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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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 聖事活動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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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01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一主日)          輔祭:Bryan&Sophie梁,Coco Benedetti

三月08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二主日)    輔祭:Bryan&Sophie梁,Coco Benedetti

三月15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三主日) 輔祭: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三月22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四主日) 輔祭:Francis Liu,Alan侯,Alec侯

三月29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五主日) 輔祭:Bryan&Sophie梁,Coco Benedetti

聖詠團加練 時/地: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北區時: 三月21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徐少平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院 (626) 965-5353

17944 Gal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主題: 加下11-15

中區時: 三月20日 (星期五) 晚上7:30-9:00 聯絡人:潘煥霞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714) 964-7886

主題:TBD

南區時: 三月13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聯絡人:黃秀紛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949) 468-7187

南南區時: 三月20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地點: Tony/Kathy家 

地址請與Tony/Kathy連繫 主題:德訓篇 7-8章

時間: 三月8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葉聖桄

地點: Tower of Hope 六樓會議室
主題:

時間: 三月22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蕭莉芳/孫義弘

地點: Tower of Hope 六樓會議室
主題:

時間: 三月29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劉卓台
地點: Tower of Hope 六樓會議室
主題:

通訊組: 陳夙慧 Su-Hui Wang (949) 653-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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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il.com 。shwang828@gmail.com

 

 

基督徒的社會公義

慕道班

每月彌撒

教會的禮儀及節慶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月刊訊息》 

 聖座發表教宗方濟各 2020年四旬期文告，主題為“我們如今代基督請求你們：與天主和好吧！”。

文告籲請信友擁抱逾越奧蹟作為悔改的基礎，強調祈禱的重要性，並敦促信衆致力於愛德行為。請

參閱《教宗方濟各 2020年四旬期文告》全文。 

 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快速蔓延全球造成恐慌，引發了許多歧視、自私等人性衝突事件。作為一

個基督徒我們應該以什麼心態來應對此次非比尋常的疫情呢? 本期月刊特別選刊韋薇修女的文章《新

冠肺炎威脅是人性的考驗福音見證的機會》提供大家一個思考方向。 

 

《本會訊》 

 

 

 

 

 

 

 

自二月二十六日起教會進入四旬期，整個教會－包括慕道者和教友，一齊以「慕道」和「更新」，積極 

地準備自己來慶祝主的逾越奧蹟（即基督的死而復活）。在這個時期內，慕道者透過甄選禮、考核傅油 

禮等等，來準備領受入門聖事（即聖洗、堅振及聖體聖事），而教友就在此時期重溫他們的洗禮，並以 

悔改、補贖、修和來重新經歷主的逾越。 

在四旬期內，我們要準備聖潔的身心，以切實奉行祈禱和仁

愛的工作，而獲得罪赦，更新生活，好能肖似復活的基督。 

我們可以下列的行動，響應天主教會在「四旬期」內的提

醒： 

 悔改:反省過錯，為自己的罪作補贖並求主的寬恕 

 祈禱:讚美、感謝天主，與天主建立關係 

 克己:節約個人喜好，樂於犧牲 

 樂捐:把節約下的金錢幫助貧困弱小 

 

 

  



 

 

 

 二月二十九日，本會福傳組姊妹謝偉麗陪同今年慕道班學員 Kevin & Nick參加了 Bishop Timothy 

Freyer 為許多堂區共同舉行的甄選禮(Rite of Election)。 

 

 

 

 

 

 

 

 

 

 

 

 

 

 

 

 二月二十三日李偉平神父在彌撒中為今年慕道班的學員舉行了舉薦禮，祝福學員們能在慕道班中認

識天主教信仰，體悟信仰的真諦，領受到天主愛的恩賜，早日進入天主教的大家庭。 

  



 

 

 

 恭喜劉志琴姊妹於二月二十九日由吳神父付洗成為天主教大家庭的一份子! 三月一日在主日彌撒中

Fr.Corder，SJ 也代表本會致贈中文聖經給劉姊妹，盼她多讀聖經福音，領悟上主的話語。 

 

