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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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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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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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 聖事活動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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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六日上午 10:30（將臨期第2主日)          輔祭:張宛橋,Joseph王,Lilian王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 10:30（將臨期第3主日)          輔祭:金永強,張宛橋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 10:30（將臨期第4主日)          輔祭:張宛橋,Joyce雷,Megan雷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 8：30（聖誕夜)          張宛橋Joseph王,Lilian王,Daniel趙,Aaron趙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 10:30（聖家節)          輔祭:Irene孫,Daniel趙,Aaron趙

聖詠團加練 時間: 另行公佈

地點:

北區時: 北區查經暫停一個月

地點:

聖經研讀／ 中區時: 中區查經暫停一個月

地點:

聖經誦禱
南區時: 十二月十一，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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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  晚上8點 帶領人: Angela
地點: Tony and Kathy 家  949-360-9950 約納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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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乃教會禮儀年曆的開端，一般教友多數誤解將臨期的意義，以為它只是歡渡聖誕前的一段

準備時期。不錯，將臨期確是一段準備時期，但不是準備如何歡渡聖誕，而是為我們的將來作準備。讓

我們通過我們的日常生活，將此訊息向世人宣示。 

*教宗於今年 3月 13日公布從 2015 年 12月 8日開始至 2016 年 11月 20日為止，為以「慈悲」為主題

的禧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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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與我們有何關聯

呢？請看臺灣輔仁大學校牧-賴效忠神父所寫的《慈悲 聖年 大赦》。 

*聖若望二十三世（Saint John XXIII）於 1958年 10月 8 日任羅馬教宗，當時年已 77，以此高齡當

選，人們普遍認為他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教宗。沒想到他卻帶領天主教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曾召開

著名的梵二大公會議，提倡「清廉教會」，是歷代教宗中頗受敬重的一位。請看陸達誠神父所寫的

《智者若望廿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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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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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聯絡及收支報告表》。 
 

《本會訊》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邀請您來參加由 Fr Young 於 12月 19日(星期六)在橙縣基督主教

座堂 (Christ Cathedral)為教友們帶領的一日信仰避靜，主題爲“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幸運的罪, 為我們迎來一位偉大的救主! 愛的生命! 請向各區區長或靈修組報名。 

指導神師: Fr Young  

地點： Christ Cathedral, Pastoral Center #1E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日期：12 月 19 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報到，9:30-下午 4:00 避靜 

費用：$10（包括午餐） 

靈修理事: 羅啟君 (626) 315-5580, Email: Tiffany@starhome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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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The Christ Cathedral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日期:  星期四, 12/24/2015   

時間:  5:30 -  6:00pm  Social time 交谊（Cultural Center - 3rd Floor 三楼） 

 6:00 -  7:30pm  Dinner 餐會（Cultural Center - 3rd Floor 三楼）  

 8:30 -10:00pm  Mass 彌撒（Large Gallery）  

費用:  每人$15; 12歲以下$10; 5歲以下免費 
  



    

 

  

將臨期 
 

『將臨期』一詞原拉丁文（Adventus）的意義為『來臨』，依照教會禮儀的傳統與某些教父的

教導，將臨期首先準備慶祝基督的第一次降臨（祂的誕生），並且準備迎接祂的第二次光榮的降來（世

界末日）。將臨期幾乎普遍地定為四個星期（通常三個多星期），包括四個主日，以將臨期第一主日為

開始。這也是整個禮儀年的開始。 

在將臨期時，教堂的佈置和四旬期一樣也以「紫色」為主，但意義卻不盡相同，四旬期強調痛

苦懺悔，將臨期的紫色則代表提醒懺悔和準備，使將臨期充滿平靜、喜悅的期待氣氛。在將臨期，我們

要先預備好自己的心，以等候歡迎耶穌降生。但在歡慶耶穌降生的忙碌中，更當趁機生活出耶穌的精

神、光芒，那就是愛，使別人因此看出我們是天主子民、是基督徒，並以此心意為光榮天主。 

第一主日–醒寤 

你們要留心，要時常準備，因為你們不知基督甚麼時候來到。 

在我的生命中，為追求真理，有什麼需要棄絕的？ 

第二主日–悔改 

我們要真誠祈禱，忠實地聆聽主的話，在愛德中日漸成長，讓聖言「成為血肉」。 

我是否真的將我的生命，交在耶穌的手上？ 

第三主日–喜樂 

我們要生活出上主的喜訊，主的日子已臨近了，我們要準備好迎接祂的來臨。 

我是否曾與人分享，從天主而來的喜樂與平安呢？ 

第四主日－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 

我們應效法聖母接受上主的聖言，在生活的崗位上，承行上主的聖意。 

我真的已準備好，期待耶穌再次光榮來臨了嗎？ 

 

