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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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 聖事活動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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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06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九月13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九月20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九月27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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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19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查經暫停。

地點:

中區時: 九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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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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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18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主題:德訓篇 13-14章
地點: Google Meeting

詳情請與Bruce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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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女小德蘭：

                         「恐懼令我畏縮，但在愛的甘飴統治下，

                          我不僅前進——甚至飛奔。」

 

 

每月彌撒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月刊訊息》 

 第 31 屆國際青年祈禱聚會 8 月 1 日至 6 日在默主哥耶（Med jugorje）朝聖地舉行，教宗方濟各致

函與會青年，鼓勵他們要在聖神的扶助下奔向耶穌，去尋找祂、依靠祂，並為祂作見證。請看轉載

自天主教周報的報導《教宗致函國際祈禱聚會青年為主作見證》。 

 本月繼續刊登刊蘇神父所寫的《彌撒知多少？》第二部分。希望本刊的讀者能耐心地跟著每一期登

出的內容，讀完它，對彌撒的結構與其神聖的意義，有較完整、具體並深刻的了解與認識，有助於

日後更專注、更有意識且更喜樂地參與彌撒-感恩聖祭。 

 今年九月是雷煥章神父離世十周年紀念，本會于德蘭姊妹特地為文追念這位為天主教會、中華文化、

青年信仰的培育，終生付出的了不起的大司鐸。請看《由詩人楊牧憶及雷煥章神父》一文。 

 感謝李偉鈞弟兄響應本刊徵文，率先提供他平日靈修心有所感的材料《與天主相遇的首要原則和基

石》與大家共勉。 

《本會訊》 

 因為 COVID-19 疫情仍然嚴重，本堂中文彌撒依舊暫停，請本會教友們留意您的 email，一旦中文彌

撒恢復舉行會長將以 email通知大家。 

 雖然本堂中文彌撒暫停，但堂區的日常運作仍需資金繼續進行，希望大家持續對本堂每週的奉獻。 

以下是本堂公布的直接捐款方式: 

You can now drive through and place your offering in the secured donation boxes located at: 

1) Parking Lot 3, Gate 4 entrance, left hand side at beginning of parking spaces; and 

2) Outside the Arboretum in Parking Lot 5, next to the awning. 
 
Parish Office Hours 
  Monday -- Saturday  9:00 am to 2:00 pm 

  Sunday Closed  

 

您也可上網直接捐款: 詳情請點擊此處 

 

  

https://www.eservicepayments.com/cgi-bin/Vanco_ver3.vps?appver3=wWsk24ZWJSTZKsGd1RMKlg0BDvsSG3VIWQCPJNNxD8upkiY7JlDavDsozUE7KG0nFx2NSo8LdUKGuGuF396vbffUie4IdCRfDqRWPTd9liaXHubq5Z7ap5JVmPErc4ZeYHCKCZhESjGNQmZ5B-6dx_uP2aJpxXG9vW3IOZwDoQI%3D&ver=3


 

 

 

教宗致函國際祈禱聚會青年 為主作見證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第 31屆國際青年祈禱聚會（Mladifest）8月 1日至 6日在默主哥耶（Med jugorje）朝聖地舉行，主

題是：「你們來看看吧」（若 1：39）教宗方濟各致函與會青年指出，他們在這次祈禱聚會中藉著感恩

聖祭和修和聖事，與生活的耶穌基督相遇，從而發現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即抵拒時來暫去的文化和

