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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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

聖事活動
地點

每月彌撒／

時間

聖詠團

地點
時間
北區時:
地點:

August 2015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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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日上午10:30（常年期第18主日)
八月九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9主日)

輔祭:Leonard Sun
輔祭:Joseph王/Lillian王
輔祭：

八月十六日10:30(聖母升天節/常年期20主日)輔祭:Joyce雷/Megan雷
輔祭：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1主日）輔祭:Irene孫/Daniel趙
八月三十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2主日） 輔祭:Leonard Sun
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中午 12:00 開始聖詠團練唱，除非有另外通知)
八月五日下午1：00（常年期第18主日)
輔祭:Gail張/ Lucia張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 1：00（常年期第21主日）輔祭:Joseph王/Lillian王
八月十五日(星期六) 下午3點半
帶領人:丁慶如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修女)
盧德傳 1-4章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聖經研讀／

中區時:
地點:

聖經誦禱／

10432 Calle Madero,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南區1時: 八月七，二十一(星期五) 晚上 7:30-9:30 聯絡人:范邦達

唸玫瑰經

地點:

通訊編輯組:
網路通訊組:
《徵求稿件》
《回饋信箱》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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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晚上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孫立雄
孫立雄/王寶鑾 家 (714)-932-1689
智慧篇第六和第七章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南區2時: 八月十四，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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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晚上8點
地點:
Raymond & Cecilia 家 (949) 363-5668

帶領人: 羅 瑋
宗徒大事錄 13-16 章

關懷小組: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聯絡人:鄭陳雅寧
(949) 559-8223