 

 

 

 

 

 

 

 

 

 

 

 

 

 



 

 

 

 

本會於 2020/2/2 舉辦了春節祭祖彌撒及餐會，很高興看到劉志琴姊妹首次參加，她是本會何群      

兄弟（去年不幸去世）的母親，是孫岩姐妹的婆婆。 

   當天剛好我與劉姊妹同桌，聊天之際，對她更加熟悉，我感到她很溫良、愛慕天主很想信教，我 

   隨即將情形向吳仲基神父報告。吳神父基於劉姐妹年紀已長，加上她很快要回國處理一些事務， 

   為能使劉姐妹早日領洗即電函葉聖桄、于德蘭夫婦能在短期內加速為劉姊妹講道理，但劉姐妹仍 

   需回大陸後繼續補上未完成的課程或她仍想研讀的課程。隨即開始辦理教會領洗手續，這次由熱 

   心的 May Lau及 Peter 夫婦擔任代父母。 

   一切都是天主賜與的恩寵。神父訂在 2020/2/29 上午十一時於 Brea 吳神父的教堂 ST. Angela         

   Merici 領洗，當天參禮的有孫岩母子，教內兄弟姐妹除了代父母外有葉聖桄夫婦，陳香吟姐妹， 

   通訊負責人 Sue，本人及吳神父熟識的幾位教友們。 

   劉姐妹聖名為 Anna，劉姐妹領受洗禮後表示，非常感動天主教領洗的莊嚴過程，喜極而泣。 

   感謝天主！讚美天主！       （于陳秀貴 撰述） 

 

Homily Lent March 1 2020 (四旬期第一主日證道)    by Fr. Corder，SJ  

It is no accident that Jesus winds up in the wilderness.  He is not lost, he is not being punished, 

and he has not sinned.  Jesus is in the desert because he was led by the Spirit. 

Temptation and testing is for the strong and not the weak.  It’s usually the obedient and not the 

disobedient who are tested.  One is tempted only to do that which lies within one’s capacity, 

and the greater one’s capacities, the greater one’s temptations.  And surprisingly, temptation 

does not usually involve an obvious evil.  The source of our temptations is almost always our 

own legitimate, normal, natural desires. 

Taking advantage of Jesus' hunger, the devil tries to entice Jesus to grasp after security for its 

own sake; to embrace a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powerful; and to secure the glory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 devil puts three excellent offers before Jesus to tempt him.  Turn stones to bread; in a world 

of hunger, why not?  Jump off the temple; in a world cautious to believe or commit, why not?   

Be a political force; in a world of injustice, why not? 

The temptation is not that food, power and leadership are inherently wrong, but rather that they 

can be used for the wrong ends, or at the wrong time. 

The first temptation deals with the immediate physical needs, an inescapable reality for all of 

us.  In all ancient cultures the word “bread” stands for all that feeds us physically.  The well-

being of our family, loved ones and ourselv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ll of us.  It is here that 

we are often tested, and it is here where we are often amazed by our own strength, by the 

compassion of our friends and by the love of God. 



 

 

 

The second temptation uses scripture in order to put God to the test.  The human tendency to 

bargain with God is so common.  ‘Ask and it shall be given,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ed,’ so why doesn’t God give me my heart’s desire?  Why doesn’t God answer my 

prayers?  These are legitimate questions, but they can also be bargaining chips.  “Answer this 

prayer, God, and I’ll be good forever and ever.”  Or “Give me what I want, God, and I will 

believe in you.”  Sound familiar? 

The third temptation is the terrible, seductive call of power.  Jesus knew well the results of 

giving in to the worship of other gods – the gods of greed, of luxury, of controlling others. 

This is the power that corrupts and destroys even the best.   

