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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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Time: Every Sunday, 9AM ~ 1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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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9 月 26日，我們美國加州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 (OCCCA) 歡喜舉辦了 2015“共慶中秋暨聖心中文

學校籌款聯誼餐會”并獲得圓滿成功。月在中天的喜慶時刻，我們聯誼會的兄弟姐妹們，天主教教內教外

的朋友們撥亢蒞臨，歡喜同樂，慷慨奉獻，共度中秋。 歡歌笑語揉合著濃情與喜悅，捐款捐物伴隨著對中

文學校的肯定與期望。我們聯誼會深感榮幸，特在此向大家致以熱誠的謝意！ 

 

聯誼會理事會要特別在此向以下義工團隊表示感謝： 

-        總體策劃團隊成員及各單項負責的義工們。 

-        熱心演出的朋友們 – 我們大家一定會記得你們的精彩表現。 

-        慷慨為中文學校籌款提供各款項禮品的兄弟姐妺們。 

-        所有來賓。 

特別感謝指導司鐸楊神父於百忙中撥冗光臨，全程參與，給大家鼓勵和祝福。 

OCCCA年年歲歲，風雨兼程，春華秋實，我們期待 OCCCA 的未來活動能繼續得到大家的關愛與支持！願我

们的学校能蓬勃發展。 

 

http://www.occ-cath.org/pages/about_us.html
http://www.occ-cath.org/chinese_school/home.html


 

 
2 
 

十一月份 聖事活動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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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一日上午 10:30（諸聖節)          輔祭:張宛橋,Joseph王,Lilian王

十一月八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32主日)          輔祭:張宛橋,Leonard孫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33主日)          輔祭:張宛橋,Joyce雷,Megan雷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 10:30（基督普世君王節)          輔祭:張宛橋,Leonard孫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 10:30（將臨期第1主日)          輔祭:張宛橋,Joseph王,Lilian王

聖詠團加練 時間: 另行公佈

地點:

北區時: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下午3點半 帶領人:丁慶如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修女) 撒慕爾紀上11~15章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聖經研讀／ 中區時: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晚上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孫立雄

地點: 孫立雄/王寶鑾家 (714) 932-1689 智慧篇第十章

聖經誦禱 10432 Calle Madero,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南區時: 十一月十三，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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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晚上8點 帶領人: 李偉鈞

地點: Bruce & Cindy 家  (949) 831-0576 宗徒大事錄 25~28 章

24082 Lapwing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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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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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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 Christ Cathedral campus 舉行的聖洗聖事 
 

  

 
 

 

《本會訊》本會青年組成員 Paul and Katherine

的小寶寶 (葉聖桄，于德籣夫婦的長孫  ) 於 

9/20 的主日彌撒中在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領受了聖洗，由楊國育神父主持。神氣、

可愛的小 Ian 雖才五個多月大，彌撒中神態高興

地領受了聖洗聖事，禮儀完成後，這位新的天主小

勇兵就睡著了，十分配合。 

 

這是本會第一次在 Christ Cathedral campus 舉行

的聖洗聖事。當天教堂的氣氛特別喜樂溫馨。 

 

我們歡迎 Baby Ian Paul Yeh 加入唯一至聖至公

由基督親自建立的天主教會。 

 

祝福小寶貝 Ian並恭喜 Ian 的家人親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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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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刊訊息》 

*十一月是教會所訂的煉靈月，想知道原由嗎？請看《煉靈月由來與沿革》。 

*十二月八日是慈悲禧年的開始，教宗將打開聖伯多祿大教堂的聖門；這與我們有何關聯呢？請看《聖門》。 

* 在此煉靈月，我們特別在月刊及網站上新增了一個《通功代禱》的單元，若是有意願接受代禱的亡者或病

患，請其親友與慕道班余惠美姊妹(949) 350-1077或靈修組羅啟君姊妹(626) 315-5580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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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加拿大已經三個多月的 Christine，仍然念念不忘這個曾經待過的橙縣大《家》庭；天主無條件地愛了我

