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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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

每月彌撒

聖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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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詠團加練 時間:
地點:
北區時:
地點:

聖經研讀／ 中區時:

通訊編輯組:
網路通訊組:

七月03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4主日)

輔祭:Daniel趙,Aaron趙,Leonard孫

七月10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5主日)

輔祭:Joseph王,Lilian王,Qun何,Peter何

七月17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6主日)

輔祭:Joyce雷,Megan雷,Joseph駱,Felicia駱

七月24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7主日)
七月31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18主日)

輔祭:Irene孫,Ariel侯,Alec侯,Alan侯
輔祭:Qun何,Peter何,Aaron趙,Leonard孫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七月23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徐少平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 修女)
（562）652-3745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91748 撒慕爾紀下第19章至24章

地點:

七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7:30-9:30
孫立雄/王寶鑾家

帶領人:孫立雄
(714) 932-1689

南區時:
地點:

地址請與孫立雄/王寶鑾連繫
七月08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德訓篇第三章
聯絡人:黃秀紛
(949) 468-7187

聖經誦禱

玫瑰經祈祷

July 2016

南南區時: 七月15日(星期五) 晚上8點
帶領人: 葉青
地點:
Bruce/Cindy 家
(949)831-0576
地址請與Bruce/Cindy連繫
路加第 十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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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終於在我們指導司鐸楊國育神父的精心安排下，於 6 月 18 日完行了一次精彩又難忘的朝聖之旅；
也感謝于德蘭姐妹爲我們記述了一篇那麽詳實的文章。請看“一日朝聖之旅＂。
*還記得去年來主教座堂與大家談論“與約伯一起划向生命和信仰的深處＂的聖經學博士戎利娜修女嗎？
最近在她矢發永願十一年之際，寫了一篇短文，與大家分享。請看“愛到永遠＂— 首次聖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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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於輔仁大學神學院（曾任輔大神學院院長）的艾立勤神父(Fr. Louis
Aldridge）將於 7/24/16 下午 2 點到 4 點在南加州橙縣天主教主教座堂的 Tower of Hope 3 樓(TOH-3A)主
講“煉獄＂(Purgatory)。原籍美國加州流著愛爾蘭血統的艾神父，於 1979 年(29 歲)時，經由天主教耶穌
會的安排到台灣傳教，至今在台灣已經 37 年。鑒于平信徒在福傳中角色的重要性，近年來他到處奔走，宣
揚“1 領 1＂福傳的理念，并爲培育在地的福傳員，積極地籌募基金；那種爲了救中國人靈魂比中國人還要
努力的精神，實在令人感佩。
《本會訊》今年的移民彌撒將於 7/17 在洛杉磯的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Our Lady of the Angels）舉
行，我們橙縣中國團體受邀參加，并被指定負責讀經一的誦念，請各位教友能踴躍參與。爲了方便當日的
交通往返，聯誼會預定租一輛 50 人的大巴（每人往返費用約 12 元），在 7/17 早上彌撒結束後就送大家到
洛杉磯的主教座堂（盡量在下午 2 點以前到達），以準備 3 點的入場與 4 點的彌撒，結束後再搭原車返回
橙縣主教座堂； 有意者請盡速向各區區長或活動組組長 Wayne 報名。
《本會訊》在 6/26 的彌撒中，我們的準執事孫立雄弟兄爲我們作了他首次的證道，獲得了大家如雷的掌
聲。

《本會訊》在六月 19 日的彌撒中，楊神父爲 2 位小朋友們舉行聖洗及 8 位小朋友們舉行初領聖體的禮儀。
也非常感謝一路帶領這些小朋友的兩位老師 Jennifer 與 Grace，願天主特別地祝佑她們。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訊》在六月 19 日的彌撒中（父親節），楊神父爲父親們灑聖水祝聖。