Do you recognize them in these temptations set before Jesus?  In many ways they are universal 

temptations.  They are all, in a sense, temptations  
to take control of our own lives –  
to set objectives of our own apart from God –  
to lower our sense of what God wants of us as we seek self-fulfillment and self-satisfaction 

rather than self-giving obedience to him. 

We do not have to look for temptations, they come looking for us.  The temptations are there at 

every turn. 

Temptations have at their center the intention of turning us away from God, from others and 

even from ourselves as well.  They are sometimes subtle and sometimes very urgent, but they 

turn us away from truth and light,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Jesus refuses in the desert to turn stones into bread, but before long he will feed thousands in 

the wilderness with just a few loaves and some fish, and he will teach his disciples to pray to 

God for their "daily bread."  The temptation was for him to use his powers for himself.  Jesus 

chose a pattern of life where he would use his gifts and power for others, never for himself. 

In the second test, He refuses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relationship to God by leaping off the 

Temple; and at the end of his earthly ministry he still faces the taunts “He called himself the 

Son of God.”  “He saved others, why doesn’t he save himself.”   

And he turns down the devil's offer of worldly kingship, but he offers the kingdom of the God 

to all those who follow him in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He even says to us,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God himself is being tested.  Jesus could give in to the temptation, but all would have been lost. 

Honor, righteousness, love and mercy would become counterfeit.  Hope, joy, forgiveness, 

redemption and reconciliation would be bleak distortions or jokes at best.  The Gospel, the good 

news, would be no news at all. 

The temptations are to be something that we are not.  For us, all temptations can be summed up 

in the temptation to be something that we are not.  Temptation is anything that makes us less 



 

 

 

human.  It is in times of testing or trial we are called upon to prove our true identity and 

character, who we are and whose we are. 

To be human means that we will be tested, that is a result of the original sin that we carry with 

us.  Bu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o remember: 

The devil’s tests correspond to three common lies: 

Only those who have material resources are blessed by God; 

Only those who have great spiritual lives are blessed by God; and 

Only those who have power are blessed by God. 

No place is so desolate, so distant, or so challenging that Jesus has not already been there; no 

test or temptation is so great that Jesus has not already overcome it. 

God did not abandon Adam and Eve in the garden, and for us as well, even if we fall into the 

temptation of forgetting God, Grace will not forget us. This is truly Amazing Grace. 

Jesus stands firm in the truth and in the light when he is in the desert, and he invites us to do the 

same. He will be with us at our side, to give us strength, and together with him we can continue 

to trust God and to surrender to God’s loving plan. 

 2月 8日主教府舉辦了重發婚姻誓願的活動，本會教友趙中和、蔣歐慶夫婦當天也參加了此一有意

義的活動，和堂區其他族裔的參與夫婦們一起重溫婚姻聖事也見證婚姻的神聖和價值。本會教友鄭

仲凱與葉聖桄、于德蘭夫婦也到場觀禮。我們在此為他們積極參與堂區活動喝采，更祝福他們藉

著 天主的降福、藉著 天主的愛，使婚姻更加圓滿，見證信仰!  

 

 

 

 

 

 

 



 

 

 

 
  



 

 

 

教宗方濟各 2020年四旬期文告 
梵蒂岡新聞網 

「我們如今代基督請求你們： 與天主和好吧！」（格後五 20）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今年上主再次賜給我們一段恩寵的時期，好能以煥然一新的心來作準備，慶祝耶穌死亡與復活的偉大奧

蹟，而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正是個人及團體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石。我們必須在心神上不斷地回到此一奧

蹟，因為只要我們向它的精神力量開放自己，並自由慷慨地回應，那麼，它就會在我們內持續產生果效。 

1.以逾越奧蹟為悔改的基礎 

基督信仰的喜樂從聆聽並接受耶穌死亡和復活的喜訊流露出來。此一初傳（kerygma）綜合了一個愛的

奧祕：這愛「如此真實，如此真誠，如此實在，並邀請我們與祂建立真誠的關係，與祂進入可結出果實

的交談」(《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117)。凡相信這訊息的人，就不會接受「人生是自己的，任由我

