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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Yeh 攝影
***簡
***簡訊***
** 經由上任會長及理事們開始進行，
經由上任會長及理事們開始進行，感謝主教的歡迎和贊許，
感謝主教的歡迎和贊許，新理事會已於元月底和主教
座堂園區負責神父取得認可和共識。
近期內，目前在 Anaheim Saint Justin Martyr Church 的兩
座堂園區負責神父取得認可和共識。近期內，
台彌撒將會遷移至主教座堂園區舉行。
為了擴大福傳，每主日都有中文彌撒(
每主日都有中文彌撒 每月第一、
台彌撒將會遷移至主教座堂園區舉行。為了擴大福傳，
每月第一、四主日粵
語，其餘用普通話），
其餘用普通話），日期和時間確定後將會通知諸位主內兄弟姐妹
），日期和時間確定後將會通知諸位主內兄弟姐妹。
日期和時間確定後將會通知諸位主內兄弟姐妹。**

**由活動理事
本會支助辦理之「活動申請表」
活動申請表」業已完成。
業已完成。
**由活動理事，
由活動理事，多位理事及會員們的集思廣意，
多位理事及會員們的集思廣意，本會支助辦理之「
此表目的是為了方便有心籌劃舉辦福傳等有義意活動之本會教友,
此表目的是為了方便有心籌劃舉辦福傳等有義意活動之本會教友, 需要向理事會申請資助之用。
需要向理事會申請資助之用。對
能撥冗來理事會做活動計劃簡報的主內兄弟姐妹尤表歡迎。（
。（請見第 10 頁）**
能撥冗來理事會做活動計劃簡報的主內兄弟姐妹尤表歡迎。（請見第

恭禧鄭陳雅寧姐妹將於三月七日在北加接受＂
恭禧鄭陳雅寧姐妹將於三月七日在北加接受＂
加州年長領袖獎＂
加州年長領袖獎＂，數年來陳姐妺在社區服務
很多，
我們很為她髙興！
很多，得此殊榮實至名歸，
得此殊榮實至名歸，我們很為她髙

主賜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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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事和活動

三月份

每月彌撒

聖經研讀
●
聖經誦禱
「 你 的財寶在
哪裡,你的心也
必在 那裡。」
（瑪六 21）

慕道班
聖詠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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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三月九日下午 2:00(常年期第一主日)

三月十六下午 2:00 粵語彌撒(四旬期第二主日 )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 1:00 (四旬期第三主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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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祭：Irene 孫/ Daniel 趙

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地點請洽聚會主人家 劉卓台夫婦 562-947-2260

:

輔祭： 陳巫寧寧 / Joyce 雷/Megan 雷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2050 W. Ball Road, Anaheim, CA 92804

:

:

輔祭: 金永強 / Joyce 雷/Megan 雷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2050 W. Ball Road, Anaheim, CA 92804

三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 ３:３0 ｐｍ

地
南區
時

輔祭:Gail 張/ Lucia 張

三月二日下午 1:00 (常年期第八主日)

:

:

Mar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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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人：徐少平

三月份二十一(星期五）晚： 7:30 pm

申命紀 11-15 章
帶領人：孫立雄

10350 Rainbow Cir Fountain Valley, Ca 9246792708 黃清雲 & 陳美芳家 714-968-3897
三月七日 (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每週三晚上 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 劉瑛膺

劉瑛膺家 TEL: (949) ３９０-８７４６
三月二十一(星期五) 晚上 8 點 (主日經文)
Bruce & Cindy Home 夫婦家 TEL: (949) 831-0576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唸玫瑰經〉
鄭陳雅寧 Nancy 家 TEL: (949) 559-8223
第十三講：三月二日下午 2:30 至 4:30
St. Thomas More Church, St Nicolas Room.
第十四講：三月二十三日下午 2:30 至 4:30
St. Thomas More Church, St Nicolas Room.
三月二日及二十三日下午 12:15 開始全團練唱
三月九日及十六日下午 12:50 開始全團練唱

講師：劉神父
主題: 無條件的大愛
講師：孫義弘/蕭莉芳
主題: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St. Thomas More Church
St. Justin Martyr Church