「相對主義」，要在聖神的扶助下奔向耶穌，去尋找祂、依靠祂，並為祂作見證。 

每年夏天，國際青年祈禱聚會都會在默主哥耶朝聖地舉行；因著各地豐富的社會、文化、體育和教育節

目為塞薩納（Sežana）青年團體注入一些新鮮空氣！參與其中的年輕人在各個地點組織音樂會、表演和

電影放映，許多創意工作坊都探討了有趣的主題，其中一些主題也針對兒童。 

教宗在信函中首先解釋說，此一祈禱聚會的主題「你們來看看吧」具有深刻含義。「你們來」即是在身

心上走向耶穌，而「看看吧」則是對上主的體驗，藉著祂活出我們生命中圓滿和永恆不變的意義。「你

們來看看吧」是耶穌對祂的門徒們提出的邀請，也是對青年的一種祝福，因為「耶穌也注視著你們」，

邀請你們「前去與祂住在一起」。 

與上主同在生命才獲得意

義，在與耶穌的相遇中我們

成了新人，領受使命將這個

經驗傳給他人，但總是將目

光凝視在上主身上。教宗因

此邀請青年們，找出時間與

耶穌在一起，前去與祂相

遇，信賴祂，知道祂洞察人

心；如此，就能充滿祂的聖

神，隨時準備迎接那令人驚

嘆的生命奇遇。 

教宗建議在默主哥耶參加祈

禱聚會的青年以聖母瑪利亞

為典範，她說的「是」意味

著參與和冒險，除了成為一

項許諾的携帶者的堅定信念

外，沒有其他的保障。教宗說，聖母瑪利亞說的「看！上主的婢女」（路 1：38）是最美好的典範，這

告訴我們，當人自由地將自己完全交在天主手中時，會是怎樣的情况。 

教宗最後呼求童貞聖母瑪利亞――我們的母親，請聖母看顧著我們這些在人生旅途上前進的子女；雖然

我們經常感到疲憊匱乏，但心裡總是渴望那希望之光不會熄滅。這就是我們所願：「希望之光不會熄

滅」（《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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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撒(感恩祭)知多少？ 
蘇崑勇神父 

本期內容承接上期最後的部份-「彌撒是祭獻、宴會、紀念、感恩」的內容 

貳、從彌撒禮儀流程-即其結構來認識彌撒的各部分及其意義 

一．彌撒的基本結構(彌撒經書總論第二章)  

彌撒經書總論(以下內容裡簡稱總論的第 27．28號)： 

『在主的聖筵――彌撒中，天主的子民共聚一堂，由司祭主禮，代表基督，舉行對吾主的紀念-感恩祭。

因此，基督的許諾：「那裡有兩、三個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 18：20），就

是特別指聖教會的這項地方聚會而言。 

在彌撒聖祭中，十字架的祭獻得以永垂萬世，基督實在親臨於因祂的名而聚會的團體內、在司祭身上、

在祂的聖言內，祂也更是實體地（substantialiter）與繼續不斷地（continenter）親臨於祝謝過的麵

酒形下。』(總論 27) 

『彌撒是由兩個部分組成：即「聖道禮儀」（ liturgia verbi）和「感恩禮儀」（liturgia 
eucharistica 亦譯為「聖祭禮儀」）。這兩部分密切結合，形成一個敬禮行動[參閱總論 40]。 

的確，信友在彌撒中，享用天主之聖言和基督之聖體的聖筵，能使他們獲得教導和滋養[參閱總論 41]。

除此之外，彌撒尚有開始及禮成的儀式。』(總論 28) 

知道了彌撒的主要結構輪廓之後，從聖經的根據作基礎也具體地為我們提供了彌撒結構的內在理由，

即：為何要讀經？讀經與祭獻的關係？ 此根據和基礎如下： 

1. 西奈山的盟約：  

   ― 宣讀聖言，民眾接受（出二四 7）  

   ― 祭獻犧牲（同上 5）及分享祭品（同上 11）。  

   ― 聖言是訂立盟約的基礎（同上 8）。  

2. 加爾瓦略山的新盟約：  

   ― 耶穌宣講天國福音（瑪四 23）。  

   ― 耶穌自作犧牲： 

     「這是我的體…為你們而犧牲的…這杯是用我的血訂立的盟約」（參瑪二六 26，路 二二 19-20）。                     

     聖言與祭獻犧牲密切相關…  

3. 我們的彌撒：  

   ― 聖道禮儀：宣讀聖言  

   ― 聖祭禮儀：慶祝耶穌的犧牲…信友分享祭品…  

      在彌撒中，聖言與祭獻形成一個對天主的敬禮行動（參閱禮憲章 56）。  

      故此，教會對聖經和對聖體同樣尊敬（啟示憲章 21）。 

由這個內在的理由-聖經給我們的具體根據的基礎上，我們看到，從舊約到新約，再到今天的彌撒聖祭

禮，所呈獻的都包含了彌撒-感恩祭-的最基本的結構：聖言的宣講或宣讀，即聖道禮儀的部份；及實

際的祭獻犧牲，即聖祭禮儀部份。 

二．彌撒開始-進堂式(聖道禮儀之前的儀式) 

