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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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誼會的網站     http://www.occ-cath.org/pages/about_us.html 

 
中文學校網站 http://www.occ-cath.org/chinese_school/home.html 

 

天主教聖心中文學校 
Christ Cathedral - Pastoral Center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中文學校已於九月十三日開學, 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在 Christ Cathedral内的 

Pastoral Center上課。中文學校的＂聖心園地＂亦＂兒童教理課＂是安排在上午 10：40 

to 11:25（第三堂課）以配合本會 10：30 am 彌撒。如您的孩子尚未領洗或初領聖洗，歡

迎您送他們來上此課，以為接受聖事恩寵做準備。 

 

中文學校將於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晚舉辦募款餐會，請大家支持自己的中文學校，地點: 

Clubhouse #1,24232 Calle Aragon,Laguna Woods , Ca. 92637 (5:30PM-6PM 入場, 6PM-

9PM 晚餐及娛興表演)。餐券（$25）請向各區區長購買。 

 

有關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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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cc-cath.org/pages/about_us.html
http://www.occ-cath.org/chinese_school/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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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 聖事活動 October 2015
地點: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上午 10：00 開始聖詠團練唱，除非有另外通知)   

每月彌撒 時間: 每個星期天上午十點半 （Every Sunday Morning 10:30 AM)

十月四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7主日)          輔祭:張宛橋,Joseph王,Lilian王 

十月十一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8主日)       輔祭:Irene孫,Daniel趙,Aaron趙

十月十八日上午 10:30 (普世傳教節/29主日)     輔祭:張宛橋,Joyce雷,Megan雷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30主日） 輔祭:張宛橋

聖詠團加練 時間: 另行公佈

地點:

北區時: 十月十七日(星期六)  下午3點半 帶領人:張玉京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修女) 撒慕爾紀上6-10章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聖經研讀／ 中區時: 十月十六日(星期五) 晚上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孫立雄

地點: 朱安邦/陳文英家 (714) 964-2254 智慧篇第九章

聖經誦禱 10674 El Morro,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南區時: 十月九，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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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六日(星期五)  晚上8點 帶領人: 李偉鈞

地點: Tony & Kathy Cheng Home (949) 360-9950 宗徒大事錄 21~24 章

23972 Catbird, Laguna Niguel, CA 92677

玫瑰經祈祷 時間: 每週一 晚上 7點30分~8點30分

地點: Nancy Cheng 家

6 Mint Glade,Irvine,CA 9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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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Thomas More Chinese Ministry 華人之家 活動内容

日期：每月第一週主日及第四週主日 時間：下午1點~2點 中文彌撒

地點：St.Thomas More,51 Marketplace Irvine, CA 9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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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刊訊息》 
*十月是教會所訂的玫瑰聖母月，想知道原由嗎？請看《玫瑰聖月之由來》。 

*爲了讓大家對即將來到的聖年有初步的瞭解，特別節錄了《「慈悲禧年」的意義與聖年的説明》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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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否每個星期日會爲了“上教堂“這事而心中有許多掙扎呢？也許這篇《爲什麽每週上教堂》可以幫你

重新思考一下。 

*從本期開始，原本梵蒂岡網頁連結取消，大家可由聯誼會網站：http://www.occ-cath.org/pages/about_us.html，

點擊左側“友站連結＂，再選擇＂天主教會臺灣地區網站焦點消息＂或相關網站閲讀，以獲取更多也更及時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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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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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上網路版點閱《聖心中文學校作品展》。 

 

《本會訊》 本會 2015/16 慕道班已於八月九日開課。敬請邀約親友來，也歡迎有意溫故知新的朋友參加。 

時間：每月第二、三主日 2pm - 4pm （August 2015 - March 2016) （十月份爲 10/11 及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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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講座資訊請向負責人余惠美姐妹(May Lau)查詢（949）350-1077。 

 

2015 – 2016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   慕 道 班  + 信 仰 講 座   version date: Sep. 18, 2015

講次 日期 主  題 課      程      內      容 課外閱讀: 講  師 主持人

天主教的信仰

1 8/9/2015 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 (開學禮)   天主是人類的來源與歸宿, 緒論: 第 1 ─ 8 節 蔡展鋒 葉  青

天主的啟示(聖經) 與人的回應(信從)