通訊編輯組: 周樹海（Thomas）Email: szhou2010@gmail.com Ph: 714-822-7658, 熊莉娜(Cecilia), 張育琦(Jocelyn), 程紅（Flora) 832-531-5196
因特網通訊編輯組: 江士奇（Shih-Chi Chiang）949-891-1688

備註：
備註： 每個月 截稿日期是十七號。
截稿日期是十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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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縣天主教彌撒感恩聖祭暨春節祭祖大典報導
「本刋特訊周樹海」這是令人難忘的一天！ 2014 年 2 月 9 日，一個嶄新的日子，橙縣天主教華人
聯誼會榮幸地又邀請到主教 Bishop Kevin W. Vann 親自來為我們主禮新春的彌撒感恩聖祭暨春節祭
祖大典。謝主隆恩，這是第一次,橙縣華人教友能在如此美麗宏偉的基督主教座堂園區舉辦彌撒及活
動。
當天下午 四點，基督主教座堂園區內的大展示廳座無虛席。有從大洛杉磯及橙縣聞訊而來的四百多
位教友和朋友們及望教者齊聚一堂。在美妙的聖歌聲中， 渡過了一個十分難忘的下午。除了主教，
主教座堂的許多神父們，其他地區來的神父及我們自己的劉神父、吳神父、執亊，整整坐了滿滿兩
排的席位，還有從遠地前來同慶的修女們。
彌撒中，主教 Bishop Vann 特別以中文“新年快樂，馬年快樂” 做開場，他向全體華人祝賀並致詞，
他很感謝橙縣天主教聯誼會邀請他與華人教友共同慶祝中國新年並主持彌撒。那一刻，主教的和藹
親切，美妙動聽的歌聲，共融的氣氛，虔誠的信友禱詞.....讓所有在座的人都體驗到了天主的大恩寵。
主教 Vann 提醒教友們要牢記“天主把我們聚在一起，是要去完成他的計劃.......現在，就讓我們攜手
並進去完成它吧!” 隨後，每年隆重慎終追遠的春節祭祖儀式也是在肅穆感人的氣氛下圓滿完成。
在春節祭祖儀式後，我們橙縣天主教聯誼會特別請到洛縣專業的廣東舞獅團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獅
團採青。廣東獅表演方式著重於採青動作，所謂青、即生菜，廣東音生菜與生財相近，所以取其好
運生財之意。三隻白，黃，紅醉獅頑皮眨眼，鑼鼓即響，剎時間，醉獅舞動，扭腰轉馬，左搖右擺；
滾地喝酒，醉態畢露；移形換影，首尾互換；後又跳躍上膝，淩空採青之際，獅口吐菜（財）。主
教還代表聯誼會塞紅包到獅子口中，精彩的表演，讓圍觀的人們大飽眼福，吸引眾人圍觀，大家都
笑嘻嘻的，十分快樂。
隨後，大家齊聚在富麗華餐館，在歌舞聲中共用新年的喜慶。董晴姐妹抱病主持的慶祝晚會別出新
裁，古樸典雅的民族舞蹈，悅耳優雅的提琴演奏，天真無邪的孩童十二生肖表演，更將晚會推向高
潮，大家享用美食與主教和神父們渡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
這次整個活動要感謝聯誼會指導神師的協助，新任會長，副會長的帶領及理事會成員們的精心策劃，
執事的幫忙，聖詠團，票務組，青年組，小朋友們，以及現場服務的教友還有很多幕後弟兄姐妹們
的辛勞付出，才使此次彌撒及活動各方面都進行的圓滿且井然有序，許多人誇讚：這真是一次很好
很成功的福傳！感謝讚美天主的大能！
(David
David Yeh，