劉正宇
Raymond Liu (949) 637-2907, 張育琦(Jocelyn),程紅(Flora)
江士奇
Shih-Chi Chiang (949) 891-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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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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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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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訊息》
*一年一度的成人慕道班要開始了，余惠美姐妹以一篇<奇異的醫生>短文，點出了瞭解天主的道理的重要。
*陳懷台姊妹的小孫子陳天福，一出生就面臨了極為嚴峻的身體考驗，也只有因著眾人的祈禱及天主的恩寵，
才能讓小天福繼續他的小小生命，懷台姊妹懇求大家繼續的為小天福祈禱。詳情請看<天主的降福>。
*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議題，不論最高法院的裁決是甚麼，我們給予尊重，就如我們
也尊重不同的宗教一樣。但是身為教友，對於教會的訓導也應有所理解。茲節錄美國天主教主教團對此一裁
決的回應，請看美國主教團對最高法院“<同性婚姻>”裁決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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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看聖心中文學校小朋友們的作品嗎？請點<聖心中文學校作品展>
《本會訊》北區區長張承露姐妹, 因在南加居住時間短,不克繼續，故而請辭。謝謝承露多年來的服務。北區
七月查經，經大家一致舉手通過，陳秀貴姐妹將從八月開始擔任北區區長。謝謝陳秀貴姐妹願意出來服務。
《本會訊》暑假期間，給孩子們一個可貴而美好的禮物 – 請帶孩子來參加八月一日的 Children faith day
camp.在王修女活潑生動的引領下，來讚美上主。祂是多麼慈愛、聖善、寛仁！星期六上午 9 點到下午 2 點。
期盼諸位鼓勵自己的孩子孫子參加並將之介紹給親友。請提供孩子的年齡，年級（after summer) 及英文名
字。Day camp 以英語主持。更多詳情請點<Children>
《本會訊》 本會 2015/16 慕道班將於八月九日開課。敬請廣為傳播，盡心邀約。
時間：每月第二、三主日 2pm - 4pm （August 2015 - March 2016)
地點：基督主教座堂園區( 前水晶教堂）/ Christ Cathedral Campus,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Tower of Hope ( 大樓上有數枚金色鈴鐺 ）3 樓, Room 3C
詳細慕道班/信仰講座資訊請看負責人余惠美姐妹(May Lau) 安排好的課程表，供您用以邀請親友來認識由基
督親自建立的天主教會。同時也歡迎有意來溫故知新的主內朋友報名參加。懇請您為此福傳講座祈禱，求主
降福諸位講師、主持人，聨絡人 May Lau and Marie Chang 並祈求上主引領祂的羊來參加慕道班。
《本會訊》陳懷台七月十三日下午來郵，向諸位詳述愛孫病情的進展及更仔細分享死而復生的奇蹟見証。謝
謝您愛心的祈禱及獻彌撒並敬請継續為 7/1/15 出生的陳天福（Isaac )祈禱及獻彌撒。
《本會訊》本會曾於 2010 年 10 月 2 日舉辦過加州化野漠 St. Andrew Abbey 一日遊。請參閱我們三十周年
專刋中德蘭對此活動之實况分享。其中特別介紹和周邦舊修士的感人座談會。周修士三十年為教受難，對主
的忠貞和堅毅信德令人敬佩。 May (余惠美姐妹)計畫去為她老人家賀九十歲生日。如您有意 carpool 同
往，請和 May (949)350-1077 聯絡。
《本會訊》戎利納修女將於 8/30/15 為大家舉辦一個主題為”與約伯一起划向生命和信仰的深處”的半日退
省。戎修女是舊約聖經學博士，對舊約有非常精闢的研究，這是個難得的靈修機會, 盼您把握。請向區長或
靈修組 Tiffany 報名。更多詳情請點<戎修女>。
《本會訊》一年一度的加州華人天主教青年生活營開始報名了! 此營隊是由南北加州的大學以上的青年們輪
流一起策劃和籌備的信仰生活營。參加過生活營的青年們一年又一年的繼續回來， 是因為要與在主內認識的
朋友們分享他們的信仰生活經驗及友誼。 本堂很多青年都是長期在營隊薰陶下得以感受聖神的光照!
主題: 「決勝時刻：屬靈之戰」 Call of Duty: Spiritual Warfare
主講神師:竇鍾安神父 Fr. Ivan Tou, CSP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紐曼廳聖神堂(Newman Hall Holy Spirit
Parish)擔任主任司鐸
日期:9 月 4 日星期五至 9 月 7 日星期一(勞工節長周末)
地點:Santa Teresita Youth Conference Center, Three Rivers, CA (near Fresno,CA) 有 carpool 安排
報名方式: 隨時網路報名網址 : www.cacclc.org
對象: 今年升大學及十八歲以上的青年
早報名有優惠: 優惠期間 (6/29 - 7/27)學生 $150,在職 $180
一般價 (7/28 - 8/17) 學生 $180 ,在職 $200
語言:課程以英文為主(內容會有重點翻譯成中文) 小組可選擇英文組或中文組
更多詳情請點<青年生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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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易澤航弟兄的母親於七月十日蒙主恩召。Virgil （7/24-6:30PM)及 追思彌撒(7/25-10:30AM) 均
在 Queen of Heaven, Rowland Heights 舉行。請為易伯母安返天鄉，並保祐易伯母家人平安祈禱。
《本會訊》7 月 13 日晚間 7 點在 Anaheim 的 St. Boniface 教堂舉行了主教 Kevin Vann 晉牧十週年的感恩
祭，有 40 多位神父共祭。主教在講道時，提到了他個人的召叫，也勉勵教友們回應天主的召加，傳揚福音。
主教 Kevin 在 2005 年 7 月 13 日於德州 Fort Worth 教區晉升為主教，2012 年 12 月調任橙縣教區主教。彌撒
後，在教堂大廳舉行茶會，並有墨西哥 Mariachi 樂隊熱情表演。劉執事及周珣夫婦應邀參加，也向主教表達
了華人教友恭賀及祝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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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的醫生
一個垂死病人抓住醫生的手說：「醫生，我很怕死；請您告訴我，死後等著我的是什麼？陰間是什麼光景？」
「我不知道」，醫生回答。 「您不知道？」的病人喃喃地說。
在靜默中，醫生打開了房門，一隻狗立刻鑽進房間大蹦大跳並以其他種種方式來表達牠重見主人的喜樂。
醫生再轉向垂死的病人說：「您看見我的狗的行為了嗎？牠從未進入這個房間，也不認識牠要遇見的人，但
知道門後有牠的主人，這門一打開，牠就高興得跳了起來。您看，我也不知道死後到底會發生什麼，但我知
道我主，我的師傅在門的那邊，這就夠了。所以，當有一天這扇門打開時，我會無限快樂地前往祂那裡。」
朋友, 你相信的是什么? 有兴趣去寻找吗? 诚挚的邀请你来慕道班经验, 探寻我们的信仰.
期待你, 和你的家人, 朋友一起到来, 在信仰的道路上, 我们一起成长.
2015 – 2016 橙 縣 華 人 天 主 教 聯 誼 會
題