們，也譲我們彼此在祂內成長，讓我們一起把這個家的溫暖帶給更多的人。 

*在一起多年的朋友就這麼驟然的離世；Bruce為昌龍所寫的《悼念昌龍弟兄》，讓我們看到天主的安排真是高

深莫測；世事多變，但是衪要我們領悟體驗的愛，卻是永恆不變的，相信衪，跟隨衪⋯⋯。 
*天意？冥冥中有感？昌龍弟兄這篇動情的《子夜抒感》，竟成了在他在塵世生命中的絶筆；祈願天主的慈愛

與他永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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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對中文學校籌款餐會的積極參與，讓此事順利完成。當晚的精彩片刻，可點閱《聖心中文學校》。 

 

《本會訊》本會 昌龍弟兄（Peter Wang) 博學多才，為本會的各種活動和事宜在幕後黙黙服務，有求必應，

熱誠認真。尤其謝謝昌龍弟兄生前擔任本會接送 Santa Ana 長者之安排聯絡人，和幾位成員輪留負責接送長

者，愛心可感。昌龍於 9/25病逝，誠可痛惜。 祈主佑 Peter 安返天鄉，和天朝諸聖同享永生的福樂。 

 

《本會訊》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將於 12月 24 日晚在 Christ Cathedral 主辦 2015子夜彌撒及聖誕夜餐會,

請向各區區長訂購餐卷。詳情參考以下資訊： 

 

日期:  星期四, 12/24/2015   

時間:  5:30 -  6:00pm  Social time 交谊 

 6:00 -  7:30pm  Dinner 餐會  

 8:30 -10:00pm  Mass 彌撒  

地點: The Christ Cathedral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餐會地點:  

     

Cultural Center - 3rd Floor 三楼                  

彌撒地點: Large Gallery    

費用:  每人$15; 12歲以下$10; 5歲以下免費 

      

      

《美國華語夫婦懇談會訊》懇談會將於 2015年 11月 20號假 Diamond Bar Holiday Inn 舉辦第三十四屆夫婦

周末營,三天兩夜的活動, 預定在 11/20 18:00 pm ~11/22 16:00 pm 舉行，夫婦可以一起拋開世俗的瑣事，透

過三天兩夜的獨處談心，享受愉快和溫馨的二次蜜月，我們幫助願意一輩子經營夫妻感情的夫妻，讓所有夫婦

都能 Love At Last Sight !! 名額有限 額滿即止，報名方式及活動內容請參考以下連結。 

第三十四屆夫婦周末營報名表: http://sca.camea.org/ 

 

《天主教夫婦懇談會訊》臺灣夫婦懇談會將於 2015 年 11月 20 號假桃園德來中心（桃園市三民路一段二號）

舉辦雙宿雙飛周末營,三天兩夜的活動, 預定在 11/20晚上~11/22 下午舉行；有意參加者，請與下列人員連

絡：0932-921-441（紹雄），0970-746-065 （藍凱） 

  

http://sca.cam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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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靈月(11 月)由來與沿革 
 

教會早期已普遍有為亡者祈禱的習慣，直至四世紀教難結束時，又興起了諸聖殉道者慶節。在 11月 1

日慶祝「諸聖節」，相信是由於當日正是第八世紀羅馬「伯多祿大殿」內「諸聖堂」建堂的奉獻日子。到了十

一世紀中葉，法國「克隆尼」修會(Cluny)明令該修會的隱士，應於每年的 11月 2日(「諸聖節」次日)「追思

已亡」，奉獻特別的祈禱以及詠唱日課，最後，便傳遍至整個羅馬教會。 

 

後來教會鼓勵教友於十一月份為煉靈祈禱，兩個節日正流露出教會諸聖相通功的特質，以整個月份特別

共同追念亡者，以實際的祈禱(尤其是「感恩聖祭」)、刻苦、奉獻與仁愛工作，繼續關愛需要我們幫助的亡

者。 

  

煉靈月共同追念亡者:信仰意涵 
 

宗徒信經有云：「我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相通功」-- 聖徒相通功，並不局限於世上戰鬥的教會中信徒

間彼此代禱幫助而已，還包括三界聖徒的通功代禱：「地上戰鬥的教會」、「煉獄受苦的教會」、「天上榮耀

得勝的教會」。 

 

煉獄中的魂靈不像仍生活在世的信者，他們不能再以自己的努力「為自己」贏得任何功績來「彌補生前

的過犯」，唯有「靠活在世界上的我們」，為他們的靈魂祈禱，早日獲享在天主內的永生。但是，煉靈能為我

們在世的旅途教會祈禱，他們知道我們的需要，也會非常感激我們因他們而向上主獻上的祈禱。 

 