《本會訊》朱健仁弟兄 6 月 12 日（星期日）在南加州橙縣天主教主教座堂彌撒後，爲我們做一個音樂講習
會,介紹他創作答唱詠到彌撒曲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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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朝聖之旅
于德蘭
大家期盼已久的一日朝聖之旅，終於在我們指導司鐸楊國育神父的精心安排下於 6 月 18 日成行了。這
也是我們團體主日彌撒地點遷至主教座堂園區以來，首次舉辦的朝聖一日遊，因此每人也特別興奮。
18 日早晨 6 時 50 分，大家陸續來到橙縣主教座堂的停車場集合。我們乘坐的是 2015 年 VOLVO 出廠
的漂亮而舒適的大遊覽車。 56 位老、中、青三代朋友將車子坐得滿滿的。上車後，楊神父囑咐大家為一
天的思想意念祈禱，全車人都靜下心來虔誠地一同唸一串玫瑰經。到達第一站前，在車上講笑話、唱歌、
聊天、分享彼此帶來的各種美食...。
首先我們去參觀座落於 Camarillo 的 St. John’s Seminary。這個在 1939 年成立的聖若望修道院是南加州專
門培植神職人員的地方。巴士延著右邊一大片結實纍纍的檸檬園進入大門，院內花木扶蔬，環境幽靜，真
是一修身養性的好地方。
楊神父特別連絡了在當地執教的一位韓裔神父 Fr. Anthony Lee, 由這位和藹溫文的神父來為大家導覽，楊
神父也在一旁解說。院中的聖地為一古典設計的教堂，建築格式深長，兩旁是面對面式的座位，頗像英國
西敏寺大教堂的形式。高牆上鑲嵌有聖經故事的五彩玻璃，顏色亮麗花色精緻無比。聖堂地磚上有鴿子口
銜橄欖枝圖案，因為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此圖是象徵祈求世界和平之意。還有若望福音中的啟示：
「天主是愛！」拉丁文字樣。教堂兩邊的拜苦路像均是當時教宗庇約十一世贈予修道院的。
Fr. Lee 特別提示大家看十字架後上方的壁飾，有許多鑚石形狀的圖案，他要我們尋找一個沒有稜角與其
他形狀不同的在哪裡？又為什麼？答案是只有天主是全能完美的，人為的或多或少都有瑕疵，這是多麼重
要的啟示啊！！
自 1939 年以來，此修道院培植出了許多神父及敎會的𠍇出人士，如洛杉磯的馬洪尼樞機主教（Cardinal
Roger Mahony) ，前橙縣布朗主教（Bishop Tod Brown) 等位，都是由此畢業的。院內有籃球場、排球場等
許多運動設施及完備的圖書舘。陶成培訓五年，此修道院在人格上、學識上、神修上、𤫊性上，身心方
面，祈禱各方面均培育修道者成為一全面人格化的健全神職人員。
我們歩入大飯廰，廳中央除了懸掛有教宗方濟各及洛縣主教的大照片外，歷屆畢業生相片也都在列，於四
周牆上。我們看到了吳仲基神父的照片，他也是在此畢業的。楊神父曾於 2001 年在此研習了一年的語文
課程。因此我們兩位神父都和聖若望修道院頗有淵源。
楊神父特別安排在典雅的教堂中為我們做一台彌撒，他說這是建堂來第一台在此舉行的中文彌撒，很有意
義。神父說基督徒的核心在愛與慈悲中...。要我們將家庭生活、繁忙中的一切交託給聖母。聖母與主耶
穌最親近，因著她帶給我們人類最偉大的救世主。聖母的信心來自於天主，她的一生就是成全主的話語，
聖母是我們信德模範的榜樣。我們要淨化心靈，將一切獻給天主，在愛德及充滿陽光的大道中前進。
早期的西班牙人在加州海岸線修築步道，由南到北建了 21 所 Missions，這條為傳教而建的步道稱為 El
Camino real (皇家道路之意）。我們要去的第二、三站都是早年建的 Missions。首先是聖塔芭芭拉教堂，
於 1786 年建立，有加州教堂之后之美稱，也是城中瑰寶。它有獨特石砌仿古羅馬建築的雙塔。在 1925
年受地震損壞， 1927 年重建。另一個 Mission 是座落在丹麥城（Solvang) 的 Mission Santa Ines （聖依
搦斯教堂）於 1804 年建立，內有美麗的教堂及圖書館。我們到達時正值有人在教堂中結婚，大家在教堂
聖門前徘徊發思古之幽情。這兩所古老教堂也是一般遊客的觀光景點。後來大夥兒漫步至著名的丹麥城吃
冰淇淋、用點心、喝些飲料輕鬆一下就準備上車了。我們的大巴士沿著這段「皇家道路」即今天的 US
101 公路駛行，望著車窗外，海天連成一色，觀之心曠神怡，內心不盡歡呼，美極，令人讃嘆造物主神工
之偉大！

