, 

先前幾天台北天氣時有陣雨, 我母親很擔心是否入祀時天候不佳. 但是感謝天主, 入祀典禮前一天下午就慢

慢轉晴. 據忠烈祠工作人員說, 只要是有入祀典禮, 天 沒有不晴的.  我們到達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後, 接

待的上校就向我們表達對先烈最崇高的敬意. 九時整典禮開始, 禮官一聲 “敬禮”, 在忠烈祠憲兵高舉軍刀

的劍門之下, 由司法院副祕書長手捧著 “浙江金華司法烈士 之靈位” 走向忠烈祠正殿. 這一批為國犧牲的

司法烈士, 從此亦與其他英靈一同, 永享國家之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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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居住美國的老美總是稱他們經歷二次大戰的父執輩是 America's Greatest Generation.   現在旅居

美國來自兩岸三地的華人, 我們大部分都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可怕與殘忍, 但是我們父執輩都是戰爭中活下來

的人, 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我們不要忘記犧牲的三千萬軍民同胞, 也求天主保佑戰爭中犧牲的中華

兒女靈魂早日安息.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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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點推廣說明 

志工 向致民 

1. 台灣財團法人張釗漢疼痛基金會公益推廣，根據以人為本，以病為師的精神， 幫助各個民眾認識自身病

痛，注重養身。經由原始點大面積溫敷及簡易外治，修補體傷。補充熱源來激發自癒能力，達到健康的

目的。不涉及醫療處理及法律責任。   

2. 除ㄧ般外傷，所有病痛（果）都是因為體內熱能不足，身體寒涼（因）所引起。其處理方式，是以內，

外熱源及按推（緣）來改善（因），令身體恢復 運作，進而使（果）消失。故原始點只談改善身體的因 

(體傷；熱能不足) 及緣(按推；內、 外熱源)，避談治身體的病(果)。 

3. 保健之緣：按推原始點，善用熱源，配合運動，穩定情緒，規律作息，適當休息以補充身體熱能、加速

體傷（因）的修復，使病痛(果)消失。 

4. 原始點是經臨床實證的病痛起源處。位於身體固定部位。在這些部位找到較痛的點，稱原始痛點。亦稱

他處體傷。原始點大多位於骨旁處。ㄧ條脊椎（頸部，上背部，下背部，薦椎部）及七處原始點（頭

部，肩部，肘部， 手背部，臀部，踝部，足背部）。 

5. 所有症狀之因，總稱體傷，與患處的關係可分他處體傷與本處體傷。身體是由熱能及各器官，組織組合

而成，需食物，水，空氣等才能產生作用。當身體 這種相互依存，協調運作的關係受到致病緣的破壞，

就形成他處體傷。 

6. 內熱源：以薑湯為主。薑本身不具有任何治病功效，它只是ㄧ種熱源，提供身體運作更多的熱能。每人

每日用量為鮮薑 500克或乾薑 50克，加水ㄧ公升（1000 毫升，約 5碗）用大火煮開後改小火，約 3-4

小時，熬成約 2碗。初試者若嫌薑味太辣，可加少許甘草、龍眼乾或黑糖調味。 

7. 若身患重症或體力寒弱者，應少食甜、酸、酒、茶、冰品、生冷蔬果及海鮮。 

   日常飲食宜少水、少油、少鹽、少加工食品，多吃溫熱性藥食。 

8. 任何【果】-都不可以處理，處理【果】只會使自己身體更寒，體傷更加惡化，生命更加脆弱唯有改善

【因】，使體溫上升，體力恢復，生命才得延續。 

9. 有關心血管，腦血管（中風）的急救、各原始點的位置、找法、及按推手法， 請查閱原始點手冊或上

網：cch-foundation.org  財團法人張釗漢原始點基金會  

更詳細的內容，可由此網站下載:  張釗漢醫師著【原始點醫學】網路版第 12版 
http://cch-foundation.org/index.php/2012-03-07-02-56-35/2013-11-10-07-36-13/item/2162-12-0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http://cch-foundation.org/index.php/2012-03-07-02-56-35/2013-11-10-07-36-13/item/216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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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諦岡網頁 
  
    近期教宗文告  

 
 福音的喜樂 - 論在今日世界宣講福音 繁體版 

 
 福音的喜樂 - 論在今日世界宣講福音 簡體版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crbc_popeletr_list.php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yearofconsecratelife/document/EG_cn_traditionali.pdf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yearofconsecratelife/document/EG_cn_semplificat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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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鐸/工作人員聯絡表及本月收支報告 

 
 人員聯絡表  

指導司鐸：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輔理司鐸：            楊國育神父   

司    鐸：            劉神父（退休） ilau88@aol.com 

執    事：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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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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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808-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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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傳負責人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5370 

兒童組 :  董  晴 (949) 637-9366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五月份收支報告 
   

收

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    1,014.00 

 彌撒奉獻 - 支票  $    1,617.25 

 總收入  $    2,631.25 

支

出   

 彌撒謝儀  $     (500.00) 

 教堂奉獻  $   (1,000.00) 

 印刷費  $     (162.00) 

 慶祝母親節的鮮花  $      (87.00) 

 

歡迎新領洗教友禮

物  $      (84.73) 

 印刷費復活節糖果  $      (40.22) 

 總支出  $   (1,873.95) 

 本月結餘  $      7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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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CA 贊助夥伴（ＯＣＣＣ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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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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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獨特的聖心園地課

程，以增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上課時間: 週日 9:00am – 12:00 p.m. 

校址:13280 Chapman Ave.,Garden Grove, CA.  

電話:(714) 962-6360 校長孫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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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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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