慕 道 班
課

程

+ 信 仰 講 座
內

容

version date: June 27, 2015

講次

日期

主

課外閱讀:
天主教的信仰

1

8/9/2015

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

2
3
4
5
6
7
8
9
10
11

8/16/2015
9/13/2015
9/20/2015
10/11/2015
10/18/2015
11/8/2015
11/15/2015
12/13/2015
12/20/2015
1/10/2016

(開學禮)
天主是人類的來源與歸宿,
緒論: 第 1 ─ 8 節
天主的啟示(聖經) 與人的回應(信從)
天主愛的計劃
天主拯救人類的計劃; 天主聖父
正 1 - 9
人類大君王的誕生
耶穌的誕生, 福傳,講比喻, 行奇蹟
正 10 - 16
天人和好與重獲救恩
耶穌的受難,死亡,復活,升天,再來;教授天主經 正 17 - 19
我信永恆的生命
肉身的復活; 審判; 天堂; 地獄
正49 - 52，緒3
聖母，一個偉大的母親
天主聖神;基督建立的教會;聖母經,聖三光荣經 正20 – 23, 27, 28
從教會的成立到今天的梵蒂岡 聖教會簡史與規條﹔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
緒20,正25,26 附3,4
愛的誡命
天主十誡*
正 41, 43，44 -47
天主教友的宴會
入門聖事: 聖洗﹔聖體聖事﹔彌撒﹔堅振聖事 正 31 – 33
從寬恕中得到平安
治癒聖事: 和好聖事, 傅油聖事.教授信經
正 34, 37.
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聖秩聖事, 婚姻聖事 與 禮儀.
正35,36,38

12
13
14
15
16

1/17/2016
2/14/2016
2/21/2016
3/13/2016
日期待定

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中國文化的天主觀; 簡介其他宗教
緒 9 - 15
無條件的大愛
良心, 罪過, 功德，基督徒十要
正15, 29 – 30.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基督徒的祈禱和福傳生活
正39, 40, 42, 48.
基督徒的社會公義
基督徒的社會公義與服務,簡介復活節前夕禮儀 正24，緒16 - 18
參加聯誼會參觀教堂,避靜或分享活動

講

師 主持人

蔡展鋒 葉
杨神父
杨神父
蕭莉芳
陳濟東
陳濟東
李偉鈞
劉卓台
孫立雄
孫立雄
廖勇誠
孫美祥
朱 嶠
杨神父
蕭莉芳
劉卓台

青

陳惠蘭
陳惠蘭
陳夙慧
陳夙慧
陳錦嬿
陳錦嬿
李守毅
李守毅
饒 成
饒 成
王华君
張幼妮
張幼妮
葉 青

指 導 神 師 : 吳仲基神父
(714-774-2595),
慕道班聯絡 : 余惠美 May Lau (C) 949-350-1077, 张希光 Marie Chang (C) 949-419-6666
地點: Christ Cathedral,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教室: TOH-3C ( Tower of Hope, room 3C ), 下午 2:00pm 開始至 4:00pm 結束
（2016 年成人慕道者领洗日, 聖週六：三月二十六日）
2016年的復活節是在三月二十七日 (Sunday, March 27, 2016 is Easter)

