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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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

每月彌撒

聖詠團加練

聖經研讀／

聖事活動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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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02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7主日)

輔祭:Irene孫,Bryan梁,Sophie梁

十月09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8主日)

輔祭:Qun何,Joseph王,Lilian王

十月16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9主日)

輔祭:張宛橋,Joseph駱,Felicia駱

十月23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30主日)
十月30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31主日)

輔祭:Thomas周,Ariel侯,Alec侯
輔祭:Qun何,Leonard孫

時間:
地點:
北區時:
地點: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十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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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凱琳
（562）652-3745
列王紀上第12章至17章

中區時:
地點:

十月21日 (星期五) 晚上7:30-9:30
孫立雄/王寳鑾家

帶領人:孫立雄
(714) 932-1689

南區時:
地點:

地址請與孫立雄/王寳鑾連繫
十月14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德訓篇第七章
聯絡人:黃秀紛
(949) 468-7187

十月21日 (星期五) 晚上8點
Bruce/Cindy 家
地址請與Bruce/Cindy連繫
每週一 晚上7:30-8:30
Nancy Cheng 家
地址請與聯絡人連繫
Raymond Liu (949) 637-2907, 張育琦(Jocelyn)
Su-Hui Wang (949) 653-5828

帶領人: Cindy
(949)831-0576
路加第 十九，二十章
聯絡人:Nancy Cheng
（949）559-8223

聖經誦禱

南南區時:
地點:
玫瑰經祈祷

時間:
地點:

通訊編輯組:
網路通訊組:

劉正宇
陳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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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是教會所訂的玫瑰聖母月，想知道原由以及現今的意義嗎？請看<玫瑰聖母月>。
*教宗碧岳九世曾說：「教會最富有的寶藏就是玫瑰經」；您想深入瞭解玫瑰經的神學意義嗎？請看<【玫
瑰經】神學信理>。
*義弘/莉芳的女兒 Carol 到泰國參加外國傳教使命之後，深有所感；她的<My First Missions Trip>一文
或許會讓您對這些活動有更深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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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8 日上午 11 點，恭賀涂修女入會五十年金慶，請看《入會金慶訊息》。
*十月 15 日上午 11 點半，May Lao 會帶領大家在 Mile Square Park 念玫瑰經，請看《公唸玫瑰經聚會訊息》
*十月 16 日下午 2 點 葉修女會來主講：把聖化生活帶到自己的家中，詳情請看<葉修女演講>。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訊》為了籌備下一年度聖心中文學校的經費，聯誼會特別在 9 月 24 日舉辦了
一場籌款餐會及卡拉 OK 大賽。首先，楊神父為這次活動帶領大家祈禱，拉開了晚會的序幕。在現任校
長孫立雄“這一夜我們飆歌＂
的主題下，前任校長杜曉松介
紹了歷任校長，和對中文學校
的回顧與展望。加上董晴主持
現場，將晚會推上一次次高
潮；有歌劇，通俗，民歌風格
的獨唱，二人對唱，小組唱，
及配樂詩朗誦，穿插著一浪一
浪的“飆歌＂中，整個會場始
終都充滿了歡歌笑語。
這場晚會就在大家的參與及美妙熱情的卡拉 OK 歌聲中成功圓滿完成。我們特在此感謝每一位為中文學
校欣然解囊，樂捐贊助的教友和朋友們，和特別要感謝現金獎獲得者們的慷慨奉獻。為這次活動，副會
長 Paul Yung 還特地去買了一套全新的卡拉 OK 機器供大家使用。 Andrew Hau 也帶來專門為這次活動
準備的音響和幻燈屏幕設備。從餐會地點的選擇，餐券、彩券的銷售，晚餐座位安排，食物細節，以及
現場準備工作，感謝每一位幕前幕後參加者所傾注的熱情和精力。天主保佑！

《本會訊》『加州華人天主教成年青年信仰
生活營』在 9/2~9/5 (勞工節長週末）舉
行，與會青年都滿載而歸；期待明年的再度
相會。

《本會訊》9 月 11 日聯誼會邀請了
Mater Dei 高中的國際學生來參與彌
撒及聚餐等活動；這次活動有 35 名學
生，4 位教職員及 2 位家長參加，由
於大家熱情的招待與協調，讓參與的
師生們有賓至如歸之感；事後學校當
局及學生還寫了兩封謝函並且附贈了
一張＄1000 的捐獻給聯誼會。讓我們
再接再勵，以這特殊的福傳平台，繼
續地傳播天主的大愛。