們隨己意度過」此一不實謊言。其實生命是出自天主父的愛，因祂渴望賜給我們豐富的生命而來（參閱：

若十 10）。如果我們聽從「謊言之父」（若八 44）的誘惑，我們就會捲入荒謬的漩渦，並體驗到人間

地獄，身受其害，如同有許多令人難過的個人和團體的悲劇為證。 

在 2020 年四旬期，我想與每一位基督徒分享我在《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中給年輕人的一番話：「你

要瞻仰被釘十字架的基督所伸開的雙臂，讓自己一再得救。當你辦告解時，你要堅信祂的慈悲，這慈悲

會免除你的罪責。你要瞻仰祂出於慈愛所傾流的聖血，讓祂的聖血淨化你。這樣，你總能重獲新生」

（第 123 號）。耶穌的逾越不是過去的事件；反而因聖神的大能永存不滅，使我們以信德能在受苦的人

身上看見和觸摸到基督的血肉。 

2.悔改的急迫性 

天主的慈悲藉著逾越奧蹟賜給了我們，深入默想逾越奧蹟是一件具有意義的好事。確實，只有在與那

「愛了我，且為我捨棄了自己」（迦二 20）的被釘且復活的主「面對面」的關係中，在朋友之間真心

的對談中，才能體驗到天主的仁慈。這就是在四旬期內，祈禱是那麼重要的原因。祈禱不僅是一項任務，

祈禱更是為表達我們需要回應天主的愛，這愛時時引領和支持著我們。基督信徒祈禱，是因為雖然自知

不配，卻仍然被愛。祈禱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但在天主眼中，真正事關重要的是，我們的祈禱深入我們

的內心並除去我們的心硬，使我們更全然歸向天主和祂的旨意。 

那麼，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季節，願我們讓自己被引領，就像以色列人被引入荒野（參閱：歐二 14），

為使我們至少能聽見我們淨配的聲音，並讓它在內心更深處迴響。我們越充分與祂的聖言契合，我們就

越能體驗到祂無條件所賜給的慈恩。我們不要一時糊塗而錯過這恩寵的時期，以為我們可以掌控自己歸

向祂的時間和方式。 

3.天主急切要與祂的子女交談 

天主為了我們的悔改，又一次賜給我們一段恩寵的時期，我們絕對不能把這事實視為理所當然的。這新

的時機應在我們內激起感恩的心，把我們從怠惰的精神中喚醒。雖然，在我們的人生、在教會和在世界

上，悲劇性的惡事有時候發生，但這改變我們人生途徑的機會，卻表達了天主不變的決心──不中斷與

我們的救恩對話。被釘的耶穌從沒有犯過罪，卻替我們被定罪（參閱：格後五 21），天父拯救我們的

決心，使祂讓祂的聖子背負我們罪的重擔，因此，用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話來說，就是「天主相反自己」

（《天主是愛》，12）。因為天主也愛祂的仇敵。（參閱：瑪五 43~48） 



 

 

 

天主希望透過祂愛子的逾越奧蹟與我們每一個人建立的對話，並不是空洞的閒聊，如同古時的雅典居民

那樣，他們「只是談論或探聽一些新奇的事」（宗十七 21）。這樣的閒聊是源於空洞和膚淺的好奇心，

表現出每一時代的俗氣；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它也會是由於濫用媒體而所造成的。 

4.要與人分享財富，而並非保留給自己 

把復活奧蹟作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意思是在戰爭、各種打擊生命的行為──從未出生的胎兒到老年人

──以及各種形式暴力的受害者身上看到被釘基督的創傷。這些創傷都呈現於環境災害、在不平均分配

的世界物資，各種形式的販賣人口，以及肆無忌憚地追求財富，那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偶像崇拜。 