2 8/16/2015 天主愛的計劃 天主拯救人類的計劃; 天主聖父 正  1 - 9 杨神父 陳惠蘭

3 9/13/2015 人類大君王的誕生 耶穌的誕生, 福傳,講比喻, 行奇蹟 正 10 - 16 杨神父 陳惠蘭

4 9/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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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莉芳 陳夙慧

5 10/11/2015 我信永恆的生命 肉身的復活; 審判; 天堂; 地獄 正49 - 52，緒3 陳濟東 陳夙慧

6 10/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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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濟東 陳錦嬿

7 1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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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偉鈞 陳錦嬿

8 11/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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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立雄 李守毅

9 12/13/2015 愛的誡命 天主十誡* 正 41, 43，44 -47 劉卓台 李守毅

10 12/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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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立雄 饒  成

11 1/10/2016 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聖秩聖事, 婚姻聖事 與 禮儀. 正35,36,38 廖勇誠 饒  成

孫美祥

12 1/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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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嶠 王华君

13 2/14/2016 無條件的大愛 良心, 罪過, 功德，基督徒十要 正15,  29 – 30. 杨神父 張幼妮

14 2/21/2016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基督徒的祈禱和福傳生活 正39, 40, 42, 48. 蕭莉芳 張幼妮

15 3/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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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台 葉  青

16 日期待定 參加聯誼會參觀教堂,避靜或分享活動

指 導 神 師 : 楊國育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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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訊》在惠美姐妹的組織聯絡之下，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的十三位弟兄姐妹於八月二十九日週六，一

起 carpool 到 Valyermo 的 St. Andrews Abbey ，爲那裏的周邦舊修士慶祝他老人家的九十華誕。本篤會周

修士本着對天主的信德，曾度過多年磨難，近年出版了数部中英文靈修及詩詞著作。周修士身形清癯，两眼

炯炯有神，充满喜樂，親切的與我們話家常。惠美姐妹代表我們團體準備了大蛋糕，睦本弟兄带去親自烹炒

的大盤寿麵，午餐時與所有的神父，修士，及在場的朋友們共同歡欣慶祝周修士的九十大寿，周修士非常高

興。午餐後橙縣教友一行参觀了花木扶疏，幽静美麗的修院園區，喜樂平安的踏上回程。 

http://www.occ-cath.org/pages/about_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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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8月 30日戎修女與大家分享了約伯傳的故事，由於當天時間有限，有許多章節無法與大家做詳細

的介紹；幸運的是，戎修女在 8月 29日已在北加州做了一整天的分享，並且有完整的 YouTube錄影記錄，茲

將這 4集的 YouTube網址提供在網上如下供大家參考；願藉著這些影片，能夠帶領我們的信仰更進一步。 

 

與約伯一起划向生命和信仰的深處 - 戎利娜修女 

 

第一講  https://youtu.be/JgF23ETxwqg 

 

第二講  https://youtu.be/nAT0nl1NRzs 

   

第三講  https://youtu.be/-XxW7qO0HJM 

 

第四講  http://youtu.be/t1QvRDGVr-c 

 

 

《本會訊》中文學校的＂聖心園地＂亦＂兒童教理課＂是安排在上午 10：40 to 11:25（第三堂課）以配合

本會 10：30 am 彌撒。如您的孩子尚未領洗或初領聖洗，歡迎您送他們來上此課，以為接受聖事恩寵做準

備。9/13 日己有七位本會教友的孩子為此專程來上聖心園地。 

 

 

《本會訊》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將繼續放映＂天主教＂系列的電影，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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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8 & 10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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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由 EWTN Global Catholic Network.製作 

https://youtu.be/JgF23ETxwqg
https://youtu.be/nAT0nl1NRzs
https://youtu.be/-XxW7qO0HJM
http://youtu.be/t1QvRDGV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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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羅啟君  (626)315-5580        

 

《本會訊》九月四~七日的勞工節長周末假期中，我們有好幾位青年朋友參與了 CACCLA 青年營的活動，大家

回來後都充滿了聖神的恩寵，滿懷喜悅。 

 

 
 

《本會訊》深受大家敬愛的彭保祿神父於九月六日來 Christ Cathedral 為本會主持 10：30am 彌撒，本會神

師楊神父和彭神父共祭。很高興神父仍是神采奕奕，講起道來鏗鏘有力。彌撒後，大家留影，並且一同用餐

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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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訊》萬立民神父（Norman Walling）八月二十八日在台灣新北市新店耕莘醫院安息主懷，享年八十