《本會訊》橙縣主教座堂於 9 月 18 日舉行 40 週年感恩彌撒祭典，橙縣華人聯誼會也受邀參與。在楊神父
的帶領下，大家也共同見證了這個由各個族裔組成的大家庭的共融慶典。

《本會訊》十月 8 日上午 11 點，恭賀涂修女入會五十年金慶：
今年是涂鮟修女（ Sr. Lucia Tu ) 加入耶穌聖心修女會(the Sisters of the Society Devoted to the Sacred Heart）
五十年金慶。涂修女為主奉獻了一生，服務教會。求主護守她身體健康，主佑時時。歡迎大家參加她的金
慶感恩彌撒，為她祈福。
金慶感恩彌撒：
時間：Saturday, October 8, 2016 at 11a.m.
地點：St. Euphrasia Church (11766 Shoshone Ave., Granada Hills, CA 91344)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本會訊》十月 15 日上午 11 點半，公唸玫瑰經聚會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本會訊》十月 16 日下午 2 點 葉修女演講：把聖化生活帶到自己的家中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玫瑰聖母月
節錄自輔神禮儀研究中心
起源：與誦唸玫瑰經有關，玫瑰經的主要推動者是道明修會。西方一連串勝仗的「感恩」。
制定：宗庇護五世於一五七一年制定，名為「勝利之母節」。為紀念奧國基督徒在立本陶地擊退土耳其
軍，該次勝利被認為是誦念玫瑰經的效果。 一九六零年將此慶節易名為「玫瑰聖母節」。
現今的意義：在於玫瑰經所紀念的「基督奧蹟」，而聖母是確實的參與者。感恩祭的祈禱內容已沒有戰役
勝利的謝恩色彩；反而提及耶穌的降生、苦難和復活奧蹟(這剛好是玫瑰經的三大部分)。由天使報喜(玫
瑰經的歡喜一端)開始，聖母與耶穌的一生建立起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藉聖母的代禱，求上主使信友在
現世分擔基督的苦難，將來分享復活的喜樂和榮耀。信友默想基督的奧蹟，並與聖母一樣，努力參與這奧
蹟。《天主教教理》第 971 條，玫瑰經的內容是「整部福音的撮要」。
玫瑰有「花后」之稱，馨香無比，艷麗絕倫。教會有玫瑰經，就取意它在上主臺前的芬芳和美麗。玫
瑰經是一串好經文。包含教會內主要的教理和動人的默想，教會珍重它，天上的母皇瑪利亞更喜歡它，聖
母瑪利亞屢次的顯現都提及這種經文，法國露德聖母的顯現，命聖女伯爾納德誦唸玫瑰經，葡萄牙法地瑪
的顯現也曾不停的呼籲：世人該多祈禱，誦唸玫瑰經以獲得世界的真正和平。聖母瑪利亞確實利用玫瑰經
賜給了教會很大的和平，戰勝了教會內外的敵人。似乎在今世紀上，天主更願意用這個向聖母瑪利亞的敬
禮來賜給人類真正的和平。
玫瑰聖母，為我們祈求，瑪利亞是個「超連結」
念玫瑰經不僅給予我們一次祈禱的經驗，甚至可造就一個與主契合的機會。因為與瑪利亞約會就必
然地包括了與基督相聚。她永不會只陶醉於我們對她的敬禮和孝愛之中。慈母的心腸總是為兒女著想的，
而非看顧自己的益處。
聖母總是願意我們親近她的愛子耶穌，多點想起祂、認識了解祂。聖母的心如何地連繫著耶穌的心，
她的手也同樣地緊握著我們的手，讓我們與基督在一起，結成知交密友。憑著她──這個「超連結」，每
當我們誦念玫瑰經，由「口禱」的經文進入「默觀」每一端奧跡的時候，我們同時也進入了一個發展過程
裏。我們漸漸地不再只是個旁觀者，像在台下看著劇情的推進，而是因著與基督愈趨親密的關係，愈能貼
近祂的身邊，注視著祂的面容，細聽祂的說話；甚至愈能投入於祂在每端奧跡中一舉一動所表達的心情、
思想及意願，緊扣著她的心，與她同喜共憂，分享亦分擔祂的福音啟示和救贖工程。
當然，要與耶穌培養這段「知心」的感情關係，我們也得從慈母的模範裏學習。所以我們不妨也嘗試
投入聖母的心情，透過她的眼光去瞻仰每端奧跡所描述有關她與耶穌在世生命不同階段的聖跡，我們定能
從中獲得啟發。比如，面對著天主這至聖至高的奧秘，如何自處？又怎樣與這位又是天主又是人的耶穌相