為了加強我們的信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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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更能和親友分享我們寶貴的信仰。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時間：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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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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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降福(天福Isaac是陳懷台姊妹的小孫子)
陳懷台
天福生于7月1號。父親是內科醫生母親是眼科醫生。 產後在醫院觀察了兩天因為他母親在生產時發燒。
出院後他父母親帶她去住旅館不敢回家因為天福的姐姐天美在流鼻涕感冒。7月5曰我開車到聖荷西去參加天
主教的彌撒。在教堂外接到消息小天福發燒住院。我馬上折回家照顧另外兩個孫女。天福被濾過性病毒感
染。初生兒沒有任何抵抗力,病毒馬上侵到全身。很快的蔓延到腦，肝臟，心臟，腎臟。兩天後開始挿管，洗
腎，醫生說肝臟已經全毁了,將來需要肝臟移植。最糟糕的是頭腦。天福可能變成白癡。死亡只是時間問題，
我女兒請神父來傅洗。哭著問天主：為什麼？
住院醫生來探聽我的口氣。她說許多父母到這時已經放棄。我說我和女兒談過了。只要天福活著我們會
扶養他。決不放棄！我深信只要主說一句話。死人都可以復活。許多人都在替天福祈禱。教友羅慧敏送來路
德聖水及炒麵。我們身心欲碎看著天福受苦。我女兒開始禁食祈禱，因為她還在月中，我就勸她喝湯。我們
把雞湯煮的濃濃的。讓她喝下去。我們全家都従東部飛來。女婿家人也趕到了。
七月九日晩上。女兒來電説天福的血壓下降，心跳增到三百多下。他的小心臟無法負荷。時間不多了。終
於天福心臟停止跳動。醫生電擊三次無效，放棄，宣告死亡。他們讓父母親抱著嬰兒說再見。我女兒一邊哭
一邊摸著天褔唱歌給他聽，叫他安心的去天堂。忽然間我女婿驚呼"心跳回來了!" 奇蹟發現。死人復活!
㐧二天早上一大群醫生會診天福。發現損壞的腦及肝臟開始復原。天福還睜開眼睛來看他爸爸一下。主
治醫師說"我們無法解釋。"但是醫生們決心搶救小天褔。他們關著門和父母親會商同意用人工心臟瞙以後。
天福馬上被推到手術室。外子在醫院外面等待泣不成聲。終於好消息到達，手術成功。人工心肺可以幫小天
福的心臟和肺部得到休息。我在家照顧孫女。女兒來電話說她受不了了。我說你一定要撐下去。要唱歌給小
天福聽。他是乖寶寶。他在為父母親活下去。
今天早上，我去聖堂祈禱。主對我說：'不要怕'。 我說：'主，我知道你把死人復活，為彰顯您的大
能。現在教友們都看到了這個死人復活的奇蹟。我怕天福己沒有利用價值。你會把他收走。' 主沒有回答。
彌撒中我痛哭出聲。神父及教友都答應替天福祈禱。其中一位居然是我女兒同事。她很快地通知大家。共同
祈禱。小天福出生一副大嘴巴。嘴大吃四方。出生不到一個禮拜。美洲,亜洲,歐洲，全球連線替他祈禱。不
論天主的意思何在。我叩謝大家的愛心。
回到醫院。女婿說天福情況穩住.要轉送到心臟科加強護理室。那裡的醫生護士對搶救心臟比較有經
驗。這就是今天的情況。天福尚未脫離險境。懇請大家幫忙継續祈禱。
陳懷台跪拜
今天是七月十三日禮拜一。天福的心臓已經穩定二天了。天福的新生兒加護主冶醫生流著眼淚告訴許多人天
福死而復活的奇蹟。醫護人員感動的哭。小愛剛收到一位牧師的電話要拍紀錄片。天福仍然病危靠著人工心
昁及洗腎機活著。希望大家繼續祈禱。我了解為主見証的重要。譲天福完全痊癒豈非更好的見證？請求大家
継續祈禱。只有主能夠救他。我相信人人都知道的。
昨天(7/14)下午，外公和爺爺去看天福時，天福醒來了。外公將他錄影下來。不是外婆吹牛，天福是個很俊
美的男孩子。聲音宏亮。只可憐現在插氣管發不岀聲音。只有默默地忍痛吃苦。他仍然靠著機器活著。情況
穩定但仍然病重未岀險境。謝謝大家継續為他祈禱。
陳懷台叩求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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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暑假期間，給孩子們一個可貴而美好的禮物 – 請帶孩子來參加八月一日的 Children faith day
camp.在王修女活潑生動的引領下，來讚美上主。祂是多麼慈愛、聖善、寛仁！星期六上午 9 點到下午 2 點。
期盼諸位鼓勵自己的孩子孫子參加並將之介紹給親友。請提供孩子的年齡，年級（after summer) 及英文名
字。Day camp 以英語主持。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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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戎利納修女將於 8/30/15 為大家舉辦一個主題為”與約伯一起划向生命和信仰的深處”的半日退
省。戎修女是舊約聖經學博士，對舊約有非常精闢的研究，這是個難得的靈修機會, 盼您把握。請向區長或
靈修組 Tiffany 報名。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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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一年一度的加州華人天主教青年生活營開始報名了! 此營隊是由南北加州的大學以上的青年們輪
流一起策劃和籌備的信仰生活營。參加過生活營的青年們一年又一年的繼續回來， 是因為要與在主內認識的
朋友們分享他們的信仰生活經驗及友誼。 本堂很多青年都是長期在營隊薰陶下得以感受聖神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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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美國主教團對最高法院“同性婚姻”裁決的回應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六月廿六日作出歷史性決定，使得同性婚姻在全國五十個州份合法，天主教會的反應迅
速，美國主教團譴責稱該決定「極其不道德、不公正」和「悲慘的錯誤」。「正如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在過去四十年沒有解決墮胎問題，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也沒有解決今天
的婚姻問題。兩案都沒有植根於真理，因此，它們都注定失敗」。 以下為英文全文。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Marriage “A Tragic Error” Says President of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June 26, 2015
WASHINGTON—The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June 26, interpreting the U.S. Constitution to require all states to
license and recognize same-sex “marriage” “is a tragic error that harms the common good and most vulnerable among
us,” said Archbishop Joseph E. Kurtz of Louisville, Kentucky, president of the U.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USCCB).
The full statement follows:
Regardless of what a narrow majority of the Supreme Court may declare at this moment in history,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person and marriage remains unchanged and unchangeable. Just as Roe v. Wade did not settle the question of
abortion over forty years ago, Obergefell v. Hodges does not settle the question of marriage today. Neither decision is
rooted in the truth, and as a result, both will eventually fail. Today the Court is wrong again. It is profoundly immoral
and unjust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clare that tw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can constitute a marriage.
The unique meaning of marriage as the union of one man and one woman is inscribed in our bodies as male and
female. The protection of this meaning is a critical dimension of the “integral ecology” that Pope Francis has called us
to promote. Mandating marriage redefinition across the country is a tragic error that harms the common good and most
vulnerable among us, especially children. The law has a duty to support every child’s basic right to be raised, where
possible, by his or her married mother and father in a stable home.
Jesus Christ, with great love, taught unambiguously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marriage is the lifelong union of one man
and one woman. As Catholic bishops, we follow our Lord and will continue to teach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this truth.
I encourage Catholics to move forward with faith, hope, and love: faith in the unchanging truth about marriage, rooted
in the immutable nature of the human person and confirmed by divine revelation; hope that these truths will once again
prevail in our society, not only by their logic, but by their great beauty and manifest service to the common good; and
love for all our neighbors, even those who hate us or would punish us for our faith and moral convictions.
Lastly, I call upon all people of good will to join us in proclaiming the goodness, truth, and beauty of marriage as
rightly understood for millennia, and I ask all in positions of power and authority to respect the God-given freedom to
seek, live by, and bear witness to the truth.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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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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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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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 JUNE 2015
收
入