此外，教會保存著基督救贖的豐富功績和恩寵，因此諸聖在基督內與我們共融互通，聖母、聖人可為我

們轉禱，我們在聖事中共享生命，並能以善行與祈禱，幫助亡者在罪惡中淨化。 

 

<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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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門 

 
聖門是教會代表救贖的一種象徵，所以銅門上 16格的浮雕都是描述與救贖有關的故事。聖伯多祿大教

堂的聖門背後用磚塊封住，每逢 25年的聖年子夜彌撒前才由教宗象徵性地用鐵槌敲開磚牆，再由教會人員移

除磚牆打開聖門。 

聖門開的時候，往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大排長龍等著通過，不過，聖門會開啟一整年，隨時可以去

走。聖門下次開啟時間本來預定在 2025 年，但是教宗特別（訂定慈悲禧年）提前在今年開聖門，如果在這聖

年有機會到羅馬旅遊的話，千萬別忘了去梵蒂岡走一趟聖門，走過聖門的人，可得到全大赦。 

不過，教宗特別寫了一篇關於獲得大赦的不同途徑（請點擊鏈接），讓無法前往羅馬梵蒂岡的教友也能

接受到天主的慈悲。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2015/Sep/Pope_indulgence2015090801.pdf 

 

<點擊返回>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2015/Sep/Pope_indulgence20150908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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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功代禱 
 

爲亡者：為所有接近臨終者，都能夠得到善終。 

為眾煉獄靈魂，特別是我們的祖先親友恩人，團體中先我們而去的弟兄姐妹們，及無人為其祈禱者。 

 

王昌龍弟兄，聖名伯多禄 

台湾主徒会唐志明神父， Fr Matthias 

台湾花蓮陳新華神父 

 

 

爲病患者：為我們團體中身，心，靈上特別需要天主眷顧的弟兄姐妹們，特別是所有的長者們。 

 

Yvette Zhao 

Cody Yu 

台湾吴新豪神父  

 

 

為特別意向： 

今年是化野漠的聖本笃修会周邦舊修士 90華誕 (8/27)，暨發大願 65周年 (10/15)， 感谢主恩。 

懇請大家继续爲周修士祈祷。 感恩。  

 

為本月教宗的祈禱意向： 

 

2015年 10月 

總意向:為人口販賣 

願人口販賣，這種現代的奴隸制度能徹底根除。 

 

福傳意向:為亞洲的福傳 

願亞洲基督徒團體能具有福傳精神，向仍在等待中的人宣講福音。 

 

2015年 11月 

總意向:為交談 

願我們能敞開心胸，與所有相遇的人交談，甚至是不同信念的人。 

 

福傳意向:為牧者 

願教會之牧者深愛所屬的羊群，陪伴他們，活化他們的希望。 

 

2015年 12月 

總意向:體驗天主的仁慈 

願所有人能體驗天主的仁慈，祂永不止息的寬恕我們。 

 

福傳意向:為家庭 

願家庭，尤其是受苦的家庭，能在耶穌的誕生中找到希望的記號。 

  

 

 <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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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Christine 

     

家-是個温暖的地方，而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就好像是我家園裏的一棵大樹。這棵樹一直為我阻擋風

雨，又給了我林蔭。記得十年多年前，在楊汝霞極力邀請下，我開始為中文彌撒司琴，漸漸地也因此而認識了

更多的朋友，我們一起去遠足，又到大熊湖看雪，更有相互地來訪，在家中談天、唱歌、以及一起做飯，其樂

融融。在信仰的活動中，我們又共聚分享、退省、聖經研讀；天主透過這羣弟兄姊妹，讓我更深地瞭解了中華

傳統，同時也在信仰上慢慢地紮根。 

 

天主所行的奇事每每教人驚訝。在我未加入這團體前，曾罹患癌症；經過一年的療程，終於獲得痊癒，

感謝天主！我也深信祂在我身上會有特別的計劃。在這團體內，我察覺到有一個強有力的樹幹，就是由會長及

全體理事們組成的理事會，而各成員便是往上伸展的樹枝、葉子，貢獻出自己的才能，支持這棵大樹（OCCCA) 