處？與祂的關係又能建立並發展到有多深？這份深入的關係又為我有甚麼遠大的意義及影響？
天主對瑪利亞寵愛有加，而聖母亦以她純潔的信仰向主投誠。憑著這條以恩寵與信德所鑄成的鑰匙
──「是」，聖母畢生悄悄地開啟每道與主契合的門戶，在內室中領悟生命與愛情的智慧。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玫瑰經】神學信理
節錄自輔神禮儀研究中心
「家庭玫瑰經」的創始人，十字會士培頓神父 Patrick Peyton 曾引用教宗碧岳九世的話說：「教
會最富有的寶藏就是玫瑰經」。教宗良十三世在 1892 年 9 月 7 日頒發的玫瑰經通諭上也說：「玫瑰經的
祈禱使人牢記忘不忘信德，使人把教會主要的精神，灌注入日常生活中。」我們單以神學的理念看玫瑰
經，就知它的價值，因為玫瑰經文內包含了我們信仰的內容。構成玫瑰經的經文有：宗徒信經、天主經、
聖母經，和聖三光榮經，都是教會內最主要的經文；又玫瑰經的各端奧蹟默想：耶穌的誕生、苦難和光
榮，可說是四本福音的縮本。
宗徒信經，是教會信德道理的總提綱「我信全能者……」內容充滿著活潑的信德和熱誠的依恃，稱
為宗徒信經，是由十二位宗徒分散各方傳教前所制定的，誦唸玫瑰經前先唸一篇宗徒信經，能啟發人的信
德，而且信經就是玫瑰經十五端奧蹟的縮寫，包含著天主聖三和聖子救贖的道理。
「天主經」──聖女大德蘭說：「誦唸信經時，使我該當知道我應相信什麼道理，誦唸天主經時，
愛情便迫使我認識誰是我的大父親，和教導我誦唸這端經文的是誰。」誦唸信經，能顯示我們的「信
德」，誦唸天主經就要顯示我們的「愛德」了。宗徒請耶穌教導他們祈禱，耶穌開口便教他們對天主經應
有的愛情和義務，沒有能懷疑這是一篇最好的經文，它出自耶穌的親口。我們既能稱天主為父，我們就成
為祂的義子了，為子者，有光榮父親的義務，使其名永受讚美和敬愛。我們能成為天主的義子是因了耶穌
的救贖，獲享常生的道理的根源也包括在這端經文內了。
「聖母經」──眾所周知，聖母經的前半段是來自天使的口，向聖母摯誠請安致侯的話，唸玫瑰經
就是一連串不斷的稱賀並向聖母致安問候；瑪利亞豈能不重憶起領報日的情景嗎？總領天使向她的問安：
『萬福，瑪利亞』：真似一朵馨香芬芳的玫瑰花呈獻於聖母臺前，同時，聖母經內也包含著天主降生的偉
大道理：揀選童貞女為母降生成人。隨著告訴我們聖母是天主的母親，無染原罪的母后，和諸寵中保。
「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為讚美，爾胎子耶穌並為讚美」的幾句話解決了聖母神
學上無數的難題，同時證明了聖母獲得的各樣特恩，可以說：聖母的一切尊銜都繫在這幾句話上！
「聖三光榮經」──是永遠讚頌天主的經文，光榮是整個教會中一篇極早和普遍化的經文。「本篤
典規」中，規定會士們每唸一篇聖詠後加唸「聖三光榮經」，同聲讚頌天主聖三無上的光榮，由創世至末
世的一切光榮都應歸於天主。古時代，猶太人每次聚會堂中誦唸聖詠時，也屢次唸光榮天主的誦句：願天
主獲讚美，願以色列民的主獲讚美，從創世開始直至末世！眾人便齊應：「阿們」Amen，Fiat「願其所願
吧！」所謂「玫瑰經奧蹟默想」被稱為「玫瑰經的靈魂」，因為有奧蹟的默想才算為真正的玫瑰經。奧蹟
的默想含著數會內數端教義。
「歡喜的奧蹟」使人重記憶原祖的違命，天主的仁慈的救贖，從降孕成人，誕生母胎，揀選童貞女
做母親和瑪利亞的地位都記載在內了。天主聖父為預備聖子的降生，打發聖若翰做前驅，為基督君王開
路；祂降生成人，誕生在卑微簡陋的馬槽內，教導世人真福的所在，是貧窮和謙遜；祂先以身作則，到後
來才講論：「貧窮者乃真福，為其已得天上國」。祂如常人一樣入世，遵守一樣的法律到聖殿行割損的奉
獻禮，長大後亦同雙親到耶路撒冷聖殿祈禱。三十年度著隱居的生活，指示世人認識內修的生活和內心的
平安才是真正的福樂。
「痛苦的奧蹟」告訴我們，天主為拯救世人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祂創造宇宙，只須一念，為拯救人
靈卻付出了祂至愛的聖子。祂降生為人，與人同類，承擔人潮的痛苦，最後還死在十字架上，以成全燔之
祭，唯有藉這祭祀，人類得以獲救援。祭台上，司鐸每日重行加爾瓦略山上的大祭獻，以恩澤人靈，以平