理事聯絡電話

彌撒奉獻 - 現金

$

2,061.00

會

(562) 430-0278

彌撒奉獻 - 支票

$

1,318.00

(949) 230-0188

總收入

$

3,379.00

彌撒謝儀
教堂奉獻
印刷費
慶祝吳神父晉鐸六週年的蛋糕
信仰講座 (6/6 & 6/21/15)
保健講座 (6/13/15)
敬賀劉神父生日禮金
助陝西渭南教區老年及生病神父修
女
廣告費(7/26/2015 LW 音樂會)
助河北進德公益基金會
總支出
本月結餘

$
$
$
$
$
$
$

(500.00)
(1,000.00)
(162.00)
(28.00)
(300.00)
(294.88)
(200.00)

$
$
$
$
$

(1,000.00)
(300.00)
(300.00)
(4,084.88)
(705.88)

長 :

副 會 長 :

徐少平
鄭仲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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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出

四區區長
北

區 :

陳秀貴

(714）577-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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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詠團長 :

李偉鈞

(949) 831-0576

聖詠副團長 :

潘曼麗

(714) 520-5951

小組負責人

教堂奉獻{10% of 彌撒奉獻 (2nd half of 2014) +

註: 2014 Year End}

福傳負責人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5370

兒童組 :

董

(949) 637-9366

晴

<點擊編者的話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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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Thomas More Church

$

1,000.00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

1,000.00

聖心中文學校作品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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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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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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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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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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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