茁壯的成長。記得每逢中秋佳節、農曆新年，我們都會邀請新朋友來參與活動，就像老松樹讓鳥兒能棲息在其

樹幹上，而在這樹上結出的果子，就是信、望、愛。2007年，在無意中，我認識了現在的外子；很明顯地他不

是中國人，但他對中華文化抱著濃厚的興趣，這也是他可愛之處；謝謝您們兄弟姊妹，除了見證我倆的婚禮

外，又在我懷了冬青後, 給了我一個驚喜派對，讓我感到滿懷的幸福。天主給予的這些禮物，我會好好地珍

惜！ 

 

在過去的歳月裏，感謝有您們的支持，我的親人似乎多了好幾倍。當我失意時，有您在我身旁鼓勵。當

我孤單時，有您的陪伴。真的，我一直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信仰，在歌聲琴聲下讚美光榮天主。我現在雖

然身在加拿大，但是我深信天主要透過我們，讓更多還未認識祂的人 - 尤其是華人，體驗天主教信仰的力

量：找到一個温馨的家。 

 

 

<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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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昌龍弟兄 
Bruce 

 

昌龍弟兄是一位極疼愛妻子的好丈夫；十五年來他抱着陪同愛妻的心，風雨無阻的與她一同参與橙縣天

主教南南區每月的查經班。這些年來，雖然他尚未入教，但他常以他博學多聞的才識，將天主教與佛教，孔老

夫子及孟子的學説做比較與分享；有時也會將中國的歷史背景與聖經的年代相作比較，讓我打心眼裏非常佩服

他。他更把念書時（從台大電機學士，爱荷華州物理硕士到 U C L A 电機博士）做學問的嚴緊与週密，用在對

宗教信仰的追尋及探討上。經過多年的查经頌禱，天主的種子已漸漸在他心靈中發芽。我們曾多次邀請他領洗

入教，他總是很謙遜的说：還需要多作探討。三，四年前，他参加了橙縣華人天主教辦的成人慕道班。經過了

九個月的课程，他最後決定暂不領冼；理由是”尚未準備好”。我深知除非天主感動他，我們是很難打動這位

極聰颖 及執著的弟兄。 

 

不過有如一個鹽巴人，看著那浩瀚的大海，昌龍這鹽巴人已被這浩瀚的大海-天主所吸引，並踏出了第

一步，將自己的手指深入大海中，且在不知不覺中已融入其中。猶記去年 7月 4日，教會舉辦的國慶野餐是在

他家旁邊的公園举行。这个公園無法預定，是先到先佔。他深怕我們佔不到位置，清晨一大早六点左右便去佔

位子。去年八月左右，在我的邀请下，他毅然接下接送老人去教堂的策劃工作；當然他自己也是司機之一。他

規劃得非常詳細；譬如说前一天晚上一定要打電話给老人，確認是不是要接送。星期日當天一定要早到十分鐘

等候老人。由此可看出昌龍是一位極有愛德的弟兄。 

 

去年九月，昌龍弟兄一隻眼睛突然失去了大部分的视力，他心中極爲懊惱及難過。我打電話與他聊了约

一小時，分享我在一次大病中，天主的大能如何在無形中救拔了我。他聽完後，對我说，他現在知道天主是在

爱護，保佑他的！去年十二月，他與我一起參加了由 Dynamic Catholic Institute 所辦的半天避靜。主題是 

"Live Everyday with Passion And Purpose" 。最近他還提及是否能找到主講人當天的演講錄音帶，他非常

喜歡那人所說的。 

 

今年初，在聯誼會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他自告奮勇與其愛妻，一起擔當起代理理事，積極参與教會會

務。最近幾個月，在不自知已患淋巴腺癌的情况。抱着不為人知的疼痛，完成了中文學校的介紹簡介。甚至還

抱着身体的不適，热心地陪着教友去買教堂所需的窗帘。我相信他一定還有很多不爲人知的愛德工作。雖然他

尚未领冼入教，但他深信没有愛德的行爲，信仰是毫無意義的。 

 