<點擊返回> 

  



 

慈悲 聖年 大赦 
賴効忠神父 

 

…教宗於今年3月13日，在他任職教宗職務兩周年的機緣上，宣布了一個讓全世界感到驚喜的訊

息，也就是公布從2015年12月8日開始至2016年11月20日為止，訂為以「慈悲」為主題的禧年。爾後，

教宗又在復活期的慈悲主日前夕，公布了「慈悲禧年」的詔書《慈悲面容》… 

「慈悲」是這個聖年的主題，意味著在整個聖年歷史富饒的脈絡中，有著屬於它的特色，我們也

嘗試在陳述歷史中的聖年與發展過程時，同時呈現「慈悲禧年」所獨有的特色。另外，不論是任何禧年

或聖年，都有一個共同的重點標記，就是「大赦」。因為人們之所以歡天喜地去迎接並善度這聖年，主

要目的就是能夠獲得大赦，這是人靈健康的補給品，也是醫治靈魂疾病的良藥，更是邁向永恆生命的階

梯。 

為什麼教宗會在這個時間點，頒布這樣的禧年，是很特別的。因為按照所有聖年歷史的安排，都

是逢百、逢50或是逢25，例如：最近這幾屆聖年的頒布都是逢25（年），若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去看的

話，千禧年就是逢千、逢百，同時逢25；所以，就時間上而言，2015年，並不是一個頒布聖年適當的時

間點，為什麼教宗在這樣的時間點頒布「慈悲禧年」？一定有特別的意義！ 

要言之，第1個理由是教宗在鐸職生涯當中，給予他最深刻體驗的就是天主的慈悲，從他擔任本

堂神父、主教及樞機主教期間，經常拜訪窮困的人，甚至到貧民窟與貧民住在一起，所以他特別感受到

人間的疾苦，從內心深處感受來那份慈悲之心，除了以同理的心感受貧民生活的疾苦外，願意以自己的

生命與他們分享，他發覺這是天主生命的特性；為他而言，他願意用這樣的方式，在與窮人生活在一起

的時候，他願意藉著自己來散播天主的慈悲，他更加發現這個世界真正缺乏慈悲之心，從報章雜誌等媒

體就可以得知，這個世界不斷在散播仇恨，但是慈悲呢？寬恕呢？卻難以看見！因為人們極少用寬恕、

慈悲的角度來處理問題，反而用戰爭、仇恨、攻擊與殺戮，這樣的方式只會將人淪入更加惡劣的生活環

境當中。 

教宗認為，這個世界太需要慈悲，所以，他願意藉著頒布聖年，由教會帶頭呼籲全世界共同去回

憶或默想慈悲的意義是什麼？其中有一些比較凸顯的議題特別幫助我們去看到，例如；有人問教宗說：

「請問你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如何？」教宗並沒有做太多法律性的解釋，他僅僅回答說：「讓我們慈悲以

對！讓我們走入他們當中去，看看他們的生活，然後，自然而然會找到適當的方法。」教宗很了解，每

一個困難或痛苦，除了有共同的語言以外，都有個別的因素在裡面，我們不能夠只是看痛苦的原因，共

同的緣由；且要看他個人處境、本性與個人的心態，他並沒有給我們一個絕對性的裁判，但給了我們一

個很好的態度，就是一個慈悲的態度。另外，當下的恐怖主義、貪腐或金錢崇拜等，這些態度的背後醞

釀出的更多諂媚、自私、貪婪與虛偽，所以，教宗願意用一個真正能治療人類的慈悲之心，作為天主臨

在的標記，也可以說是用之拯救這個世界。在今年4月11日，天主慈悲主日的前一天晚上，教宗方濟各

於聖伯多祿大殿內的聖門前，向全世界宣布了25條《慈悲詔書》的內容… 

為何教宗要選擇以「慈悲」為題？…第一位學者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很精確地探索教宗的個性、