這次欣喜的有許多孩子參加，他（她）們個個可愛，讓人感到我們團體有生氣、有希望、有傳承。在遊覽
車上，Tony 及 Kathy 的孫子康康發軟糖給大家吃。有位張小妹妹才四歲和神父說「想看大海」，她跟著
楊神父亦歩亦趨，旁人問她為什麼老是找神父？她說：「神父不見了那我們怎麼辦？」童言童語一語道中
牧羊者在教會團體的重要。 十歲的 Bryant 已有領導服務的才能，拿著麥克風幫忙向大家宣布路况及行
程...。聖經上有言要像小孩子才能進天國。人人都不忘時時保有一顆童心，有小孩子般的天真純潔才
好。
感謝楊神父全程用心費心地引導教友們如何在生活中堅强信德，認真誠懇的帶領大家。會長 Tony, 副會
長 Paul 默默地推動有意義的活動，這次朝聖之旅活動組長羅瑋、林虹夫婦任勞任怨從租車的諸多細節及
幕後做了許多準備工作。熱心的 May Lau 一路上帶領祈禱，Peter Lau 為全車人訂取午餐。 Gloria 和
May 在車上帶領唱歌提振精神。許多教友們帶可口食物分享大衆。謝謝他們每位的愛心付出，使得此次旅
途順利愉快完成。
回程路上全體恭唸慈悲串經，感謝天主時時䕶佑我們平安往返。此次的一日朝聖，教內朋友們心𩆜充滿聖
竉，盡興融冾，十分開心，大家似仍感意猶未盡，只有留待下次機會了。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愛到永遠＂— 首次聖地之旅
-- 寫在矢發永願十一年之際
戎利娜

2005 年五月 31 日 ，是我矢發永願的日子。那時我還在菲律賓求學，同班的修女都已經早我一年發願了，
我因為讀書無法返回，遲了一年。我一個人在獻縣有百餘年歷史的聖堂內，發了願。記得前一天的晚上，
修會會長曾問我，要不要做紀念聖像，我說不要；要不要拍照留念，我說不要；禮儀要不要錄影，我依然
說不要。我當時的想法很單純，這是我和天主永遠的結合，從此 “for ever＂，我將這一刻永遠銘刻在
心底，留在生命裡，我不需要任何可見的標記。而且，我只是一個人，沒有必要。當時主教在旁邊幽默地
說，錄影還是要的，如果哪天你後悔了，我們得有個證據。我沒再堅持，就錄了像。
紀念聖像、照片或錄影有沒有與我一點都不重要，我的心裡有一個比這個大許多的願望，我想和耶穌一起
在聖地度蜜月，到以色列朝聖。從我開始聖經專業的 2001，去聖地就成了我心裡一個放不下的灼燒的渴
望。記得我曾經有過一次這樣的祈禱：主啊，你知道我心底深處的渴望，就當這是我向你要的永願禮物！
我從來沒有在祈禱中要求過什麼，這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如此直白。我心底裡知道天主是不會拒絶我的，
當時那一刻我就明白去以色列朝聖的夢會成為現實的。
以色列以璀璨的朝陽歡迎了我

