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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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天下所有的父親，父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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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歡迎您送他們來上此
課，以為接受聖事恩寵做準備。
秋季班報名開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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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

每月彌撒

聖事活動

June 2016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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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每 個 星 期 天 上 午 十 點 半 （ Every Sunday Morning 10:30 AM)

六月05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0主日)

輔祭:Daniel趙,Aaron趙

六月12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1主日)

輔祭:Joseph王,Lilian王

六月19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2主日)

輔祭:Joyce雷,Megan雷

六月26日上午 10:30（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節)輔祭:Irene孫

聖詠團加練 時間:
地點:
北區時:
地點:

六月25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 修女)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91748

帶領人:潘曼麗
（562）652-3745
撒慕爾紀下第13章至18章

地點:

六月24日 (星期五) 晚上7:30-9:30
孫立雄/王寶鑾家

帶領人:孫立雄
(714) 962-1689

南區時:
地點:

地址請與孫立雄/王寶鑾連繫
六月17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德訓篇第二章
聯絡人:黃秀紛
(949) 468-7187

聖經研讀／ 中區時:
聖經誦禱

玫瑰經祈祷

通訊編輯組:
網路通訊組: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南南區時: 六月17日(星期五) 晚上8點
帶領人: Bruce
地點:
Raymond/Cecilia 家
(949)363-5668
地址請與Raymond/Cecilia連繫
路加第 十一，十二章
時間:
每週一 晚上7:30-8:30
聯絡人:Nancy Cheng
地點:
Nancy Cheng 家
（949）559-8223
地址請與聯絡人連繫
劉正宇
Raymond Liu (949) 637-2907, 張育琦(Jocelyn)
江士奇
Shih-Chi Chiang (949) 891-1688, Su-Hui Wang (949) 653-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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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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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刊訊息》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07 年 5 月 27 日發布的｢致中國教會｣信函中提及：＂五月廿四日是敬禮榮福童貞
瑪利亞「進教之佑」的禮儀日。在上海的佘山聖母聖殿內，人們非常熱誠地恭敬進教之佑聖母。未來，
可把這日子定為全世界教友以祈禱，與中國的教會聯合在一起的時機。＂請看以下教宗方濟各在 2016 年
5 月 24 日的清晨彌撒中所作的證道 - <為在中國的教會祈禱>.
*聖教會訂六月爲耶穌聖心月，想知道爲什麽嗎？而我們又該做什麽來敬禮耶穌聖心呢？請看<耶穌聖心月
>一文。
*我們在月刊及網站上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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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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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聯絡及本月收支報告>。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訊》在六月 19 日的彌撒中，楊神父將會爲小朋友們舉行初領聖體（及聖洗）的禮
儀。讓我們一起爲他們將領受的聖事祈求天主特別的恩寵與眷顧。

《本會訊》Jean and Jerry (孫立雄的長媳及長公子)在羅馬接受教宗方濟各對他們婚姻的祝福，恭喜！

《本會訊》朱健仁弟兄將會在 6 月 12 日（星期日）來南加州橙縣天主教主教座堂，並在彌撒後，在
Pastoral Center 爲我們做一個音樂講習會（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介紹他近來所創作的歌曲，歡迎對音
樂有興趣的人來參與。
《本會訊》秋季慕道班及中文學校已開始接受報名，請大家介紹朋友，鄰居一起來接受天主所要賞賜的恩
寵。詳情請洽余惠美(949)350-1077 或孫立雄 (714)962-6360。
《本會訊》活動組舉辦的 6 月 18 日（星期六）的一日朝聖之旅已經報名額滿，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如有
意參加而尚未報名的朋友，可向會長登記為後補。請大家自行參閱左面的公告在當天早上 7 點前到達集合
場地，因行程緊湊，恕過時不候。也請準備早晚防寒衣物，快樂出遊。報名費請在近期內付現給區長。