Yeh，潘曼麗提供
潘曼麗提供照
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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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神父寫
神父寫給慕道者的祝福
給慕道者的祝福******
各位慕道者，
你們經過了好幾個月的培訓，今
各位慕道者，馬年快樂，
馬年快樂，馬到成功。
馬到成功。你們經過了好幾個月的培訓，
年復活節前夜（
堅振，聖體，
聖體，從此
年復活節前夜（4 月 19 日）就會領受入門聖事：
就會領受入門聖事：聖洗，
聖洗，堅振，
就加入我們的教會。
這教會有形的最高領袖就是 耶穌委任的
就加入我們的教會。
教宗。
教宗。這次就讓我略略講到教宗。
這次就讓我略略講到教宗。全世界各地的君王，
全世界各地的君王，總統。。。
總統。。。都找機
。。。都找機
會與教宗個別面談數分鐘，
引以為榮.
會與教宗個別面談數分鐘，引以為榮.
白宮前天，
與教宗
白宮前天，(1 月 21 號)宣佈，
宣佈，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在
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在 3 月 27 日，與教宗
。（Bush
方濟各進行會晤。（
。（
Bush 總統，
總統，在位時也訪問過那時的教宗 ），較早時
），較早時，
較早時，俄國總統 普金 也去了訪問了教
方濟各進行會晤
宗。。。
教宗是耶穌基督在世的代表
教宗是耶穌基督在世的代表。
在世的代表。
第一位教宗是 Petrus/Peter,伯多祿
伯多祿/彼得
伯多祿 彼得，
彼得，被耶穌委任為他所建立的教會的
耶穌對他說：
：“你的名字不再是西滿，
其意義 磐石）
耶穌對他說
你的名字不再是西滿，而是 Petrus 伯多祿（
伯多祿（其意義=磐石
磐石）在這
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你在
我要建立我的教會，惡勢力不能戰勝它。
惡勢力不能戰勝它。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
所束縛的，
：17-19）
）
。。。”（瑪竇福音 15：
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
在天上也要被束縛。。。”
，
現在的那位是阿根定人，
，
世界上有許多國王與總統等偉人
世界上有許多國王與總統等偉人，
，
但只有一位教宗，
但只有一位教宗
現在的那位是阿根定人
總統等偉人
Francis 方濟各，
方濟各，是聖伯多祿的第 266 位繼承者，
位繼承者，上一任是 Benedict 16 世 是德
再上一任是 John Paul 2 世 是波蘭人。
是波蘭人。每一位教宗都是對全世界教徒有最大影響
最高領袖。
最高領袖。
現任教宗 2013 年 5 月去了巴西主持世界青年節/週
月去了巴西主持世界青年節 週，五百萬青年從世界各地
去了那裡，
與他同禱，同時 7000 青年義工，
去了那裡，每天聽他講道幾次，
每天聽他講道幾次，與他同禱，
青年義工，每天佈置美化
的場地，
與作清潔工作。只有教宗有這樣的號召力。
的場地，建築大祭台，
建築大祭台，與作清潔工作。
只有教宗有這樣的號召力。

