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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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網站     http://www.occ-cath.org/pages/about_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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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兒童教理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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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秋季班已開始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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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學校網站 http://www.occ-cath.org/chinese_school/home.html   



 

 
 

九月份 聖事活動 Sept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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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彌撒 時間: 每個星期天上午十點半 （Every Sunday Morning 10:30 AM)

九月03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2主日)          輔祭:Peter Lao,Bryan梁,Sophie梁

九月10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3主日)          輔祭:Qun何,Joseph王,Lilian王

九月17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4主日)            輔祭:Andrew侯,Ariel侯,Peter何

九月24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5主日)              輔祭: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聖詠團加練 時間: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地點:

北區時: 九月23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劉卓台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 修女) （562）652-3745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91748 編下： 1-10章

聖經研讀／ 中區時: 九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7:30-9:30 帶領人:孫立雄

地點: 朱安邦/陳文英 家 （657）204-9725

聖經誦禱 地址請與 朱安邦/陳文英 連繫 德訓篇十一章

南區時: 九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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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帶領人: Tony Cheng

地點: Bruce/Cindy 家  (949)831-0576

地址請與 Bruce/Cindy 連繫 格後：10-13章

玫瑰經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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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編輯組: 劉正宇 Raymond Liu (949) 637-2907, 張育琦(Jocelyn)

網路通訊組: 陳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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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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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刊訊息》 

*福傳是整個教會的責任,尤其要靠平信徒的參與才能成功。我們能做什麼？請看《福傳你我他》一文。 

*如果您錯過了八月二十二日彌撒後，靈修組為大家準備的影片—Miracles from Heaven，通訊組特別

選了一篇文章，讓大家能對這影片有所瞭解，相信您會對九月的電影有更高的興趣。請看《來自天堂的

奇蹟》電影欣賞與分享。 
 
《本會訊》 聖心中文學校 2017/18 學年將於九月十日開學為了配合小朋友們可以和家長一同參與主日

上午 10:30 的中文禰撒，中文學校特別將「聖心園地」移前至 9:45am - 10:25am. 歡迎大家為您的孩

子們從中選擇適合課程，踴躍報名，並請廣為介紹。 

  



 

 
 

 

《本會訊》 靈修理事 Tiffany為大家在九月所準備了一部叫“Little Boy＂的影片，彌撒之後放映。

為鼓勵大家前來欣賞，聯誼會將提供每人一份三明治午餐，為統計人數務必請大家提早向各區區長或

靈修理事報名。網址: http://www.occ-cath.org/pages/calendar.pdf。 

 

九月份電影 

  

http://www.occ-cath.org/pages/calendar.pdf


 

 
 

福傳你我他 
節錄自網路 

福傳是整個教會的責任。由教宗、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到每一位平信徒，都有福傳的責

任。連小孩子，也可以向同輩的小朋友「福傳」。中學生間的「 同輩輔導 」更是福傳的最佳形式。我

們要特別強調教友（平信徒）參與福傳的重要。事實上，佛教和基督新教的傳教事業，主要都是

「 靠 」平信徒的參與才能成功的。而天主教在福傳上最大的弱點，正正就是因為缺少了教友的主動和

參與！ 我們能做什麼？ 就讓我們從幾個方面思考這個實際的福傳問題，分述如下： 

 