六歲。萬立民神父，耶穌會士，來自美國加州，但大部份時間在台灣及香港從事培育及帶領避靜的工作，曾

在彰化靜山靈修中心及香港思維靜院服務多年，經驗豐富。在耶穌會內曾任會士們最後階段培育的導師。他

也是夫婦懇談會的先鋒，曾幫忙在美國不少華人的團體成立夫婦懇談會。 

 

《本會訊》中文學校將於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晚舉辦募款餐會，請大家支持自己的中文學校，地點: 

Clubhouse #1,24232 Calle Aragon,Laguna Woods , Ca. 92637 (5:30PM-6PM 入場, 6PM-9PM 晚餐及娛興表

演)。餐券（$25）請向各區區長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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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感謝吳仲基神父的引薦 ，得知有許多來自中國的高中生正就讀於 Mater Dei High School；經過

多次與校方接洽，表達我們團體有意願渴望本著福傳的心態與做法，來接待他們，認識我們的團體及信仰，

近日校方終於同意，並且願意提供交通工具接送有興趣於 10 月 18日前來參與我們主日彌撒及參訪活動的學

生們；這將是我們團體搬遷到基督主教座堂以來，開始向外拓展「有計劃性的福傳」的重要一步！附上當日

活動傳單，為此意向，請大家祈禱，並能精誠合作，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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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聖月之由來   
                   

十六世紀土耳其極為強盛，在地中海擁有龐大的海軍艦隊，企圖橫掃歐洲，消滅基督文化。當時的教宗庇護

第五乃號召聯軍禦敵，以保全聖教文化及生命之塗炭。但參加作戰的聯軍艦隊力量薄弱，與敵人勢力懸殊。

教宗只有呼求天上的母親助佑了，故而通令教會恭唸玫瑰經，以求得勝利。十月七日清晨，雙方艦隊在達勒

邦太海峽會戰。戰爭開始前，聯軍曾熱心恭唸了三小時的玫瑰經。戰爭時，原來有利土耳其艦隊的大風，忽

然轉向變為有利聯軍了。雙方激戰，聯軍終於以弱勝強，教宗深信此次勝利乃唸玫瑰經的效力。故定十月七

日為聖母玫瑰瞻禮，特以玫瑰經恭敬聖母。以後聖教會把這敬禮推廣，於是十月成了玫瑰聖母月。 

 

怎樣恭敬聖母 
 

聖母在每次顯現中，都是勸告我們要多唸玫瑰經，平息天主的義怒，這完全是愛我們的緣故。她要我們得

救，要我們升天享福。我們既然是聖母的子女，就該聽她的話，按照她的旨意去做。唸玫瑰經不只是聖母要

我們做的，而且是她最歡心的。因此我們應多多恭唸玫瑰經，無論我們在世上犯了多大的罪，遇到了多大的

困難，只要真心痛悔，依侍聖母，以玫瑰經作禮物獻給聖母，這位仁慈的母親，沒有不可憐我們的。聖教宗

庇護十世曾說：「玫瑰經是最奇妙，最富於恩寵的經文，同時也最能感動天主聖母的慈心！如果你們願意家

庭平安與喜樂，該共同天天唸玫瑰經。 

 

公元 1200 年聖母親自把唸玫瑰經的方法傳給多明我聖人，1460 年又命真福雅拉諾神父重新振興唸玫瑰經的

方法：1859 年聖母在露德顯現時，手拿著玫瑰唸珠，表示聖母對玫瑰經的喜憂，1917 年五月十三日到十月十

三日，聖母在葡萄牙法蒂瑪顯現時，亦手持著唸珠，勸人為罪人回頭、世界和平祈禱，多唸玫瑰經。 

 

http://www.catholic.org.tw/tainan/al/index2.htm 

 

<點擊返回> 

  

http://www.catholic.org.tw/tainan/al/inde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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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禧年」的意義與聖年的説明 
梵蒂岡電臺 

 

2015年 3 月 13日，教宗方濟各當選兩週年的日子。他在懺悔禮儀中宣佈教會將從 2015 年 12月 8日(聖母始

胎無染原罪瞻禮)至 2016年 11月 20 日(耶穌基督君王節)慶祝「非經常性聖年」，並命名為「慈悲禧年」 

“Jubilee of Mercy＂。屆時，聖伯多祿大殿的聖門會首先開啟，然後全世界的聖門將再次打開。最近一次

的非經常性聖年是在 1983年由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布。 

 