file:///C:/Users/Johnny/Downloads/å½�æ��ç¶�æ�¸ç¸½è«�.htm%23_ftn37
file:///C:/Users/Johnny/Downloads/å½�æ��ç¶�æ�¸ç¸½è«�.htm%23_ftn37


 

 

 

1.若按彌撒經書總論的說明，彌撒(感恩聖祭)的主要結構應只包括 

 「聖道禮儀：由讀經一至奉獻祭品之前的部份」及 

 「聖祭禮儀：由奉獻祭品-酒、水的時刻至領完聖體，主祭唸結束禱詞之前的部份」兩個部份。 

  但事實上，我們每主日或每天舉行彌撒時，所使用的，由教會親定的彌撒經書，依其經文內容、儀式     

  流程的安排順序來看，可以看到其內容比起彌撒經書總論所定義的多了兩個部份： 

  1)在「聖道禮儀」之前，先有一個「進堂(開端)式。 

    這部份包括進堂詠、致候詞、懺悔禮(或灑聖水禮)、垂憐經、光榮頌和集禱經，具有開端、引導       

    和準備的作用。  

    在慶典中執行各種職務的基督徒，特別是主禮者，已經預備妥當。這羣聚集在一起的基督徒，在感    

    情上、態度上、信念上需凝結起來，好能聆聽天主的説話、舉行聖祭。 

    進堂式的目的： 

    是要幫助共聚一堂的信友，組成一個團體，準備自己，收斂心神、淨化心靈、妥善地恭聽天主聖言。 

    即-要揭示彌撒中讀經的主題，並幫助主祭者與信友們都能合宜地舉行感恩聖祭。 

    但在一些特定的慶節彌撒禮儀中，依照禮書規則，其進堂式也可能被略去，或可能被以特殊方式替  

    代舉行。 

  2)在「聖祭禮儀」之後，還有一個「結束禮」。 

    這部份包括「領聖體後經」及「禮成式」。 

2.進堂式的內容及釋義：  

  2-1．進堂詠 / 曲  

       其目的： 

         是為聚集所有的羣衆，成爲一個神聖的集會，並預備各人的心神，舉行聖祭，方式可以有許  

   多種：可以請全體靜默肅立，也可以請會衆一起列隊進堂等等。最通常的情況就是： 主禮者、        

   輔祭、讀經員及襄禮人員，列隊進堂，慶典就由此開始。在展開團體的祈禱及對主的敬禮時，    

   教會針對當日的慶節或季節，選擇一首聖詠或聖經的一小節，這就是進堂詠。 

      其作用： 

        開始禮儀，形成團體-即可見的教會，加強團體意識；並促進參禮者間的團結，以及將他們的 

        心靈，導入該時期或慶節的奧蹟中，又同時伴隨主祭與輔禮人員的進堂遊行。指出慶祝奧蹟； 

        陪伴主禮等進堂之遊行…  

      總論 49： 主祭、執事和輔禮人員到達聖所（presbyterium）時，向祭台深鞠躬致敬。主祭與執    

        事口親祭台，表示敬意。主祭斟酌情形，也可向十字架及祭台奉香。 

  2-2 ．主禮致候  

        總論 50：進堂詠」之後，主祭站在其座位前，與全體會眾一起劃十字聖號。然後，主祭向共 

        聚一堂的會眾致候，宣示主親臨於他們之間。主祭的致候及會眾的回應，彰顯出教會團聚的 

        奧蹟。 



 