《標記擴散》 要福傳，首先可考慮讓天主教的臨在和福音的標記清清楚楚的展現在社會中，讓人很易

的就能看到、聽到、感受到、接觸到教會和耶穌的「臨在」。 我們可以做的是： 

 身上配帶天主教的標記，如苦像或其他一看就知道是天主教的飾物。 

 家中以天主教的裝飾為基調，例如以十字架、耶穌像、聖母像、聖經小祭台、信仰金句、宗教

畫、宗教小擺設等等為裝飾。 

 個人小汽車、辦事處的個人案頭、手提電話、手袋、書包、筆袋……，都可以放上一些宗教性的

裝飾品。連電腦的「桌面」或「螢幕保護裝置」也一樣可以以天主教為題材！ 

 手上戴隻玫瑰戒指（指環），還可以提醒自己隨時唸玫瑰經。 

 送聖誕卡，一定要以耶穌為主題，千萬不要讓聖誕老人、聖誕禮物等等取代了耶穌在他自己生日

中的位置！ 

 如果有些宗教好書，記著要多買一本去送給你想向他福傳的人！ 

 開車，不是也可以播放一些宗教音樂嗎？播放一些好的講道錄音帶或 CD，也可以和同行的人一

齊分享呢！ 

 如果你在公開的場合內劃十字（例如吃飯前），你是在提醒人天主的存在。 

 鄰舍式的基信團，由於它們是臨在於民居中，他們的歌聲、他們聯群結隊的共融和快樂表現，都

可以引起人們的好奇，甚至羡慕。 

 善用現代科技，例如互聯網、電郵、電視節目、電台廣播、CD、VCD等，去讓福音訊息能有機會

展現在大眾面前。 

 

《意識滲透》 標記是形，意識是神；真正的福傳要形神兼備。我們要讓人看到、聽到和感受到福音的

臨在，更要讓人明白福音的內容，掌握福音的精神。所以我們要切切實實的把福音精神和內容傳揚開

去。 我們可以做的是： 

 在和人談話時，不防培養甚至創作一些良好的「 信仰口頭禪 」，例如：「天主保佑！」或「按

天主的聖意去做吧！」或「痛苦是天主化了妝的祝福」或「請為我祈禱！」或「我會為你祈禱

的！」等等、等等。 

 在和人分享時，或作任何較嚴肅的談話時，要學會 引用聖經 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主張。 

 如果你要寫文章，為何不在適當的段落中也引用一兩句聖經呢？ 

 我們也可以創造一些機會去和人分享信仰，例如在學生在小息時或甚至在露營時，也可以主動地

找一位朋友，和他「 單對單 」地分享生活、分享信仰。 

 如果你是坐飛機（或在類似的情況中），有機會時為何不與坐在你旁邊的人談談人生、談談信仰

呢？ 



 

 
 

 在計劃團體行動時，不妨多想一下如何多辦一些福傳的活動。別讓基督徒團體成為只是吃喝玩樂

的地方。 

 

《行動福傳》 如果福傳要「靠」平信徒去配合，甚至需要他們的主動，那麼，多看一看平信徒該作什

麼或能作什麼，都很有用。平信徒如能多思考這問題，甚至把傳教當作是自己的事業、本分和光榮，那

麼「聖教廣揚」便再不是那麼遙不可及的理想了。 我們可以做的是： 

 多找機會去主動配合教會或堂區的福傳運動。 

 協助派傳單、賣聖書，積極找朋友參加堂區或教區的福傳活動。 

 加入堂區做福傳大使，策劃福傳活動，踴躍做福傳義工。 

 介紹朋友去慕道，至少每年介紹一位。 

 陪同你的朋友去參加慕道班，多關心他在慕道班的情況，他的信心一有動搖，就要立刻設法補

救，一直到他們領洗為止。 

 作慕道班義工，協助教慕道班，這本身也是最有效的「再慕道」！ 

 如果你的朋友詢問你有關信仰的問題，你要 立刻親自回答他 ，他最想聽到的是你的答案、你的

信仰經驗。 

 如果你要介紹他去見神父或修女，便要緊記追蹤這個個案，不要讓它慢慢的淡化、消失！ 

 在各種宗教交談中，不要硬銷自己的信仰，但也要 堅定不移地向人介紹自己信仰的特點 ，並告

訴他們自己為什麼選擇了天主教。 

 其實，教友傳教的第一個對象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公教父母要親自教子女要理，尤其要積極準

備他們初領聖體和領堅振。 

 用「 隨機教育法 」去解答子女的問題，並刻意時常將生活和信仰連在一起去回答他們，使他們

能從小學習以信仰提昇生活，以生活實踐信仰。 

 刻意的用寫信、寫賀卡、寫便條、打電話等等方法，去向家人傳福音。 

 善用金錢，贊助各種的福傳活動，資助出版福傳書籍。 

 

