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曆二零二零年七月

費利蒙天主教華人團體每月通訊
Chinese Community at St. Joseph Church, 43148 Mission Blvd., Fremont, CA 94539
國語彌撒：主日下午四時整 青年組英語彌撒：每月第一、三主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神長：金西滿神父 主席：姚建國（510）676-9814

查經班：
• 南區：週五 8:30 PM [張綿英]

每月經句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瑪竇福音 5：7-10
五月份奉獻金額：
網上奉獻：（教區還沒有提供資料）

• 南二：週五 8:30 PM [謝純樑]
• 中區/Trinity：週五 8:30 PM [朱敏憲]
• 北區 : 週五 7:30 PM [时蕙蘭]
• 悔改祈禱聚會:每週三 10:00AM,午餐後
下午有舞禱 [毛寄瀛]
• 瑪利亞聖言分享:每週四 10:00AM,
午餐後下午有舞禱 [毛寄瀛]
• Pleasanton 查經班: [張大華]
• 松柏組查經班: 每月 2nd, 4th 週四
10:30AM-12:15PM [含午餐] [張大華, 陳世傑]
• Young Adult Bible Study: 每月 2nd, 4th
週六 7PM – 9PM [Patrick Chu]
• 东湾北区查经班: 每月第一週及最后一週,
週五 7:30PM [龚殿雄]
• 真福書坊英文查经班: 週三下午 1PM-2PM
[許鍚珍]
• 查經班地點等詳情請洽 [ ] 內聯絡人

▲網上彌撒: CCCSJ
每主日上午 10:00am 彌撒在 zoom 上直播
請注意每主日的 zoom ID 及密碼都不同
每週六主僕團發電子郵件提醒
「支持堂區」鏈接 ：
https://oakdiocese.org/parish-support
- 請選擇 CPCC-Fremont
▲ 網上彌撒:
* Oakland 教區主教府彌撒
The public may participate in the Chrism
Mass via livestream through the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Light’s Facebook page
facebook.com/ctlcathedral.org
* St. Joseph 本堂 live-Streamed Mass
每主日上午 11 AM
http://saintjosephmsj.org/index.php
* 主日中文彌撒（SF 教區）
中文彌撒將會在每主日中午 12 點直播：
https://www.facebook.com/ccinsf
* EWTN 网站，Daily Mass and readings
https://www.ewtn.com/catholicism/dailyreadings
▲ 團體祈禱組邀請大家每天在兩個時段一起祈禱：
一、每天下午三點慈悲時刻：慈悲串經祈禱。
https://fll.cc/prayers/divine-mercy/
二、每天晚上八點：玫瑰經祈禱
http://rosary.catholicworld.info/
方式：大家在家祈禱
聯繫人：洪惠紋 sandra94539@gmail.com
▲ 每天下午三點 祈禱 (使用 Line 軟件）
聯繫人: 毛寄瀛 catherineko3@yahoo.com