「你們應當像天父那樣慈悲」。教宗方濟各宣布的「慈悲禧年」以《路加福音》中的這句話作為指導。「慈

悲禧年」旨在邀請普世信徒積極參與修和聖事。教宗方濟各 2013年 3月 17日，在當選教宗後的首次三鐘經

活動中表示：「只要些許仁慈﹐就能使世界少一點冷漠、多一點正義。」這句話描繪了他的訓導方針—慈

悲。從另一方面講，寬恕的主題對教宗而言十分重要：事實上，豪爾赫·馬里奥·貝爾格里奧在被任命為主教

時，就選擇「因仁愛而被揀選」（Miserando atque eligendo）為自己的座右銘。當他成為教宗後，在《福

音的喜樂》宗座勸諭中甚至有 31處提到「慈悲」一詞，並且在 2015年的四旬期文告中勉勵信友成為「冷漠

大海中的慈悲之島」。 

 

禧年又稱聖年。教宗方濟各宣布的慈悲禧年，是自上個世紀以來的第三個「非經常性」禧年。前兩個「非經

常性」禧年分別由庇護十一世和若望保祿二世在 1933年和 1983 年宣布，目的是慶祝基督救贖世界 1900週年

和 1950週年。迄今為止，天主教會已經慶祝了 26次經常性聖年，其中大部分相鄰聖年的間隔時間為 25年。

最近一次經常性聖年是聖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0年舉行的千禧年。 

 

2015年 12 月 8日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聖伯多祿大殿舉行的聖門開啟儀式將是「慈悲禧年」的象徵性的

舉動。聖門在平時是被封上的，只有在聖年期間才被打開，為信徒提供一條獲得救恩的特殊途徑。根據儀

式，教宗方濟各將用錘子在封閉聖門的磚牆上敲 3次，待聖門打開後，教宗將從這裡進入聖伯多祿大殿。 

聖伯多祿大殿的聖門開啟後，羅馬另外 3座宗座大殿，即聖若望拉特朗大殿、聖母大殿和城外聖保祿大殿的

聖門也將開啟。聖年期間，常年期主日的讀經將取自《路加福音》，聖史路加記載了亡羊和蕩子的比喻，因

此也被稱為「仁慈聖史」。 

 

身為伯多祿繼承人，教宗方濟各此舉也是為了紀念他兩位前任的訓導。事實上，是若望保祿二世特別提出了

仁慈的主題：1980年頒佈了《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將復活節後第八天定為天主慈悲主日。因此，教宗方

濟各決定於今年 4月 12日天主慈悲主日隆重正式宣布「慈悲禧年」也並非出於偶然。屆時，他將在聖伯多祿

大殿聖門前頒布相關詔書。 

 

慈悲禧年對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懷念，關乎到他在 2012年時宣布的信德年。信德年開始時正值梵二大公會

議召開 50 週年，其結束時間為 2013 年 11月 20日，基督普世君王節，而慈悲禧年的結束時間也是基督普世

君王節，3年後的同一天，並且正值梵二大公會議閉幕 50週年。 

 

禧年源出猶太傳統，是猶太人一個紀念天主介入他們的歷史的方法。但猶太人的禧年於主曆 70後便中止，卻

於一千二百多年後在天主教會繼續，最初稱為禧年，之後改為聖年，其作用與意義，純粹是宗教性。對天主

教會而言，聖年即是恩寵之年，是我們的罪過及罪罰獲得赦免之年，是人們停止抗爭，實行修和之年，是歸

依及舉行聖事性與非聖事性的悔罪禮之年。教會的首個禧年於主曆 1300年舉行，起因是出於一些熱心信友的

要求。1299 年底，眾多各地信友湧至羅馬，朝著聖伯多祿大殿進發，除了高聲大喊外，並不斷唱聖詠，要求

教宗給予他們大赦。由於人數太多，當時給羅馬市帶來不少問題，令羅馬一時程序大亂。結果教宗鮑尼法斯

八世，幾經猶疑之後，終於在 1300 年 2月 22日那天頒下諭示，宣報該年為禧年，信友可得大赦的指示，又

決定以後每一百年慶祝一次禧年。 

 



 