今天必須向各位善心的男女人士作出呼籲，懇請他們賙濟窮人，把自己的財物分施給最有需要的人，藉

此作出個人的貢獻，為造就更美好的世界。愛德的施與讓我們更具有人性，囤積財物卻讓我們更失去人

性，將自己關在自私自利的牢獄裡。我們有能力，也必須更深入地考慮到我們經濟生活的結構面。因此

在這四旬期中，我會於 3月 26~28 日在亞西西與青年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創革者召開一次會議，目標是

要塑造一個更富於正義、更有包容心的經濟環境。教會的訓導權多次提及，政治生活代表著一種卓越的

愛德形式（參閱：庇護十一世，〈對義大利天主教大學聯盟致詞〉，1927年 12月 18日）。對於經濟

生活而言，也是如此，同樣可以藉由福音與真福八端的精神來達成。 

我祈求至聖聖母為我們轉禱，讓四旬期能開啟我們的心，聽見天主要我們與祂和好的呼聲，定睛注視逾

越奧蹟，並轉向與祂開放及誠懇的交談。這樣，我們會成為基督要求祂的門徒所成為的：地上的鹽、世

上的光。（參閱：瑪五 13~14）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新冠肺炎威脅是人性的考驗福音見證的機會 
文／韋薇修女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當我們在平順、在富裕無憂時，去捐助或是幫助有需要的人，似是很自然，同情心也容易激發出來，但

是在災難當頭、傳染病流行時，就是考驗真實人性及真實同情心了。 

在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疫情侵襲中，「自保」事件層出不窮，人心比銅牆鐵壁還高還硬，中國湖北籍的

人或車不論是否感染病毒，到任何省份或是國家都被拒絕，甚至遭受辱罵，一位湖北貨車司機在高速公

路上流浪十多天，因為沒有任何地方允許他卸貨。過去台灣 SARS 橫行期間，許多社區、場所不只對疑

似病患連對於醫療人員都害怕，他們子女在社區和學校都受到排斥、隔離，還有許多移工患感冒，雇主

不帶她們去看醫生，卻立刻解約、遣返，說是疑似 SARS，以免傳染。 

現在，歐美號稱人權的國家也發生許多把黃種人、華人當病毒，店家拒絕接待華人，甚至幾百年前歧視

華人所稱的「黃禍」，捲土重來。大家都以「我者——他者」區分而有差別待遇，把外來人、他人當成

病毒，為求自保，甚至發展成以「族群」、「國家」區分而差別處理，歧視、排外也成為理所當然，而

歧視造成對立！ 

新冠肺炎的屬性、有效治療方式仍是未知的，未知造成恐慌，恐慌造成區別心，台灣胸腔重症醫師陳志

金曾走過「抗煞」，認為過度恐懼會綁架我們的理智、使人無法適當的處理及反應，傳染病考驗人性。

過去 1 個多月，台灣社會對新冠肺炎疫情是在主權和人權兩端中擺盪，一些人大聲疾呼主權和防疫優先，

盲從附和、網路霸凌、歧視疫區的人隨之而起，另一群人生氣、忍耐、冷漠或怕表態會被圍攻、怕破壞

關係而沉默。政府過去 20年努力打造人權立國的政策和措施，在疫情中忽略了過去倡導的消除歧視。 

如果我們每天只是看各國增加的病例數和疑似病例數、死亡人數統計，再融入意識形態、地域、政治和

經濟關係，不知不覺就抽離了人和人間的社會關係，更難發展出倫理道德較高層次的同情心、將心比心、

普世人道關懷。實際上，對於那些身處疫區想要脫身的人或家庭、那些家中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或是疑