在他過世前一週的星期六，他打電話给副會長 Tony，告訴他第一次化療後，一切安好，想要在隔週的星

期五在家領洗。聯誼會知道此事後，便安排請楊神父爲他在一週後受洗！不料，在计劃受洗的前一天，突然發

燒進了急診室。當天晚上我和幾位查經班的兄弟姐妹到醫院去看他。但因他身体極端虚弱及危急，我們不得其

門而入。據了解，在我們到達前，醫生已將他從死亡邊缘搶救回来二，三回了。 

 

次日早上，我在晨禱，唸到依撒意亜 43：1，”.....你不要害怕！因爲我救贖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

了你，你是我的。”想到了昌龍弟兄，眼淚也隨之掉了下来。我們這位偉大的造物主是多麽地愛昌龍弟兄，他

願意用他唯一的兒子做犧牲，來救赎我們；用耶稣的寶血洗净了我們的罪過。他親自召叫昌龍作祂的兒女，而

昌龍也回覆了”YES"。 

 

隔天，也就是星期五，昌龍的情况不见好轉。下午两点左右，趁着他片刻的 甦醒，楊神父爲他傅了

洗。他臨终時，雖然身上插滿了管子，嘴巴也插了呼吸管，但當他受洗時（據目擊者說）他张開了眼睛，並用

手動了一下表示接受了洗禮。眼淚從他的眼角流下，血壓也回到正常的範圍内。受冼後約 2小時，蒙主恩召、

回歸天家。誠如保祿宗徒在他離世前所說 “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赛跑，我已跑到终点；這信仰，我已

保持（獲得）了“。 

<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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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抒感（愛荷華之戀） 
王昌龍 

 

上週日 （7／23）OCCCA（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理事會上，妻嫌我聒噪。晚上自省，反而思潮澎

湃。捻來紙筆，誌情抒感。不覺已夜阑人靜。 

 

「胡馬依北風，越鳥朝南枝。」父母在華北京津居住逾三十載，隨海軍，沿著黃海、東海，一路撤退

（軍事術語叫“轉進”），數月後抵台，基隆上岸。我自幼未見 過任何叔伯姑姨，堂表兄姊，有的祇是幾張

泛黃相片中的一些陌生面孔。或許是身上的 DNA，從小特別嚮往北國：大江，草原，白雪；而侷促在佔全中國

面積不過 0.4％的台灣島上，卻只得想像神遊而已。 

 

來美第一站，選擇了愛荷華（U. of Iowa; 校內同學譯為“愛我華大學”），緯度高如內蒙包頭市。一

年內，看盡由黃葉（或紅葉）變成禿枝，雪後又白了頭；和掛滿細冰棍，卻長青挺拔的松、杉、柏。見過草枯

草榮。翌年四月，冰消雪溶，乍見禿枝上幾朵寒梅；不旋踵，四照花、櫻花、…也在禿枝上綻放，爭奇鬥艷。

又三週，樹花開始凋零，枝枒間冒出嫩芽，長出新葉；不出一個月，樹木一片蓊鬱，披上翠綠新衣。緊接著，

天更暖了，草本花也甦醒了，牡丹、玫瑰、鬱金香、杜鵑花、…，滿園爭豔。然後，大地開始喧嘩：天空中人

字隊形北返的雁羣，一見湖泊，一個信號，就成羣著陸棲息、覓食、補給、甚或定居、繁衍；湖畔鳥聲輕啼，

蟲鳴蛙噪。美景中一下子加進了悅耳跳動的音符。這一切一切，不禁令人讚嘆大自然的神奇，造物者的巧思；

而人，不過是滄海一粟，比起天地，何等渺小。 

 