2005 年六月底，我離開家鄉，輾轉馬尼拉和香港，終於抵達渴慕已久的聖地。我們的飛機抵達以色列上空
的時候正是清晨，許多機上的乘客已經戴上“基帕＂（Kipa, 希伯來文的意思為“遮蓋，＂ 表示對上主
的敬畏）。從飛機上向外看，地上的景色已相當清晰，一邊是蔚藍的地中海，一邊是起伏的山丘和陸地。
太陽剛剛升起，飛機好像向著朝陽飛去，陽光透過機上的窗口射進來，飛機沐浴在萬道霞光中。那天是主
日，我任由淚水從臉上滑落。我在心裡說：“主，我來了；早安，以色列。我期盼已久的蜜月就要開始
了。＂
上主的慷慨永遠超過人的期待。我本計劃在以色列逗留一個月，參加 Bat Kol Institute（Bat Kol 希伯來文的
意思是“聲音的女兒，＂“聲音＂指的是天主的聲音，“女兒＂指的是每個人的內心和靈魂 ）的《申命
紀》課程，為期四周，之後就回到馬尼拉，寫碩士論文，計劃在 2006 年 3 月畢業。然而機緣巧合，我之
後又能夠在希伯來大學讀了兩個月的現代希伯來文。這樣，我在耶路撒冷一下就住了三個月。這三個月成
為我人生經歷中的瑰寶。
Bat Kol Institute 的時間安排非常巧妙，週一到週五上課，週六和週日根據上課的內容，到以色列各地遊
覽。所以我們在去不同的地方之前，已經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將對聖經的研讀和實地考察有機地結合了
起來。在這些週末旅行中，最讓我難忘的是在 Negev 沙漠的那幾天。
與以色列子民同走曠野路
提到沙漠或曠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為此，看，我要誘導她，領她到曠野和她談心＂（歐二 16）。為
我，曠野因此而蒙上了一層浪漫神秘的色彩。我禁不住問，上主為什麼要帶領以色列到曠野去和她談心
呢？

我們一行人走曠野路
我們在 Negev 住了兩個晚上，呆了三天，住在相當傳統的帳棚裡。一切都是傳統的樣子，大家席地而睡。
衛生間沒有水，以木灰當水。這幾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清晨四點起床，每人背上至少兩千毫升水，出發去走
梅瑟帶領以色列子民可能走過的一條曠野路。在曠野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缺水，即使不覺得渴，也要
時不時喝點水，不然身體缺水會相當危險。如此看來，出谷紀和戶籍紀中因為水而出現的爭執就不難理解
了。
我們一行二十餘人，由一位以色列地陪帶隊，天還未亮就出發了。我們默默地魚貫而行，只聽到行走的聲
音，沒有一絲喧嘩。我們一完全進入曠野，就變得異常渺小。雖有二十餘人同行，卻感到自己獨立於天地
間的空寂。蒼茫的大地好像與天糅合在一起包裹著我。這感覺與我非常真切，少年時的我最喜歡秋末遊走
在鄉間空寂的田野裡，品味天地間走來了小小的我的感覺。然而，曠野中的這種空寂感又強烈了許多倍，

我不想面對內心深處的自己都不可能。在曠野裡，我好像無處藏身，因為天地交接處唯有我一人；我又根
本不想藏身，與天地同遊的莽蕩之情激盪著我的身心。
太陽升起的時候，以色列地陪開始教我們辨識曠野中的灌木，特別讓我們認識了“梅瑟的荊棘叢。＂這些
灌木都很矮小，卻有極強的耐旱能力，不僅自己要在乾旱的曠野裡存活，還以葉子裡儲存的水分養活著曠
野裡的動物。在我們行走的過程中，不時看到不同體型的美麗的羚羊在附近的崖邊跳躍過去。到了半上午
休息的時候，以色列地陪讓我們每個人找塊大石頭乘涼休息。曠野裡基本沒有樹木，要找到陰涼就要找石
頭了。好在曠野中石頭並不難尋，我找了一塊坐在陰涼處。我好像平生第一次在石頭下覓清涼，驀然了悟
聖經中對上主是磐石的暗喻。上主這磐石不僅堅實可靠，而且清涼如水，祂不僅是人生活的根基，也是庇
蔭，剛柔並存。

梅瑟的荊棘叢與曠野中的羚羊
坐在石下的我望著陽光照射下的曠野，看著天上的白雲飄過，在地上留下清晰的影子。我的心再次被不期
然地觸動：在曠野裡行走的人是多麼希望頭上有片雲遮蔽陽光啊。按照出谷紀的描述，上主正是白天以雲
柱，晚上以火柱的方式與以色列人一起走曠野路的（出十三 21-22；十四 19-20；四十 38）！上主的堅實
可靠與柔情似水幾乎讓我整個的人融化。在曠野中，以如此直觀的方式感受上主之愛，讓我無語凝噎。
教會—出水、滋養生命的磐石
我們在另一個週末去了加利利海和戈蘭高地，來到了新約聖經中所說“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瑪十六
13），也就是耶穌對伯多祿說“你是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瑪十六）的可能地點。那
裡有一座大山，山底是一個巨大山洞，從岩石的顏色判斷，山洞之前曾有水洶湧而出。這也正是耶穌對伯
多祿說話的場景。同行的人中有一位 Christian Brother Kevin, 他和我們分享說當他第一次來到這裡時，悟
到聖經中耶穌的話不太可能是後期引申的關於伯多祿繼位人的問題，而是關於耶穌心目中的信仰團體的樣
子。在出谷紀中，梅瑟曾擊石出水，使曠野中的以色列人生存下去。教會團體也需要成為能出水的磐石，
滋養人的生命。