《生活感染》 這是福傳中最重要的方法。拉丁文說：「你沒有的，不可以給人。」如果我們活不出福

音，不以作基督徒為榮，那麼我們不過是一部錄音機，而非福傳者。基督要我們為他的福音「作見

證」，初期教會的一大群一大群皈依者，也是因為見到教友們的友愛和喜樂的生活而皈依的。我們可以

做的是： 

 認真的活出信仰生活，同時以信仰提昇生活， 以生活實踐信仰。 

 忠誠地按教會的要求滿全自己的宗教責任，如參與主日彌撒、勤領聖事、天天讀經、經常祈禱

等，也要花些時間去多學習有關信仰的知識（如參加教區的各種講座和神學班等），這樣才可以

深化自己的信仰，為基督作見證。 

 如果你能夠讓人看出，你信主後比信主前有極大的轉變，變得更好、更快樂、更愛人、更有用，

那麼你的「 生命語言 」或「行為語言」將比一切的口頭語言都來得有效。 

 如果一個孩子在信教後，能更多幫助作家務、更體貼父母的辛勞、更少和兄弟姊妹吵架、更專注

於學業，那麼，其他家人信主的可能性必會大增。 

 如果你能於信教後戒掉了你原來那些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惡習或壞毛病，那麼你的生命將會比

許多傳教士的聲音更響亮、更有力和更有效。 



 

 
 

 一個敬業樂業的專業人士，如果要做福傳工作，必然事半功倍，因為他的話會因他的人品而有更

大的魅力。 

 如果你不能以自己的好生命去福傳，至少不要以你的壞表樣，去作福傳的「 反見證 」！ 

  
 

返回《月刊訊息》 

 

  



 

 
 

來自天堂的奇蹟 Miracles from Heaven 電影欣賞與分享 
通訊組 

八月二十二日彌撒後，許多朋友一同留下來欣賞了靈修理事 Tiffany為大家準備的一部根據真人

真事改編的影片—Miracles from Heaven。影片劇情大致如下: 

 

一個美國德州小女孩安娜貝爾．比姆（Annabel Beam）的母親克利絲蒂（Christy Beam）將女兒

神奇的「上天堂」的經歷寫成《來自天堂的奇蹟》（ Miracles From Heaven ），在 2015年出書上

市。2016 年 3月 17 日，以這本書為藍本拍攝而成的電影《天堂奇癒記》在美國初映。四年多前，安娜

和姊妹在自家農場玩時，從三十英尺高的樹上摔下來大難不死，有了這神奇的經驗。 

 

據「信不信由你」（believe or not！you decide）的瀕死經驗網站報導，住在美國德州的克雷

本內（Cleburne，Texas）的小女孩安娜，從小就患有胃腸功能紊亂的症狀，胃不能消化食物，導致她

在進食後嚴重腹脹，極端不舒服，時常疼痛，只能吃流質食物。母親帶著她到處求診也醫治不了她的

病，進出醫院是家常便飯。結果，醫生還是宣告安娜的病無救，只讓她回家「自生自滅」。異常的疾病

帶來的痛苦，曾經讓安娜不想活下去。她告訴媽媽，寧願死掉去天堂，不要活在痛苦中了。 

 

在 2011年，安娜和姊姊爬上自家農場的樹，不料樹幹斷了，她從 30英尺高的樹上掉下，但是她

並沒有直接落到地上，頭下腳上的她落入了已經中空的樹幹裡。樹幹雖然中空，但是下半部通外的縫隙

卻很小。爸爸看到她伸起小手指確定她還活著，但沒辦法把她救出來，於是呼叫了消防隊員。消防隊員

花了將近五小時，終於救出了安娜。被送到醫院的安娜身上沒有什麼傷，沒有骨折、沒有癱瘓，甚至沒

有一道傷口。醫生們嘆說這是他們從沒見過的奇蹟，在她落難時一定有神陪著她！ 

 

安娜說，在消防隊員救援她的五小時中，她鐵定去了天堂，那裡非常的光亮，因為在那裡她見到

了幾年前已經死去的祖母。她說她見到了耶穌，耶穌有棕色的頭髮、棕色的鬍子，穿著白袍，她說自己

坐在耶穌的腿上，問耶穌自己能不能留在他身邊？耶穌說不能，有給了你在地球上的任務。又告訴她從

樹幹空心洞出去後不會有事。 

 

安娜從那次意外之後，她嚴重的病就消失了，她相信是耶穌幫她治療好了的。她的母親也證實

了安從那以後，以前的病都不再犯了。安娜一家人經歷了這神奇的經驗，她們堅信「神總是在那

裡！」希望人們不要放棄對神的信仰。 

 

以下是摘自網路的一位台灣護理人員的觀後心得分享： 

 