息天主的義怒。宗徒聖伯多祿說得好：「世間倘有一日停止舉行彌撒聖祭，以補償天主之公義者，天主的
義怒將要消滅世界」。
基督自做了祭獻，我們也該自做祭獻，去欽崇和感謝天主。從這份奧蹟我們該領取忍受世苦的精
神，把我們的苦難與基督的苦難都奉獻於天主聖父，做救贖的祭品。基督奧妙的身體──聖教會──還繼
續受著苦難；祂曾向保祿說的話現今還繼續著說：「掃祿，掃祿，你為什麼難為我？」保祿說：「主，您
是誰？」主說：「我是你難為的耶穌。」﹝宗九 8﹞能與耶穌共苦共難是我們默想這份奧蹟該取的神益。
「榮福的奧蹟」告訴我們，基督從苦難中，為祂自己和我們獲取了大光榮。基督隨著苦難後，更是
無上的凱旋，祂復活了，不會再死。我們隨著今世的苦難便是來日升天的無上光榮。耶穌復活了，升天
了，我們將來也得復活和升天，我們的一切希望全繫在耶穌基督的復活上。聖保祿宗徒說：倘若耶穌不復
活，我們的信德都是死的，我們所信的都是虛假的，默想這端奧蹟時，我們該與耶穌和聖母瑪利亞同喜
樂，因為現今與耶穌同受苦，將來就能與耶穌和聖母瑪利亞同享榮耀於天上！
因著天主聖神的降臨，宗徒成了勇敢的，明智的，不怕為基督受苦。整個的聖教會就從這日開始建
立在不能動搖的磐石上。天主聖神成了教會的砥柱，訓誨默佑，與聖教會相偕直至世界窮盡。祂充滿了整
個大地，是大地的生氣，祂充滿聖潔的人靈，是人靈的生命，使祂作為天主聖父的義子，「來吧，造物之
神，請來降顧爾友之靈魂，以上天之恩寵，充滿禰所造之身心。」
基督在世的救贖工程已完，童貞瑪利亞在世的使命亦完結，她應該去接受永遠的賞報了；她被提升
了天，坐在聖子耶穌的右邊，這是她應得的賞報。在世上她與耶穌共苦難，今在天上也與耶穌共光榮。聖
母瑪利亞升天的光榮在我們的眼前，以振發我們羨慕天堂的愛心，唯有懷這愛心的人，才堪當享受天堂的
福樂。
聖母瑪利亞雖然離世升天，卻未曾遺忘在世間的子女──她與聖子耶穌所要救贖的靈魂。她猶未忘
記聖子耶穌臨終時所托付的遺言：「彼為爾子」，今在世上，她做天地的母皇，時刻為世人轉求恩寵，聖
人的公論說：天主願意一切的恩寵都藉著聖母瑪利亞而來到人間。我們應該深刻默想這句格言：「藉聖母
瑪利亞而到耶穌去」（Ad Jesum per Mariam）。我們默想這端奧蹟後，對聖母瑪利亞應懷抱豐富的信
心，熱誠的企望，孺子般的愛情，因為她是天主之母，也是我們萬民的母親。
「光明的奧蹟」主要為彰顯基督公開傳教生活的事蹟，突出基督奧蹟中光明的時刻，見証生命與福
傳的時刻，以滿全玫瑰經本有的精神，完整地闡明基督的奧蹟。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My First Missions Trip
Carol Sun
This summer when I traveled to Bangkok, I experienced so many new
things I will never forget. As this was my first missions trip, I went not knowing
what to expect. My team of 20 people, 15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five post-college
adults, fasted from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comfort and material wealth,
space, language, etc. We prayed for God to meet us where we were at and to show
us his heart for the oppressed and marginalized.
Thailand is beautiful, and Bangkok is just like any other city on earth-every place has its own set of problems. We were sent to the poorest areas to serve
whom Jesus referred to as “the least of these”. For five weeks, we worked with
child Cambodian refugees, the abandoned elderly, an ostracized leper community,
and young single mothers. Thai people are incredibly loving and hospitable, but
we met a lot of obstacles. While living in poverty, witnessing outbursts of
domestic violence, encountering racism, and feeling foolish, lonely, or unwanted
meandering in an
indirect and passive
culture that attempts
to save face, we could rely on nothing and nobody
except the Holy Spirit. God really spoke to all of us
in multiple ways: through Scripture, the emotional
rollercoaster of each day, and our supportive and
loving teammates. Reflecting upon my experiences, I
felt compelled to reach out to people who I view as
the oppressors and the privileged in the systems of
injustice that our world is built around.
Personally, I could never truly comprehend Jesus’ love for me until I related it to my passion for loving
others and explored for myself his life of ministry in
the Gospel. My trip to Thailand was a gift from God
that affirmed the previous two years of my walk of