似遭受病毒威脅的人，每個病人、疑似病患者或是第一線醫護人員都是撐起一家人的支柱、他們都是孩

子的父母親，或是父母親的兒女；也可能是企業公司的一片天，好幾百人生計靠他撐起......無論他們

的身分、工作、國籍，他們都是別人的摯愛、至親，都是天主的肖像、被天主所愛、所救贖。身為基督

徒，我們需要從耶穌基督的眼光和心情去看疫情中，所有掙扎和受苦的人，去琢磨耶穌對這些病人、疑

似病患以及他們的家屬會有怎樣的行動？聆聽耶穌要我們如何改變態度和心情？ 

雖然這是我們對抗病毒的艱難時刻，但也是福音見證的好機會，最基本的是基督徒負責任的做好衛生保

健、節省醫療資源、不歧視不排斥非我族類、減少群聚就是在做公益。基督徒更需要在各方面發揮福音

精神，在專業工作上，優先關懷在此疫情中處於脆弱及邊緣的人，例如從事教育及媒體傳播的基督徒，

注意教導個人責任和公共衛生，反歧視病患及其家庭，教導人學習同情與憐憫，區分病毒傳染的禍首是

事件及環境而不是人；從事醫療服務及社會工作的基督徒除了勇敢照顧病患，可主動關切、支援新住民

及移工、慢性病患者；在生活上，主動關心鄰里中的獨居長者和體弱者、新住民、為三餐忙碌的資源缺

乏者，協助他們購買口罩等相關醫療用品，他們在當前的醫療資源分配制度是沒時間、沒體力排隊買得

到口罩、酒精和消毒水；從事電腦手機軟體設計的基督徒，努力開發可以藉手機或電腦讓教友分享勵志

故事的軟體，給隔離者或是病患家人加油打氣、慰問；從事物流服務者，妥善喜樂服務那些避免外出增

加病毒感染機會的人。 

最重要是基督徒在社交圈、或社群媒體圈，針對發生歧視、對立和污名化他人時，能夠搭起溝通與人道

尊重的橋梁；在公共政策領域，去推動自己地區的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的政策措施，



 

 

 

並促進政府政策能夠盡世界公民的責任，互助合作，共同防範病毒，支援危急疫區第一線醫療人員及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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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0 年 3 月 

 

福傳意向：為中國的天主教徒 

願中國的教會能堅守對福音的忠誠，增進合一。 

 

 

 

 

我們的祈禱意向 

我們橙縣的主教 Kevin Vann，在 2018年主持六月二十九日聖伯多祿、聖保祿宗徒瞻禮彌 

撒時特別宣布，由 6/29/2018至 7/17/2019 即橙縣基督主教座堂正式啓用日止訂為橙縣 

教區的聖年。 

      主教希望大家在這聖年裡，要特別為主教座堂復建工程進行順利及充裕的經費諸事多多祈 

      禱。謝謝 May Lau姐妺熱心服務，從 7/22/2018到 8/26/2018的七個主日彌撒後帶领我們 

      為以上的意向求大聖若瑟代為轉禱，並為大家準備了向聖若瑟祈求的七個主日的敬禮手冊。 

      如今第一期整修計畫中的主教堂已於 2019年七月啟用，主教座堂及園區還有許多較小的 

      工程仍需繼續進行。天主教會是聖統教會，橙縣主教座堂的修建工程非常浩大，為聖教會 

      慷慨奉獻是我們每位教友和各善會團體的義務和責任。我們祈求上主福佑，早日見到這座 

      天主的殿堂順利完成，美崙美奐地呈現在我們眼前，迎來更多信徒恭信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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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鐸/工作人員聯絡表 

 
 人員聯絡表  

指導司鐸：               

               吳仲基神父  (714) 529-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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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駱修偉 (909) 860-9862  

禮    儀 :            侯穎輝 (626）839-4878 

福    傳 : 謝偉麗           (714) 928-8321 

公    關 :             于德蘭 (714）256-9688 

通    訊 :            陳夙慧 (949) 400-6896 

活    動 :            鄭仲凱 (949) 230-0188 

財    務 :           王凱琳 (657）378-9028 

四區區長     

北    區 :           張玉京 (714) 535-5848 

中    區 : 潘煥霞 (714) 964-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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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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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