牧職的形象，他發覺這是教宗個人的人格特質最為真實的反映；天主給世界最好的禮物，就是教宗這個

人。第2位回應的心理學家表達：為什麼現在的世界這麼需要慈悲？因為寬恕是最難的事情，但仇恨卻

非常容易。仇恨與憤怒不同，憤怒是因為一時事件所產生的當下情緒反應，而仇恨卻是一種選擇，仇恨

是堅持要這麼做、決定要這麼做！例如：小時候受到的某種創傷，長大以後是不是願意再讓以前的事件

影響，這是一種選擇，仇恨會逐日的腐蝕我們的心靈，在不知不覺中讓我們深陷於仇恨的深淵之中，而

不再針對某一個別件事或某一個人，而是變成一種全面性的心態，在面對事情時總以負面態度去面對的

時候，他整個生活就會被毀滅，這也是毀滅人類重要的原因。第3位在文章中提及：他怎麼去面對因為

仇恨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呢？雖然就心理諮商的角度而言，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幫助人，不過，戰勝仇恨的

最好方法仍是寬恕！然而，寬恕卻很難，因為有些人選擇了仇恨，甚至堅持到底，並非事過境遷就能夠

釋懷，需要歷經長時間心靈改造的過程。所以，有心理學家指出，雖然有很多方式能幫助人改變，但能



夠幫助人走向寬恕的就是祈禱；因為在祈禱時會有兩種功能：首先，在祈禱中，我們必須誠懇地面對，

我們到底是怎樣地被天主慈悲以待，包含我們的不足、我們的罪惡和我們的過失，所有的一切都會得到

寬赦，任何大罪在天主面前都可以被慈悲對待。 

第2個理由，我們會發覺，得罪我們的人在某些方面也有長處，每個人都有其美善的一面，祈禱

會讓我們逐漸看到別人的優點。最後，在這樣的默想中，我們會發覺，原來自己也沒有那麼好。所以，

寬恕就成為人生命中一輩子的挑戰。在寬恕的過程中，最先的對象也許是我們所仇恨的人，但最終我們

會發覺最需要寬恕的原來是我們自己。…教宗在宣布禧年的時候，也公布了聖年的標誌；標誌的外圍揭

櫫聖年的標語（Misericordiosi come il Padre）（MercifulLike the Father），台灣地區主教團的

中譯為「如同天父 滿懷慈悲 

 

」。 

《慈悲面容》有很多特色，首先清楚點

出：耶穌基督是天主慈悲的面容，因為在耶穌基

督整個生命中，從生到死、無時無刻，在言語行

為上都不斷散發出天主慈悲的氣息，因此，可以

在耶穌基督身上看見天父完整慈悲的面容，因為

耶穌是將整個生命將天主的慈悲生活出來。 

第2部分提到什麼是慈悲的？在前言的部

分所提及，天主在《聖經》中有很多不同面貌，

但為教宗而言，天主最好的名稱就是「慈悲」，

慈悲也是天主與人相遇最高的行動，慈悲也是天

主與人在一起的方法與路徑，讓人永遠不會對罪

惡失望，也不會對生命感到冷漠，因為，在慈悲

當中，人可以感受到來自天主的溫暖與溫馨。 

第3部分提到有關於慈悲聖言的主題，教

宗選擇12月8日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日，將聖

母與舊厄娃做一對照，當原祖父母在犯罪的那一

剎那，天主就藉著聖母瑪利亞來完成祂的救贖使

命；所以，在這瞻禮日上，就將人帶到天主慈悲

最開始的起點——在人類犯罪的同時，也就是天

主慈悲的開始。

 

<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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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若望廿三世 
陸達誠 

 