▲ 團體網上查經 (使用 Line 軟件）
中區查經班，每週五 8:30pm – 10;00pm
Line group name: 中區查經班
聯繫人: 朱敏憲 gm6787@gmail.com
北區查經班，每週五，7:30pm – 9:00pm
Line group name: 北區查經班
聯繫人: 時蕙蘭 shih_margaret@yahoo.com
南區查經班，每週五，8:30pm – 10:00pm
Line group name:
聯繫人: 張綿英 milton94539@yahoo.com
悔改祈禱會，每週三，10:00am – 12:00pm
聯繫人: 毛寄瀛 catherineko3@yahoo.com
瑪麗亞聖言分享, 毎週四,10:00am -12:00pm
聯繫人: 毛寄瀛 catherineko3@yahoo.com
團體網上查經 (使用 Zoom 軟件)
南區二查經班，每週五，8:30pm – 10:00pm
聯繫人: 柴旭慧 tinnychai@hotmail.com
▲ 聖母軍聖母元後青年支團，歡迎 18 歲以下的
青少年教友參加，目前開會是每星期二下午
3:00 到 4:00 用 Zoom 開會。
開會時，我們一起讀聖書，唸玫瑰經，祈禱，
報告自己的工作 (例如：唸經，祈禱，幫助家務，
幫助家人，朋友，當輔祭，聖誕節報佳音....等),
神父會有一段神師教導，還有唸一些禱文。
聖母元後青年支團已經成立十九年，並培養許多
優秀的青年人。青年聖母軍是效法聖母的精神，
開會時服從紀律，平時隨時注意幫助及服務他
人，從小培養良好的品德。現在我們有八位青年
團員，兩位高中生，三位初中生，三位小學生。
如果您的孩子，領過洗並且能坐得住一小時開
會，歡迎參加。有興趣參加聖母軍聖母元后青年
支團，請與楊珮玲聯絡:
手機 ：510-378-5930
e-mail：peilingyep@gmail.com

愛,不被疫情阻斷!

姚建國

我擔任 CCCSJ 團體主席服務，兩年的任期即將期滿。感謝天主的帶
領！也謝謝團體的弟兄姐妹們的支持！在這二年中，有壓力，有痛苦，
有挑戰，更有喜樂，將這一切奉獻給耶穌基督！感謝讚美耶穌基督！
二年中，最為感動的是新冠病毒疫情開始發展至今的幾個月，團體
弟兄姐妹們展現出來的愛，那不是本性生命的愛，而是和耶穌基督結合
的超性生命的愛！耶穌基督的愛，無遠弗屆，我們以愛還愛！
愛，不被疫情阻斷！這是在疫情期間團體發生印象最為深刻的三件事：口罩的捐
獻；幫助俢會的修女和神父的捐助；幫助團體內受疫情影響的弟兄姐妹。點點滴滴，以愛
還愛！
1) 口罩的捐獻給神父和修女，神父和修女的健康是最無價的!
天主總是非常奇妙的！
在 3 月下旬偶爾得知紐約的神父和修女正處在新冠病毒肆虐狀態下，極需口罩，特
別是在他/她們出去時沒口罩受到感染的極大危險。當天晚上聯繫中國的同學，他在當天
將 200 個口罩用 DHL 最炔速度從中國寄出到紐約。請團體的一位姐妹第二天去買了 200 個
口罩（團體捐獻）用最快的速度寄往紐約，這是 3 月下旬緊急寄往紐約的最初的 400 個口
罩。神父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感動，修會的幾十位神父在彌撒中，一起為我們團體的弟
兄姐妹們祈禱！
我們團體許多弟兄姐妹知道了捐獻口罩的情況，大家一起來做真是人多力量大！團
體幾位弟兄姐妹聯繫了他/她們的同學/朋友（甚至遠在澳大利亞）來幫助口罩的捐獻，特
別是捐助口罩的同學或朋友並不一定是天主教友，來加入我們愛的行列，非常感人！團體
的一位姐妹，因她的愛心影響了住在她家的朋友，那位朋友捐了 100 多個 KN95 口罩。團
體一位上班的姐妹不久前動過手術，週末特地從東灣開車到 San Mateo 去買並寄口罩。在
捐獻口罩的過程中，有太多太多的感人情節... !許多弟兄姐妹 50 個，100 個，200 個，
或更多 ... 涓涓成河！不僅我們 CCCSJ 本團體，還有灣區其他弟兄團體甚至遠至 LA 團體
的弟兄姐妹的捐獻。感謝天主！
一次性口罩捐出：9755 個（CCCSJ 團體出資捐獻 2100 個，個人捐獻 7655 個)
KN95 口罩捐出 ： 1583 個（CCCSJ 團體出資捐獻 50 個，個人捐獻 1533 個)
在 3 月下旬開始捐口罩時，並不敢想像現在會有總計超過一萬個口罩捐出。那是天主的大
能！其中個人捐獻的口罩佔了大多數，團體出資捐獻的部分是使用我們 CCCSJ 團體的 2nd
collection，是我們團體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奉獻和愛!
許多口罩送往紐約，華盛頓 DC,新澤西州，波士頓，芝加哥，康州，加州，華盛頓
州等地，千餘名神父和修女們有了口罩的保護，特別在他/她們出去服務時就安全許多，
防止感染及死亡。一部分口罩捐給我們 Oakland 教區的神職人員和修女以及 Local 的修
會。