“你是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聖地讓聖經鮮活起來
在聖地的三個月，讓我真切地覺得聖經中的話語鮮活了起來，有那麼強的生命力。當然，我在這三個月的
時間內也儘量讓自己把握各種不同的機會，例如在希伯來大學讀希伯來文期間參加每週的 Pizza Talk，這
是關於每個安息日讀經的演講，演講者都是猶太經師，因為免費供應 Pizza，吸引學生來聽，所以稱為
Pizza Talk。猶太經師對希伯來聖經的解讀很像中國傳統的文人學士，他們常娓娓道來，深入淺出，讓人
有如沐春風之感。由於我幾乎每週都去，甚至被幾位經師認為是猶太后裔！不知他們知道我是天主教的修
女後會作何感想！因為 Pizza Talk，我還有機會在一位經師家裡度過了一個完整的安息日。那是我終生無
法忘懷的安息日，經師彈奏著美麗的音樂，大家一起吟唱，在落日的餘暉中走入新的一週。那份寧靜與安
然沁人心脾，從此我再也忘不掉那樣的感覺。
那時的耶路撒冷並不安寧。我在希伯來大學的兩個月期間，就有兩次爆炸，都發生在公交車站附近。但我
一個人夜裡十一點走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竟然毫不害怕，也不擔心。我常心裡想說，耶穌啊，如果我死
在這裡也很有福氣喲，我就與你同眠了。只是這樣的想法是不敢與親人、朋友或修會的姐妹們講的，不然
他們會為我擔心死的。然而我確實如魚得水，自得其樂，盡情享受著耶路撒冷的一切。
我也參觀了聖經動物園，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以色列博物館展示著死海經卷的 Shrine of the
Book，等等。對以色列的傳統、文化與地理瞭解越多，越感受感知聖地的一切為深入讀經是多麼關鍵。
安息日—心身的盛宴
為第一次踏上聖地的我，以色列的安息日是多麼特別，甚至讓人震撼的日子啊！週五下午兩點鐘的時候，
商店的門都紛紛關閉，路邊已經擺上了美麗的鮮花，讓下班的人能順便買回家；再晚一些，當人們已經陸
續回到家的時候，公交車也停下來。等到傍晚時分，各處一片寧靜，人們已經開始了安息日前夕的祈禱。
我還清晰記得第一個安息日帶給我的觸動，以色列民族與中華民族有那麼多相似之處，又那麼不同，最大
的區別透過以色列的安息日就展示出來了。中國人多麼需要這種刻意有所不為的時刻，需要讓身體停下
來，與心靈一起宴飲；中國社會又是多麼需要這樣的一種安寧，由內而外的寧靜，不從事任何外在不必要
的事物，只專註上主的教導、家庭與天人的關係。
以色列的安息日是真正的安息。按照猶太傳統，安息日不談任何與錢相關的事情，有意避開 憂愁和焦
慮，那天不洗衣服，不打掃房間，不看電視，不遠行，甚至連飯菜都提前準備好了。他們清潔自己，穿上
最美的衣服，房間裡擺上鮮花，安下心來，與家人一起，以討論交談的方式閲讀聖經。會有人不愛上安息