 

 

        十字聖號： 

        作爲基督救世苦難及復活的象徵，十字架的重要性在新約中曾多次提及。事實上，在歷史以及 

        今日，基督徒每天祈禱及日常生活之中，多次劃十字聖號，這是基督保護、照顧祂的子民的標    

        記。 

        致    候： 

        一般若是神父主祭，其致候詞通常是：「願主與你們同在」，但若是由主教親自主持感恩祭時，    

        總採用復活的主對門徒所作的問候：「願你們平安」（路·24:36; 若·20:19）。 

        信衆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的應用，源於聖保祿的書信（參閲迦·6:18；斐·4:23）。 

        信眾回答的這句話照字面的解釋，就是「也與你同在」。 

        主祭以上主之名向信眾致候，而信眾也跟着向他致候，這樣顯示崇拜行爲的共融一致。當然所 

        有這些致候及回答都是爲了幫助團體認識及體驗上主在聚會團體中的親臨。 

        致候詞的目的： 

        致候詞提醒我們，彌撒聖祭的舉行以「主與我們同在」（厄瑪努爾）為基礎；而我們也成為基 

        督的身體，作為在世界上的「厄瑪努爾」。  

        每次主祭向我們致候時，我們都應該小心聆聽及做出回應。尤其因爲這是爲了要打開我們的心 

        靈，去領悟基督降臨我們中間的奧蹟。 

下期內容將繼續由「2-3．懺悔禮（心靈的準備）或灑聖水祝福」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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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詩人楊牧憶及雷煥章神父 
于德蘭 