(http://blog.xuite.net/scirisyang/twblog/431607460-

%E4%BE%86%E8%87%AA%E5%A4%A9%E5%A0%82%E7%9A%84%E5%A5%87%E8%B9%9F+Miracles+from+Heaven) 

 

這部電影核心談論的主題，是信仰。故事發生在一個平凡家庭的真實遭遇，他們遇到了來自天堂

的奇蹟。 

 

一開始，渾身充滿道具的喜感牧師就說到：我們可以花錢買物質、買保險、買一份安心，但內心

真正的平安，是我們無法看見和買到的。是來自信念(相信神的信仰)。他說 "Faith is the only true 

shelter."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4%a9%e5%a0%8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5%87%e8%b9%9f.html
http://www.christybeam.com/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4%a9%e5%a0%8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4%a7%e9%9b%a3%e4%b8%8d%e6%ad%b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5%87%e8%b9%9f.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80%b6%e7%a9%8c.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80%b6%e7%a9%8c.html


 

 
 

在天主教的教義中講信、望、愛，就是相信、盼望、有愛，而那就是內心的平安的來源。 

 

我的胸前總是有一個十字架。那是我的死黨們，在都還是小資女的15年前，合資買給我的第一個

名牌(Tiffany)的十字架。從那天起，幾乎除了送洗保養外，每天都我都戴著它。不是因為它是名牌

貨，而是因為她是死黨的愛、它是十字架。 

 

每當夜班輪值查房時，或者感覺不平安的時候，我會將十字架拿起到嘴邊，輕輕呼喊著：主啊，

請賜給我平安。或者，搭飛機起降或亂流、甚至飛機上根本沒發生甚麼事，我就莫名感到害怕的時

候...我會唸起天主經(就是片中媽媽趴在樹幹旁邊禱告的經文)。 

 

只有信仰不堅定、小信德的人，才會像我這樣，總是在最感到脆弱的時候，才想到天主的存在。

如果堅守信念，信仰堅定，這份平安會讓人無所畏懼。會相信上天自有安排，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

排。因為冥冥之中自有神的手，會透過其他人，用不同的方法來幫助自己。這點在我母親的身上充分展

現。她這輩子也一直試著教會我這件事，但我似乎沒有理解透徹，所以一直還是這樣小信德。 

 

有些人會質疑，為什麼人活著會有苦難，為什麼老天要讓自己陷於苦難，想要找到答案，想對於

自己所承擔的痛苦，找到原因來解釋。像我們照顧的很多病人，長期臥床，往往是最親近的人會無語問

蒼天，提問老天：為什麼要我的家人受這樣的苦？ 為什麼要折磨我？ 

 

但很多事情其實問了也不會有答案，因為事已若此。但得不到答案，並不代表上天沒有安排、不

代表沒有神，更不代表"冥冥之中"不存在。我們可以選擇相信有神的存在，讓天父聽見自己的祈禱，或

者選擇無神論，認為如果有神，祂為什麼不來讓我更好過一點？然而，正如那牧師說的，當選擇了前

者，你會發現自己比較舒坦。 

 

不要困惑為什麼自己在受苦，不要生氣你的禱告沒有回應，不要怪神為什麼對自己所求的無法成

全。只要你相信，只要堅守著信念，不間斷的信仰，會幫助自己看見身邊已經擁有的是甚麼，相信一切

自會有最好的安排，而，現在就是那最好的安排。因為，奇蹟總是在身邊！ 

 

片中的主人家，經歷了不少科學難以解釋的事情。雖然影片中最主要交代的重點，是醫學無法解

釋的奇蹟似的康復，但其實片中交代了幾個細微的奇蹟，都來自於這個家庭遭遇到的貴人，他們在正確

的時間起心動念，他們做了某些事情，讓這個家庭走往奇蹟的道路上。 

 

例如，新到任的掛號人員，見到母親的淚水，鼓起勇氣去找了醫師，為她安插號碼。例如，在咖

啡店接受到女侍的熱情邀約，他們去一覽了波士頓，在莫內的大型Water liles畫作前，接到了允許治

療的電話。又例如，那位善良的航空公司地勤人員，聽到孩子要去探望垂死的姊妹，在他的職權下做了

最慷慨的事。這些貴人，並沒有預約，並沒有劇本，他們就只是起心動念而已，他們改變了自己原本可

以做的例行活動，冥冥之中，用愛帶領Beam家人前往奇蹟的道路上。 

 