為在中國的教會祈禱
（梵蒂岡電台訊）
5 月 24 日是“進教之佑＂童貞聖母瞻禮，也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為在中國的教會祈禱的日子。教宗特別號召
全球信友：“5 月 24 日星期二，我們將在精神上與中國天主教徒相聯。那天是敬禮童貞瑪利亞‘進教之佑’
的禮儀日，在上海佘山聖母聖殿內，人們特別恭敬進教之佑聖母。讓我們祈求聖母瑪利亞恩賜她在中國的
兒女在各種環境中都能認出天主愛的臨在標記，明認天主總是接納，總是寬恕。但願在這慈悲禧年中，中
國天主教徒能與其他高貴的宗教傳統信徒一起，成為愛與修和的具體標記，以此推動真正的相遇文化及整
個社會和諧，那是中國思想極其熱愛的和諧。＂
教宗方濟各在當天的清晨彌撒中表示：“我為全體中國人民，為這個偉大的國家奉獻這台彌撒。願上主降
福中國。＂教宗在講道中強調，“我們應在天主面前行走，度無可指摘的生活＂，走成聖道路。成聖要求
我們勇於希望，謹守心神，坦率地向天主的恩寵開放。
當天的第一篇讀經取自《伯多祿前書》第一章 10-16 節，教宗稱這段章節是“成聖小品文＂。成聖首先是
“在天主面前行走，度無可指摘的生活＂。在成聖道路上行走需要有勇氣、希望、恩寵和皈依這 4 個要素。
“成聖是一段旅程，它買不到，也不能出售。成聖甚至不可贈與。成聖是在天主面前行走，我必須親自走
這段旅程，別人不可替代我行走。我可以為別人的成聖祈禱，但他必須親自走成聖之路，我不能替代他。
在天主面前行走，度無可指摘的生活。＂
教宗表示，成聖需要有勇氣，耶穌的天國是為那些有勇氣前行的人預備的。勇氣來自“希望＂，在“與耶
穌相遇＂中懷抱希望。在成聖道路上行走也需要恩寵，伯多祿在書信中勉勵信友們：“你們要將全部希望
寄予耶穌基督顯現時給你們帶來的恩寵上＂（伯前一 13）。
教宗因此指出：“成聖是一項恩寵，我們單靠自己是無法成聖的。為善為聖，在信仰生活中日復一日地向
前邁進一步是天主賜予的一項恩寵，我們必需求之得之。行走需要有勇氣，必須憑著勇氣、希望及樂意接
納恩寵的態度來行走。希望是在行走中所懷有的希望。《希伯來書》第 11 章是這麼美好，你們該當閲讀。
書中敘述我們的聖祖最先蒙受天主召叫的行程，以及他們是如何前行的。關於聖祖亞巴郎是這樣描述的：
‘他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但他懷抱著希望。＂
成聖更要求我們皈依，伯多祿在書信中便強調了皈依的重要性，懇請信友們不要順應“昔日生活的慾望＂
（參閲：伯前一 14），而要不斷從心靈深處改造自己。
教宗進一步以實例講解皈依的意義說：“皈依是我們每日的功課。‘神父，為能改過自新我必須做補贖，
請你用棍棒打我吧！’‘不，不，不可這樣：我們應在小事上皈依。倘若你能夠不議論別人，你就是在成
聖的正途上前行。’道理就這麼簡單！我知道你們從不議論別人，不是嗎？應在小事上謹守心神。我若想
批評鄰居、同事，就應咬緊舌頭。舌頭固然會腫脹一些，但在成聖的行程中你們的心靈會變得更加聖潔。
無須行大事，做苦修，簡單的事便足矣。成聖是一條簡單的路。你們不可後退，卻要勇往直前！＂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耶穌聖心月（六月）
由來與沿革
耶穌在受難前夕，山園祈禱時，看到自己將要遭受的苦難。祂感到害怕，汗水如同血滴般流下，因此向天
主聖父祈禱說：「父啊！禰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罷！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禰的意願成就罷！」
（路二二 42）祈禱後，耶穌勇敢地接受各種苦難，受鞭打、戴茨冠，被釘在十字架上，最後更被羅馬士兵
用長槍刺透心胸，血水流盡，死在十字架上，表現出耶穌為救贖人類而完全犧牲。為了紀念耶穌聖心，教
宗碧岳十一世發表鄭重聲明，指耶穌聖心最能深入主基督；敬禮耶穌聖心最能使人們更熱切地愛祂，更忠
實地效法祂。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耶穌聖心的敬禮早在第十二世紀便開始了，屬於私人性質，直到「往見會」的聖女瑪
加利大．亞蘭菊(St. Margaret Mary Alacoque) 蒙主耶穌親自顯現後，才開始快速推展。1673~1675 年
間，耶穌曾經三次顯現給她，敞開胸懷，手指著茨冠的聖心說：「你看，這顆心愛人之情有多深摯，而人
卻不知情，傷害它。...」，因此祂把傳揚敬禮耶穌聖心的使
命，交給了聖女瑪加利大。聖女瑪加利大為了傳揚耶穌聖心的
敬禮，遭遇無數阻礙，剛開始她的長上都把她當瘋子看待，不
相信耶穌真的顯現給她，她生前雖為這事盡力，但直到她去世
前，都未能親自看見這個敬禮推展的成果。
正式公開敬禮耶穌聖心，是在教宗肋孟第十三於 1765 年時明
令舉行，到了教宗碧岳第九在 1856 年推行至全球教會，聖女
瑪加利大則在 1864 年列入真福品，1920 年列入聖品。
敬禮聖心的十二種殊恩
耶穌顯現給聖女瑪加利大時，同時許下敬禮他聖心的有十二種
殊恩：
1. 凡敬禮我聖心的人，我要給他們生活崗位上所需的恩
寵。
2. 我要賞賜他們全家平安。
3. 在他們很難困苦時，我要安慰他們。
4. 我要在他們一生中，尤其在他們臨終時做他們的安息
所。
5. 我要在他們的工作事業上賜予豐富的恩寵。
6. 罪人在我心中能獲得無限仁慈的泉源。
7. 冷淡的人會變成熱心的人。
8. 熱心的人將達到完善的境地。
9. 我要降福供奉我聖心的任何地方及家庭。
10.我要賜予神父們感化硬心罪人的恩寵。
11.凡提倡傳揚敬禮我聖心的人，他們的名將刻記在我心中。
12.凡一連九個月，每月首星期五恭領聖體的人，我要賞賜他們悔改善終的大恩，不會死於罪惡中或領
不到聖事，我的心是他們最後安全的棲身所。
聖心敬禮以「奉獻與賠補」為主體，這是碧岳十二世所指出的。藉著領聖體、舉行聖時、善過聖心瞻禮及
首瞻六等，我們履行賠補的義務，更是奉獻自己，以取悅耶穌聖心。愛我們的鄰人是愛天主的基本行動，
是與愛天主不可分的。在這個愛天主也愛人的合一行動中 ，我們得以向耶穌聖心獻上現代最完美的敬
禮。因此祈禱、默想天主聖言、守聖時、參與彌撒、恭領聖體、勤領和好聖事、為人服務、寬恕、接纳、
救助及同情他人等，都應該是我們敬禮耶穌聖心的表現。