2）對俢會的修女和神父的捐助，心底的牽掛！
五月三日，一位姐妹緊急告訴我，瑪利諾修女會受這次新冠疫情的打擊很大，已有
六位修女去世，三十位修女和幾位員工確診，目前醫療和清潔消毒的費用已經不堪負
荷，修女會長已在網上募款請求幫助。另外男修會 Maryknoll Farthers and Brothers
也受到很大的衝擊，共有十位神父（後來知道也包括一些教友熟悉的吳叔平神父）去
世。
我當即將這消息轉給我們團體。當天晚上，一位姐妹打電話給我，請我通知大家，
若個人用支票捐獻，可兩天后晚上 5pm 之前將捐獻支票用小信封封好送到她工作的郵
局, 她在那天匯集所有的支票，用快件寄往修會。也有弟兄姐妹在網上捐獻。愛意滿
滿！在疫情時，神父和修女特別需要幫助，團體也從 2nd collection 中分別向
Maryknoll sisters 和 Maryknoll Farthers and Brothers 各捐獻了一千美元，表達團
體每一位弟兄姐妹對神父和修女的從心底裡的牽掛！
3）幫助在疫情中有困難弟兄姐妹，愛意滿滿！
在 3 月 19 日，團體內有一位教友 text 我：他要拿出幾千美元來幫助團體中因為疫
情而失去了工作或減少了工作導至經有濟困難弟兄姐妹（這位慷慨的弟兄，也得到了他
的太太，也是我們團體教友的大力支持！）。並再三強調，不要讓被幫助的人知道他的
姓名，他也不要知道被幫助人的姓名，全權委託運作，當時聽了他的話非常感動。這幾
天回想起聽林思川神父在今年 6 月 19 日耶穌聖心節的講道中說，耶穌基督的愛, 並不是
為了祂的好處，而是為了他人的好處！我們被造是天主的肖像，從那位弟兄的話中，更
深刻地體會到這句話的意義！幾天后，又有一位姐妹發電子郵件給我，要拿出一筆資金
來幫助在疫情中有困難的弟兄姐妹。二位教友為幫助疫情中的弟兄姐妹, 捐獻總計
$5500。
天主真奇妙！我還沒有想到這些，天主讓這兩位教友來提醒要做這事！有了這二位
教友為這特別捐獻的$5500 的“底氣 ，團體也從團體的 2nd collection 中拿出一些資
金來幫助一些有困難的弟兄姐妹，那是來自團體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奉獻和愛心！
有一位被幫助的姐妹寫到：“感謝天主！感謝教會團體！替我感謝那些愛心資助的
教友！在這困難的時刻，教會的弟兄姐妹們伸出援手，熱淚盈眶，永遠銘記於心。謝
謝！ 。那位姐妹同她的朋友談起這件事時，她的朋友說，你們教會真有愛心，關心教
友的疾苦，我以後也要到你們教會去看看！
這使我想起我的一位非常尊敬的慕道班老師曾同我講的：我們傳福音光靠嘴巴效果
可能不會很好，也要有行動！ （「正如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同樣信德沒有行為也是死
的」雅 2:26）讓別人在你身上看到耶穌基督的愛！
在疫情中團體發生的愛的幫助的事還有很多很多 ...
「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
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若 13:35）
感謝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