faith. Now that I am back in the USA, I want to use
my knowledge and enthusiasm for social justice as
two things: 1) as a bridge to bring non-believers to
faith, and 2) as a challenge for Christians to invite
Jesus to show them what it truly means to love. This
missions trip was a really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
really feel so much closer not just to God but to the
unseen others who share the globe with us.
後註：早在今年二月 Carol 表達想參加外國傳教使命時，我們心中就充滿了感恩。因為我們知道只有天主
能夠將這渴望放入孩子的心裡，並藉此召叫她，更高興的是她能慷慨答覆。感謝劉執事的推薦信幫助她的
申請順利通過，以及橙縣聯誼會的神長、教友，和華語夫婦懇談會的好友們熱心捐助旅費和懇切的代禱，
讓我們全家深切體會到 ＂在山上，上主自會照料＂ (創 22：14)。如今 Carol 滿載恩寵、平安地歸來，
願與大家分享她的學習與收穫，並願一切的光榮歸於主。(孫義弘/蕭莉芳)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通功代禱
爲亡者：為眾煉獄靈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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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所有在仇恨基督宗教地方受影響的弟兄姐妹們, 為亡者靈魂,
求主賜他們永安及永光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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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心中充滿仇恨者得到真正的心靈平安, 願意歸入天主的真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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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Yang; Angel; Adam; R Ngo;
Margarette V; T Zhou; A Lam; Theresa Chiang; David Chiang; Robert Ng;朱慧玲; 朱安邦; 孫美祥;
劉柯淑媚;謝達賢小兄弟, 以及所有患癌症者。
為余媽媽十月的換人工膝蓋手術成功。為 RCIA 慕道者與服務的弟兄姐妹。為聖心中文學校的所有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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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橙縣教區慶祝 40 週年紀念祈禱。
為本月教宗的祈禱意向：2016 年 10 月
總意向:為新聞從業人員
願新聞從業人員，常能以尊重真理及強烈的倫理意識為工作的動機。
福傳意向:為世界福傳日
願世界福傳日能在所有基督徒團體內重新激起福音的喜悅，喚醒宣講福音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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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 -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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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聯絡電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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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主日彌撒奉獻
祭台上的鮮花
總收入

$
$
$

2,528.00
60.00
2,588.00

支出:
神長謝儀
教堂奉獻
郵費及印刷費
彭保祿神父 8/28/16 彌撒
橙縣教區牧靈計劃的翻譯
兒童聖經
54 花瓶
USPS - 郵局信箱租金
慕道班點心
牟老太安息主懷花圈
總支出

$
$
$
$
$
$
$
$
$
$
$

600.00
1,000.00
44.03
100.00
500.00
339.48
259.22
60.00
15.48
137.18
3,055.39

本月結餘

$

(467.39)

小組負責人
聖詠團團長 :
福傳負責人

晴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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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主日彌撒奉獻
祭台上的鮮花
總收入
支出:
神長謝儀
教堂奉獻

$
$
$

2,528.00
60.00
2,588.00

$
$

6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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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