信仰意涵
六月是天氣炎熱的季節，聖教會訂此月為特敬耶穌聖心月，藉耶穌聖心在十字架上被長茅刺透的標誌，表
示耶穌聖心對世人的熱愛，以喚起了信友對天主父和救主耶穌對人類的愛情，給以特別敬禮。經由聖女瑪
加利大轉告世人的十二特恩，我們除了知恩感謝以外，更該以心體心，以愛還愛。聖教會也希望教友把自
己的家庭奉獻給耶穌聖心，請耶穌做一家之主，如耶穌所許的十二殊恩中之第二項所言：我要賞賜他們全
家平安，和睦安樂。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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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需要代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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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Gabriel LeJeune; Sr Dee O’Brien; Fr Joseph Su; A Zhu; C Yu; J Yu; L Yu; J Chan; E Sun; T
Zhao; Y Zhao; H Yiu; H Ngo; S Yang; J Luu; K Zhang; J Zhang; Huang Mama; M Mao; Robert Tso;
S Yang; Angel; Adam; R Ngo; Margarette V; T Zhou; 朱慧玲; 金奐; 劉敦懿; 王淵博; 劉燕萍;
鄭郭美逢; 葉李吟新; 葉陳素娥; 劉柯淑媚; 姜丹鳯; 朱安邦;

為聖召祈禱:
求主在華人中召選更多慷慨熱心的青年男女獻身服務教會,傳揚天國的福音。
為特別意向：
_請為今年 6/19 父親節,團體中即將領受聖體聖事的小朋友們祈禱。
_台灣主教團呼籲地方教會全體子民特別為全球的難民祈禱,守齋,明供聖體,表示精誠團結,一起分擔基督
奧體的苦難,並祈求難民的尊嚴及人權受到保護,早日找到棲身之地,重建自己的家園,度平安的生活。
_請為華天祿神父 Pere Joseph Paulmarie Vallat 晉鐸五十周年金慶祈禱。
為本月教宗的祈禱意向： 2016 年 6 月
總意向：為人類的團結
願在世界各大城市中的年長者,邊緣人及孤獨者能找到彼此相遇與團結的機會。
福傳意向：為修士與初學生
願修士和修會初學生能有活出福音喜悅精神的導師,使他能明智地培育他們的使命感。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司鐸/工作人員聯絡表及本月收支

人員聯絡表
指導司鐸：

SUMMARY - April. 2016

楊國育神父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司

鐸：

劉神父（退休）

ilau88@yahoo.com

執

事：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長 :

鄭仲凱

(949) 230-0188

副 會 長 :

翁少銘

(949）878-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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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少平

(562) 430-0278

中

區 :

王寶鑾

(714) 962-6360

南

區 :

孫美祥

(949) 485-4845

南 南 區 :

陳夙慧

(949) 653-5828

潘曼麗

(714) 520-5951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5370

兒童組 :

董

(949) 637-9366

小組負責人
聖詠團團長 :

主日彌撒奉獻
總收入

$
$

2,337.00
2,337.00

神長謝儀
教堂奉獻
郵費及印刷費
希望樓租金（慕道班及
信仰講座）
總支出
本月結餘

$
$
$
$

(600.00)
(1,250.00)
(44.03)
(1,110.00)

$
$

(3,004.03)
(667.03)

支出

理事聯絡電話
會

收入

福傳負責人

晴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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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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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