 
10 
 

由是 1300 的禧年不但是教會首個禧年，同時亦成為以後的聖年的模式。四十多年後，1343年，教宗克來孟

六世將每百年一次的禧年減為每五十年一次。1389年，另一位教宗吾吳爾班六世，根據基督在世上生活了 33

年，而把禧年的慶祝改為每 33年一次，並於翌年，1390年慶祝禧年。不足一百年後，1470年，教宗保祿二

世把 33年再縮短，改成每 25年一次。保祿二世這項決定得到另一位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支持，並於 1500年

起，使之為成一項永久性決定。亞歷山大六世同時於該年宣佈，教會把禧年易名聖年，每 25年慶祝一次。 

25年一次是「經常性聖年」（Ordinary Jubilee），而一些不限年數，由教宗因特別事故，或為某特別地區

而頒佈的稱之為「非經常性聖年」（Extraordinary Jubilee）。 

 

 

<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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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每週上教堂 
 

一所教堂的教友寫了一封信給報紙的編輯，抱怨每星期日去教堂是沒有意義的。 “我已經去教堂 30年

了，＂他寫道，“在這個期間，我聽到 3000次類似的說教，但對我的生活而言，我不記得其中的一個。所

以，我認為我在浪費我的時間，神父的說教也都浪費了他們的時間。這在“讀者來信＂專欄中開啓了爭議，

它持續了好幾個星期，但令編輯喜悅的是，有人寫了這個回應：“我已經結婚 30年了。在這個期間我的妻子

煮了大約 32,000餐的飯菜。但是，對於我的生活而言，我不記得我到底吃過那些飯菜。但我知道這一點：他

們都滋養了我，給了我所需要的精力去做我的工作。如果我的妻子沒有給我吃這飯菜，我今天的身體會是死

的。同樣，如果我沒有了教堂的滋養，今天，我在信仰生活上也會是死的！“ 

 

有一位神父在其證道文中提到 ＂有一首頗有「聖事」意境的詩這樣說：「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壟頭

雲；歸來偶過桃花下，春在枝頭已十分。」這首詩是說：我整日想找春天，卻找不到；我踏破鐵鞋走遍各

處，還是見不到春天的蹤影。我終於回到家門，但就在我回家時，我偶然經過門前的桃花樹下，原來春天已

在這裡，春天老早已在我家的門口。 

在基督身上，我們其實已經見到天父，但我們仍然去找。其實，我們生命中本來已有基督：在教會的聚會中

有基督，在聖經中有基督，連在最小的兄弟姊妹身上也有基督。因為耶穌說：「你對我最小的兄弟姊妹所做

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 

讓我們張開我們的眼睛，放開我們的懷抱，去感受基督的臨在，去觸摸上主的親臨。而在基督的身上，我們

便會接觸到父，因為耶穌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祂是生命的真理，祂是通向生命的道路。讓我們接納

祂、相信祂、按照祂的話去生活。＂ 

 

（徐神父證道全文請參考 http://www.cdd.org.tw/Costantinian/528/52820.htm） 

 

親愛的朋友們，您是否覺得與天主越來越疏離了呢？讓我們每星期日上教堂，時常參加查經班，讀經祈禱，

做志工幫助小兄弟，保證會讓您更接近耶穌基督，常常充滿聖寵與喜樂！ 

  

 

<點擊返回> 

  

http://www.cdd.org.tw/Costantinian/528/528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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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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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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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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返回> 

  

SUMMARY - August 2015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        913.00 

 彌撒奉獻 - 支票  $      1,742.25 

 熱心教友捐款  $        150.00 

 8/1/15 兒童信仰營  $        190.00 

 8/16/15 電影欣賞 "天主教" 奉獻  $        105.00 

 8/30/15 靈修講座  $        430.00 

 

 

總收入  $      3,530.25 

 

 

支出  

 

 

神長謝儀  $       (600.00) 

 教堂奉獻  $     (1,000.00) 

 印刷費  $       (162.00) 

 教理講座 8/'15-3/'16  $       (900.00) 

 8/1/15 兒童信仰營  $       (600.00) 

 8/16/15 電影欣賞 - 點心  $        (79.32) 

 8/30/15 靈修講座  $       (486.78) 

 主教府-音樂避靜  $       (220.00) 

 SJM-慶祝國際節  $       (100.00) 

 

 

總支出  $     (4,148.10) 

 

 

本月結餘  $       (6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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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心中文學校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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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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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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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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