    我對教宗若望的敬愛深存我心近五十年。想到他時，腦海中就會浮現一幅慈祥的面容。我怎麼同他結的

緣，以及為何我會在現時現刻談到他，謹請繼續讀之。 

    一九五七年六月我由滬赴港。一年後醫生要給我的肺部開刀，根除舊疾。我為了開刀住入醫院，一共住

了十個月。前面四個月是準備期。後面六個月是靜養和復原期。開刀前後，隆嘉禮樞機當選新教宗，取名若

望廿三世。每週收到公教報時，我閱讀每則有關新教宗的報導，追隨他的每一步履。每次端詳他的玉照，看

到他慈詳的面龐時，喜悅、和平及希望的心情油然而生。仁慈的天父賜給了我們一位如此可親可愛的牧人，

使我們對教會的未來充滿信心。這為才從教會被迫害的世界中走出的大陸青年感受特別深刻。當時大陸的天

主教還在淒風苦雨中苟存呢！ 

    每天大部份時間都躺在床上，所以有足夠的時間細讀報紙。每逢郵差送來公教報，我就迫不急待、一字

不漏地閱讀。這樣我能跟隨他一週又一週地活在天主的恩寵裏，身體也慢慢地康復，次年四月終於出院，準

備去長洲繼續初學的陶成。 

    這位教宗之所以具有魅力，因為他不單他長得慈祥可愛，也因他的風趣幽默，他常能出人意料之外地講

出富有人情味的話語。 

若望教宗登基後一、二個星期，去訪問羅馬的監獄。那邊的囚犯太意外了，圍著教宗，要一睹他。教宗

看到他們，親切地張開雙手說：「可愛的朋友，你們不能出來看我，所以我來看你們了。」我們可以想像那

些犯人多麼感動，體會耶穌說過的話：「我在監獄裏時，你來探訪我」。他們在若望教宗身上看到耶穌自

己。另一次，當他還在巴黎當教廷駐法大使時，有一次總統宴客，隆嘉禮樞機也在場。突然一位雍容華麗的

貴婦進入大廳，她穿了一件超低胸的禮服，全場都看到了她。隆嘉禮樞機後來說：「我發現大家的目光不是

在看她，而是在看我，要看我是否也在看她。」很有趣吧！ 

美國甘迺迪總統夫婦拜訪教宗，教宗的助理告訴他應當如何稱呼二位貴賓，尤其是總統夫人。他試了幾

個官場用的稱呼，還在斟酌時，二位貴賓已進入會客廳，教宗突然伸開雙手，一聲 Jacqueline!使全場驚

動，這位教宗真會爆意外。 

在不少正式場合中，他本應照本宣科地讀由別人準備好的稿子，不料他念了幾行，就交回助理，開始不

用講稿，自由的講話，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官場的遊戲規則，但卻贏得人們的喜愛。 

    一九六二年十月蘇俄為對抗美國，遣發廿五艘裝滿核彈的軍艦去古巴建立基地。當這些軍艦駛近古巴海

峽時，美國總統甘迺迪發出通諜，限令蘇方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退，不然就開戰。同時八艘美國航空母艦已奉

令駛出。軍事專家估計這場核戰會使廿多億人死亡。蘇俄的回應是美方必須先撤軍。兩方都不願相讓。在這

千鈞一髮之時，意大利總統懇求教宗干預。教宗作了一次全球廣播，強調這片土地上的強人應當聆聽已上達

天聽的憤怒吶喊，不要充耳不聞。最後他說：「讓全世界的人民免於戰爭的恐懼吧！沒有人能預知戰爭可怕

的後果。」演講完畢，教宗進入小聖堂祈禱。數分鐘後，他的助理進堂告訴他，美蘇雙方都願意同時撤軍

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浩劫終因教宗的干預而消解。 

    赫魯曉夫的女兒女婿一同前來拜訪教宗，表達赫氏願意嚮應教宗的和平的呼籲。教廷和莫斯科的關係開

始解凍。以後數位教宗順水推舟地繼續和好之路，終於在廿世紀九十年代柏林圍牆傾倒、東歐諸國骨牌效應

式的一個個地丟棄共產主義。 

    教宗若望登基後三個月就宣佈要開一個大公會議，即後來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這個會議使天主教

面目一新，活力充沛，展開歷史新頁。這個大會從自閉中解放出來。推動對話使天主教與人類合一，彼此尊

重和包容。這個大會的成果，我們並不陌生，所以就不多談了。 

    今年（二○○五）十一月四日至五日，輔大宗教學系舉辦「宗教智慧與智者」研討會，筆者忝蒙應邀發

表主題演講。最後一部份討論「智者」，筆者以教宗若望為例說明宗教如何給我們提供了如此優秀的領袖。

教宗的人格、信仰、智力和影響力都足使他成為當代大智而無愧。這個研討會給了我五十年來深存的我心的

對這位教宗的仰慕心情，終能一吐為快。藉此文筆者願與您分享這個快樂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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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功代禱 
爲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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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所有接近臨終者，都能夠得到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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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月教宗的祈禱意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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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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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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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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CT. 2015 

   

收

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     924.00 

 彌撒奉獻 - 支票  $   1,306.00 

 熱心教友捐款  $   1,100.00 

 10/18/15 MDHS visit-中餐  $     211.00 

 總收入  $   3,541.00 

支

出 

  

 神長謝儀  $    (600.00) 

 教堂奉獻  $  (1,250.00) 

 印刷費  $     (44.03) 

 廣告-St. Bridget program 

book 

 $    (150.00) 

 "野聲＂捐款  $    (100.00) 

 紀念王昌龍-哀悼花籃  $    (125.00) 

 慕道班點心  $      (5.99) 

 周修士九十生日慶生蛋糕  $    (109.99) 

 10/18/15 MDHS visit-中餐  $    (421.37) 

 總支出  $  (2,806.38) 

 本月結餘  $     7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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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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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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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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