日嗎？曾有猶太經師回憶他做清潔工的父親，這位父親讓他的幾個孩子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說“我每
天活得像個奴隷，但安息日這天，我是個國王。＂
真正懂得休息的人才知道怎樣工作。我下意識地覺得，猶太民族之所以獲得諾貝爾獎的比例最高，非常有
創意，與嚴格遵守安息日密切相關。在以色列的三個月，我幾乎每個安息日都去參加會堂的禮儀，我喜歡
安息日在會堂內如家一般的氛圍。猶太人的信仰培育不是以會堂為主，而是圍繞著家庭展開，這大概是猶
太信仰能夠歷盡劫難而依然源遠流長的原因之一吧。
從那以後，我刻意把每週五晚上留下來，作為我的“安息日時刻，＂那成了我每週最期待、最美好的時
間。聖經中的上主是時間之主，並非地域之主。所以最需要聖化的是時間，而生命中的每一刻都無比寶
貴，無法被替代。人並非工作與物質的奴隷，如何真正過好當下每一刻成為生活的關鍵。
讓愛持續到永遠
十一年，彈指一揮間，飛逝而過。我曾再次在 2006 年去以色列參加猶太大慶節的課程，但聖地無論去多
少次，我也會覺得不夠。如果不是大陸有這麼強的對深入理解舊約聖經的需要，而我肩負著這方面的責
任，說不定我會選擇長期留在聖地。我會對耶穌講盧德對她的婆母說過的話：“你到哪裡去，我也到哪裡
去；你住在哪裡，我也住在哪裡；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死在哪裡，我也死
在哪裡，埋在哪裡＂（盧一 16-17）。我知道我的想法相當天真，耶穌並不受聖地的限制。然而，我的心
的一部分好像留在了以色列，留在了耶路撒冷，讓我時不時夢牽魂繞。
愛屋及烏，我對天主之愛毫無疑問擴展到聖經、聖地和猶太傳統。我常把自己當做備受祝福的人，我也因
此而無比幸福，因為我做著最愛的事情。我曾是一個幸福的學生，學的是自己的最愛，現在是個幸福的老
師，教著自己的最愛。但我從未將自己看作教授聖經的老師，其實，聖經是我們所有人的老師。它有著古
老的淵源，會比我們所有人活得長久。我只是在聖經這浩瀚的海邊撿拾貝殼的孩童，將自己的發現和驚喜
分享出來。而我自己，也不斷收到他人分享的撿到的禮物。
在以色列，人都說：不是你選擇了耶路撒冷，而是耶路撒冷選擇了你。的確如此，我生命中發生的任何事
情，我都是接受者，天主是主動者。同時，體認天主的主動讓我有了生活中最根本的主動。
1996 年七月 16 日是我發初願的日子，那時發的願是一年的，但當時我想的不是一年，而是一生。後來，
每次參加他人的永願禮儀，特別聽到英文的“for ever＂我的心就會一震，脆弱渺小血肉之軀的我們，要
和天主“for ever＂可能嗎？為人不可能的，天主卻使之成為可能的。我唯有將我融入天主內，將我的小
愛融進天主的大愛，這愛才會“for ever＂。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編者注：在古英文中“for ever＂比“forever＂多了一層＂終極的永遠“的涵義，但在美式英文中，單
字＂forever＂已取代這雙字，沒有那麽細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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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所有在 Orlando 槍殺案中受影響的弟兄姐妹們, 為亡者靈魂, 求主賜伊永安及永光照之, 息止安所.
為傷者求主賜予早日康復的恩典. 為其家人親友們祈求心靈的康癒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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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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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IA:所有已經/即將開始的新學年慕道班中的慕道者及服務的弟兄姐妹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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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今年晉鐸 50 週年金慶的巴黎外方傳教協會華天祿神父, Pere Paul Marie Joseph Vallat, 祈禱.
為本月教宗的祈禱意向：2016 年 7 月
總意向:為原住民 - 願面臨威脅之原住民的獨特性與生存權，受到適當的尊重。
福傳意向:為拉丁美洲福傳 - 願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教會，藉著所肩負的福傳使命，能以更新的活
力與熱誠宣講福音訊息。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司鐸/工作人員聯絡表及本月收支

SUMMARY – May, 2016

人員聯絡表
指導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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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74.25
3,174.25

神長謝儀
教堂奉獻
郵費及印刷費
慶祝母親節的鮮花
信仰講座-5/15/16
贊助孫樂-曼谷 Mission
Trip
教堂奉獻 - 預付聖誕夜
彌撒及聚餐
總支出
本月結餘

$
$
$
$
$
$

(600.00)
(1,250.00)
(44.00)
(117.75)
(100.00)
(100.00)

$

(600.00)

$
$

（2,805.75)
3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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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