十一年前，我在北美世界日報

副刊上讀到一篇題目為《神

父》之文章，連載三天，近萬

言的長文，我將報紙存留了下

來。 

文中是敍述一位愛文學的 19 

歲學生在大學時期與一位神父

來往的回憶，文中提到東海大

學附近的天主教堂：「小天主

堂庭院四周一圈圍籬，只有靠

馬路這一邊設了大門，遠遠望

進去，你能想像有一天當那花

木長好的時候，必然就會有一

種深而肅靜的情調，穿過綠葉 
樹蔭看那掩映的西方建築，淡淡絳    七十年代雷神父探訪洛杉磯和教友們合影。後三、四為葉聖桄、于德蘭夫婦。 

紅的色調堅忍地升起提示著信仰、奉獻，祟拜，和心靈的投靠。每一次走近它，我就這樣想。」他在另

一文中也曾提過：「⋯它有紅色和黃色的廊柱，有菩提樹，有紫藤花，有花椰，七彩的石板舖在草地

上，像童話的小宮殿。⋯·我喜歡教堂，喜歡它的色澤和彌撒。」他曾提到他衷心喜歡和愛中國的這位法

裔神父談話，他說過他是一位高大有憂鬱面孔的法國人。 

他們談宗教、哲學，談詩，談藝術。談象徵主義及存在主義，這位神父講到法國提倡存在主義的沙特

時，說他的理論架構太強調自我，是不可信賴的，神父要傳達的主旨是：「宇宙是有主宰的！」 

明眼人讀來就知這篇長文中寫的是雷煥章神父，但外界讀者不見得知曉，全文沒有點寫出雷神父名字，

我覺得有些可惜。而此文的作者就是在今年三月去世的知名詩人楊牧（本名王靖獻），享年八十歲。 

記得在我中學時，雷煥章神父曾帶著大學時代以葉珊為筆名的楊牧來我家看望我母親張秀亞女士，可見

雷神父非常欣賞這位愛文學的青年學生。 

雷神父精力充沛，當時在台中主持磊思中心及東海大學旁的教堂，在大學裡教法文，同時還負責光啟出

版社的業務，每天騎著麾托車到處跑，非常忙碌。 

雷煥章神父（Rev. Father Lefeuvre) 為法裔耶穌會神父 (1922 ~ 2010)，1952 年在上海晋鐸，1955 

年到台灣直到2010 年生命的最後，安葬於他最鍾愛的這片土地上。他出身於法國貴族家庭，一生熱愛

中華文化，終生經歷許多大時代的故事，走過中華民國最動盪不安的時局，他的命運也與中華民國的國

運習習相關。他曾任大專院校學生輔導工作多年，他思想新穎活潑，和悅可親，深受年輕學子喜愛。我

們兄妹出國後，無論在紐約或加州，雷神父每次到美都會來看我們，也風塵僕僕地到各地探訪當年所陪

伴成長的學生們並給予鼓勵，令人感動。 

雷神父對我成長時期的信仰活動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家兄妹是一出生就領洗的，中學時代和我哥哥金山

比較起來，他更為熱心，並經常跟隨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韓德力神父參與教會活動。我教外朋友不少，

除了主日跟隨母親望彌撒及固定的避靜活動，有時課後去聖母聖心修女會祁志英姆姆那唱聖歌，也沒有



 

 

 

任何壓力再參加其他教會活動。而雷神父非常智慧，在旁默默觀察並偶爾會提醒我多去參加天主教同學

會的活動，使我明白自己該參與的事。他又安排中興大學的教友大姐姐們為我們兄妹二人講領堅振前的

道理課，他並親為我們主持完成領受堅振的儀式。 

在台中時，雷神父知我母親是中英文俱佳的出名作家，他找了些聖書請母親翻譯，如聖女小德蘭的「回

憶錄」、諾貝爾得獎作品莫瑞·亞克的《恨與愛》，寫露德聖母朝聖地的《露德百年紀念》等書，都十

分暢銷。因此母親在理家教書寫作之餘為教會也譯寫了不少書。神父喜愛藝術又和母親合作了十一冊的

「西洋藝術史綱」，是當時在台灣最早介紹西洋藝術史的先行者，在那個年代對提昇國內藝術素養及生

活美學品味有引領作用。當時雷神父提供許多難得一見的藝術畫冊，有英文也有法文的，他口述，由我

母親執筆寫出，此套書神父以筆名雷文炳及我母親合作發行，出版後很受讀者歡迎，名詩人瘂弦也表示

非常喜歡。由於這套是寫藝術的書，其中亦包括基督文化之演進，內附加許多圖片，封面也是彩色的，

成本很高，因此雷神父還回到法國家鄉捐款以自費在光啟出版，所以在數量上也無法多印，殊為可惜。 

雷神父負責台中光啟出版社的業務時，他的想法新穎且遠大，他深感傳教要深入社會才行。他請母親介

紹當代的許多名作家在光啟出版社出文學書。在當年的簡樸年代，光啟出版社的全盛時期不但出版品印

刷精美大方且信譽卓著，在那時出版界可說是一枝獨秀也不為過，當代知名作家們亦以在光啟出書為

榮。後來神父離開光啟出版社之後，後繼者有不同的方針，談起來，他還是想念以往的年代。 

雷神父是位好讀書，喜深思，愛考證討論之智慧的人，確實不錯，他也是位做學問的人。想想看我們國

人有幾個懂得古代冷門的甲骨文？甚至對它有興趣的也是屈指可數，而雷神父在牧靈福傳之外，他卻鑽

入古籍，深入研究成為我國的甲骨文專家，對國際漢學做出極大的貢獻，很令人佩服。 

1994 年，我帶母親赴美做關節手術後的復健之前，在台北雷神父來探望我母親，母親那天特別準備了

些善款奉獻，她說敬請神父特別為她陷在大陸幾十年未見的親人及曾經愛護、鼓勵、信賴她的師長及朋

友做彌撒，希望他們都平安無恙，她並將這些親友的名字列出交給了雷神父。平時教會朋友們所奉獻的

一點心意，雷神父也全都放入他晚年主持的震旦中心了。 

讓我最感動的是在 2001 年 6 月 29 日我母親蒙主寵召後，我收到雷煥章神父用中文親筆寫的一封

信；信中雷神父勸我不要難過，婉言説我們並未失去母親，她常常在天上注視著我們，比她在世時還自

由自在，可以常在我們身旁，我們也能隨時和她談笑聊天，說說知心話都可以，他常常看到媽媽的笑

臉。這番不同的說法如醍醐灌頂般使我頓悟明白了，不但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也減少了許多悲傷。 