這部片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奇蹟就是善念。奇蹟即行善，奇蹟就是每個感動的瞬間，奇蹟就是愛。 

但對於那些沒有起憐憫之心的人呢？在天主教的教義中，愛就是上帝，愛就是寬恕。 

 



 

 
 

因為當自己接受了愛，他會成為一股力量，回頭感召沒有起憐憫之心的、言語毒蛇的人。無論在多艱困

的情境中，都要相信自己絕對不是獨自面對。愛會透過身邊的一個個微小的奇蹟，成為一個循環，尤其

當自己願意把愛傳遞給他人，就是為自己創造更多奇蹟的可能。 

 

讓他人感受到愛，愛總有一天會回到你的身邊。天天都要開心，不管面對日出日落，閃著光的或者被雲

遮蓋的星辰，因為她們都美麗。每天都是奇蹟的一天， Enjoy everyday， enjoy every miracle， 

because miracle is everywhere. 活著，就是奇蹟。 

 

返回《月刊訊息》 

  



 

 
 

通功代禱 

爲亡者： 

請為最近蒙主恩召的王姚碧蓮女士（王寳鑾的母親），以及最近連續蒙主寵召的主教們(臺灣的賈彥文

榮休總主教，太原的李建唐榮休總主教，新疆-烏魯木齊監牧區謝廷哲主教 ) 祈禱，求主以永光照

之，早日收納他們的靈魂返回父家，安息主懷。 
 

爲衆煉獄靈魂，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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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所有在仇恨基督宗教地方受影響的弟兄姐妹們，爲亡者靈魂，求主賜伊等永安及以永光照之，息止安

所。 阿門。 爲傷者求主賜予早日康復的恩典。 爲其家人親友們祈求心靈的康愈與平安。 也爲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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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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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趙承元的母親趙媽媽手術後的健康恢復祈禱，求主垂顧，治愈她。 

Fr Gabriel Le Jeune; Sr Dee O’Brien; Fr Joseph Su; 葉修女; A Zhu; C Yu; J Yu;  S Yu,  L 

Yu; J Chan; E Sun; T Zhao; Y Zhao; H Ngo; S Yang; J Luu; K Zhang; J Zhang; S Yang; Angel; 

Adam; R Ngo;  Margarette V; T Zhou;  R & L Ng; T Chiang; D Chiang; 羅輝富; 朱安邦; 金媽

媽, 董媽媽, 余媽媽, 劉媽媽, 謝達賢小兄弟; Nancy 賴莉娟姐妹; Linda Ng 姐妹 及所有癌症患

者。  

爲聖召祈禱 - 求主在華人中召選更多慷慨熱心的青年男女; 願青年能慷慨答覆天主的召叫，認真考慮

以司鐸身份或奉獻生活來奉獻自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17年 9月 

福傳意向：為所有堂區-願我們充滿福傳精神的堂區，能成為傳達信仰與看見愛的地方。  

  

http://www.apostleshipofprayer.tw/index.php/2017-may-prayer-and-service


 

 
 

司鐸/工作人員聯絡表及本月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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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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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晴 (949) 637-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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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負責人     

聖詠團團長 : 潘曼麗 (714) 520-5951 

關懷小組負責人 : 余惠美 (949) 350-1077 

福傳負責人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5370 

兒童組 :  董  晴 (949) 637-9366 

 

 

 

 

 

 

 

 

 

 

 

 

 

 

 

 

 

財務報表 - July 2017 

  收入  
    
 主日彌撒奉獻  $  2,824.00 

 熱心教友捐獻  $  1,500.00 

 花卉收入  $    110.00 

 總收入  $  4,434.00 

  

 

支出 

  

 神長謝儀  $ (1,100.00) 

 教堂奉獻（8/2017）  $ (1,000.00) 

 郵費及印刷費  $    (50.77) 

 國慶戶外活動主食  $   (370.04) 

 教會禮物  $    (69.52) 

 信箱租金  $    (64.00) 

 總支出  $ (2,654.33) 

   

 本月結餘  $  1,779.67 

  

 

 

 

 



 

 
 

 

OCCCA 贊助夥伴（OCCCA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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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