一年過了，到了八月中，這是我人生中極為重要的日子。中國同學會（那時侯，美國跟大陸尚未建交，

沒有大陸的訪問學者或留學生；全是台灣來的留學生，絕大部份均自認為中國人）的迎新會上，第一次看到

Sue（ 她應該沒注意到我），見她微顯豐腴的雙頰，迷離的眼神，誠懇甜美的笑靨，已令我癡迷。也許緣份到

了，銀行前邂逅；Lake McBride 出遊；寒冬清晨，深冬的一場暴風雪後，室外降到－22 degrees F （攝氏零

下 30度），身著厚重連帽皮衣，緊裹著頭、臉頰、耳、嘴，只露出眼、鼻，雙層厚長褲、皮手套、高靴子，

卻仍難擋椎心刺骨的寒風。及膝的新雪，不只一步一腳印，簡直像拔蘿蔔，舉步維艱。此時的 Sue已眼泛淚

光，我即刻緊握她的手，塞到我的皮衣口袋中。此時兩人暖流、心靈交匯，彼此都溶化了對方。愛城的天主教

查經班（不過十來人。每查經後就吃喝閒聊，野人獻曝般交換些小點心。大家戲稱為吃喝小會），教友們的熱

情張羅，天主堂內一位來自台灣輔仁大學神父的神前證婚祝福。近百名華人窮留學生，加上我那位不懂中文的

指導教授，隨眾起立坐下，忍受了約一小時外邦語的煎熬。大學城的人情味往事，至今已 35載。每捧起相

本，再次反芻，仍倍覺甘甜。 

 

1985 到 1992年，我們在費城北郊 30哩的小鎮住了 7年。此地比中西部暖多了，一年頂多 5，6場大

雪，氣溫不會掉到華氏零下（約合攝氏零下 18度）。東岸人文薈萃，有許多歷史名城。不僅有三維空間的純

靜之美，更加上了時光、歷史的刻痕，感受格外深入。1776年七月四日，才宣布了美國獨立宣言，鑄了自由鐘

(Liberty Bell); 翌月，費城陷落，Independence Hall 成了英軍囚俘處。George Washington 退到西北 30

餘哩的 Valley Forge（至今可見他的指揮部，砲台、工事）；1776年聖誕節，George Washington親率 2400

名戰士，在 Washington Crossing，連夜強渡 Delaware River，進入 New Jersey，奇襲駐守的英軍而獲勝;是

獨立戰爭的轉捩點。Gettysburg 是南北戰爭古戰場，路邊小樓牆上仍鑲嵌著一顆一個半世紀前的未爆彈；林肯

總統著名的蓋茲堡演說「……民有，民治、民享……」，彷彿仍在空氣中鏗鏘迴盪。Lancaster 有小馬車穿梭

在田野小道，載著質樸、寧靜、知足、無欲的 Amish村民。東岸雪景最美（在道路未被車輛輾壓成冰泥前），

一片銀白，覆蓋著豐富的文化底蘊。 

 

世說新語有則小故事：晉謝太傅問子侄：「白雪紛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

女（一才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據我觀察，才女真有神來之筆，描繪出飄雪美景。而胡兒所述，亦粗

曠寫實，描繪出大風雪；雪非冰雹，怎會如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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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妻的工作壓力大。紓解之道，使她成了網痴。PC, iPhone, iPad，攤了一桌。套句讚詩經之

語，真是：「可以興（看廣告），可以觀（看 You-tube），可以羣（Facebook, Linkedin,…）可以怨（看到

不公不義的新聞時）。」她常笑我是 LKK，新 3C產品的低能兒。我則辯解，當初在 RCA Lab 發明電視的人，醉

心研發，造福人群，自己無遐看電視。 

 

我又多話了，感到疲憊，準備睡。床上的 Sue，早已熟睡。網痴得以 relaxed，眼睛似又有所迷離，嘴

角似有一抹笑意。我忽然成了情痴，忍不住輕輕一吻，也進入了甜蜜夢鄉。 

  

<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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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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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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pt. 2015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      1,053.00  

彌撒奉獻 - 支票  $      1,376.00  

9/20/15 電影欣賞 - 天主教 奉獻  $        220.00  

總收入  $      2,649.00  

 

支出  
 

神長謝儀  $       (600.00)  

教堂奉獻  $     (1,000.00)  

印刷費  $       (159.83)  

場地奉獻(天主教放映及靈修講座）  $       (698.82)  

慕道班點心  $         (8.42)  

獎助參加 CACCLC  $       (100.00)  

9/20/15 電影欣賞 - 點心  $       (200.00)  

彭神父禮金  $       (200.00)  

彭神父 lunch  $        (45.25)  

總支出  $     (3,012.32)  

本月結餘  $       (363.32)  

   

   

聖心中文學校'15-'16 學年度募款報告  

9/26/15 餐卷收入（扣除開支）  $      1,710.63  

熱心教友們捐贈禮品義賣收入  $      2,091.00  

熱心教友們捐款  $      5,130.00  

總共募款  $      8,9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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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心中文學校 

中秋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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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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