雷神父晚年時有老人重聼的問題，裝戴了助聼器。有一次我們回國，吳偉特、謝平芳兄嫂陪著我們兄妹

兩家人去震旦中心探望雷神父，平芳嫂還提醒我要大聲說話，以免雷神父聼不到。在書冊堆積如山的書

房中見到雷神父，神父和我談台中時期，談母親譯聖書的事，談當年發行書的盛況，談我們小時候等等

事情，令大家驚異的是我們談了很久，對話時竟然都暢行無阻，沒什麼困難，我也算是神父的老「小朋

友」了，彼此很容易瞭解對方在說什麼。 

我個人非常感謝雷神父在我從小到大信仰之路上的指點及照顧，他可以說是我信仰路上的好神師。 

不知道後來楊牧倒底信天主教了沒有？在他文章中我感覺他受到雷神父的感召影響很深··，他曾說和神

父最後一次見面時，神父還對他說：「你要多多想念耶穌！」 

這就是雷神父始終如一對主的信念，也是他一生想傳達出的信息！ 

今年九月是雷神離世十周年紀念，因著詩人楊牧的文章，回想起雷煥章神父生前些許往事，今特寫此文

追念這位為我國天主教會、中華文化、青年信仰的培育，終生付出的了不起的大司鐸。 

（節錄自天主教周報） 



 

 

 

與天主相遇的首要原則和基石 

翻譯及反省自 LIS避靜資料 
李偉鈞 

我們生命的目地就是要與天主永遠生活在一起。愛我們的天主給了我們生命。基於内心對祂的愛，我們

的回覆就是讓祂的生命全然地流入我們内。 

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天主的禮物，呈現給我們使我們能够更容易認識天主，也讓我們更準備好來回

覆祂的愛。因此，我們感謝而且使用這些天主给的禮物，來幫助我們發展成為上愛天主下愛人的天主的

好兒女。 

但若這其中任何的禮物變成了我們生命的中心，使我們離開了天主，並因此抯撓我們向那目標的日益增

長 - 這目標就是與天主永遠生活在一起。那我們便必須在每天的生活中，自我平衡於所有天主所創造

的禮物之前，作一個選擇，而非讓這禮物被一些義務所捆綁或限制。 

我們不該把我們的思念專注在健康或疾病，富裕或貧窮，成功或失敗，長壽或短命。因每件事都有可能

是天主向我們召唤，去更深沉的回覆我們在主内的生命。我們唯一的思念和我們的選擇應該是：我要而

且我選擇那些將引導加深主在我内生命的心、思、意念、言及行為。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0 年 9 月 

 

總意向:為尊重地球資源 

願地球資源不被掠奪，而以公平和尊重的態度共同分享。 

 

 

 

        《虔誦玟瑰經》 

        晨鐘暮鼓聲；虔誦玫瑰經。 

        萬福遊子獻；千遍慈母聼。 

        天恩盈宇宙；主愛滿家庭。 

        縱有患難事；抬頭呼海星。 

                                沈鶴璉神父 

 

 

羅梅洛總主教語錄： 

「我們不要放棄宣講愛，因為這是能戰勝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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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穴婚禮喜宴度假中心 - Dragon Point Villa (Wedding/Party/Vacation Venue) 

 

 座落于八畝地的小山丘上，360 度自然美景，遠眺 Oceanside 及太平洋。 

 新屋建於 2012 年，室內 3888 平方呎，五房五個半浴，1388 平方呎木地板車庫可辦活

動，室外草坪可容納 150 人宴會。 

 地址：3888 E. Mission Road or 135 Avo Dr.                                                                            

            Fallbrook, CA 
 請聯系：Francis Hsu(許群欣) 

 Ｔｅｌ：（７１４）－８８３－６９８８ Email: hsu_888@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