領袖。
磐石
地上
取名
國人，
力的
自費
不同

教宗 Francis 方濟各上任只 9 個月 就當選《
就當選《時代》
時代》週刊 2013 年度風雲人物
年度風雲人物
各位慕道者：
各位慕道者：以前你們已知曉有信仰比無信仰好
以前你們已知曉有信仰比無信仰好。
信仰在痛苦中能帶來安慰，在失敗中能帶來勇氣再接
有信仰比無信仰好。信仰在痛苦中能帶來安慰，
再厲，
再厲，信仰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安與喜悅。
信仰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安與喜悅。你們可能早已開始尋找一個有正確信仰的教會。
你們可能早已開始尋找一個有正確信仰的教會。現在 你們 在天
主教會內找到了 耶穌所宣揚的完整無缺的信仰。
耶穌所宣揚的完整無缺的信仰。
佛教，
完了， 沒有復活，
佛教，伊斯蘭等教的創辦者死了，
伊斯蘭等教的創辦者死了，完了，
沒有復活，我們天主教的創辦者耶穌基督也死過，
我們天主教的創辦者耶穌基督也死過，可是按他所
預言的，
24，1-9），仍留在世上 40 天，鞏固他所創立的教會，
鞏固他所創立的教會，對他的徒弟們說：
對他的徒弟們說：“你們往普
預言的，第三天復活了（路 24，
天下去宣揚福音，
天下去宣揚福音，信而受洗的 必會得救，
必會得救，不信的 必被判罪。
必被判罪。”（Mark 16：
16：1515-16），
16），他又安慰門徒們說：
他又安慰門徒們說：“我將
在天上為你們預備地方，
我會來接你們”（John 14：
14：1-3）.以後就在他的門徒面前冉冉升天了（宗 1：9-11）。
11）。現在
在天上為你們預備地方，我會來接你們”
我們主耶穌活生生的在天上，
不停的歌唱：聖聖聖,
聖聖聖,上主，
即將來永在者。
我們主耶穌活生生的在天上，天使們贊頌他，
天使們贊頌他，不停的歌唱：
上主，是昔在，
是昔在，今在，
今在，即將來永在者。
(Rev.4；
聚集他的人，他會再來
(Rev.4；8)，是！ 我們的主耶穌生活在天上，
我們的主耶穌生活在天上，將來世界末日他會先派天使降下吹號角，
將來世界末日他會先派天使降下吹號角，聚集他的人，
審判好人升天，
審判好人升天，罪人受罰。（1Th.
。（1Th. 4：
4：16，
16，Mt.25）
Mt.25）
Ms.Pearl 17 年前也參加了慕道班的培訓 領受了洗禮。
領受了洗禮。我請了她為慕道班服務。
我請了她為慕道班服務。她出盡全
力服務至今，
她說：今年復活節前夜有 9 位慕道者領入門聖事。
歡迎你們。
力服務至今，我們感謝她，
我們感謝她，她說：
位慕道者領入門聖事。歡迎你們。
（其他幾位希望下一年也能達到目的），
）， 月 2 日 與 3 月 2 日下午 1 時 在 Thomas More 臨
其他幾位希望下一年也能達到目的），2
時教堂的彌撒中，
時教堂的彌撒中，專為慕道者有特別的祈禱儀式，
專為慕道者有特別的祈禱儀式， 請各位準時出席。
請各位準時出席。以後還有一次在
Garden Grove 的 St.Colomban 大教堂由我們的主教 為橙縣所有一千多的慕道者，
為橙縣所有一千多的慕道者，（分 3 次，我
們會選其中的一次）
們會選其中的一次）行祝福禮（
行祝福禮（詳情會通知大家）
詳情會通知大家） 我們天主教是全世界統一的，
我們天主教是全世界統一的，各國各地的慕道者
都是在那耶穌復活節前夜，
領受入門聖事，與耶穌基督一起復活，
度一個基督徒的新生活。
都是在那耶穌復活節前夜，領受入門聖事，
與耶穌基督一起復活，度一個基督徒的新生活。
最後 求天主降福你們各位 與你們家人
健康，
，平安，
充滿主寵。
與你們家人，
家人，馬年 健康
平安，愉快，
愉快，充滿主寵。
---------劉神父
---------劉神父 201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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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報
活動與報道
基督活力運動實習班
楊正平
北美地區第廿二屆華語基督活力運動實習班將訂於五月一日至四日在南加州洛杉磯近郊的
Riverside 舉辦。基督活力運動藉著三天密集的短期課程，在溫馨、友善、歡慶的氣氛中，幫助信友
們自由地與天主的愛相遇，再把這相遇的經歷與自己的生活相連接，從而獲得喜樂。實習班從星期
四的下午五點鐘開始，一直到主日下午三點鐘結業。實習員們將聆聽福音、默想和 15 個環環相扣的
宣報。邀請教友們參與這個有助信仰生活成長的活動，也懇請活力員參與服務行列。
橙縣聯絡電話：楊正平(714)730-6804 或 Email:petercpyang@sbcglobal.net

新春聯歡暨午餐會專題報導
周珣
我們聯誼會於二月一日農暦大年初二在 St. Thomas More 教堂的 Multi-purpose Room 舉辦了新春聯歡
暨午餐會。當天會場佈置得喜氣洋洋，加上過年的點心，紅包，禮物，年氣十足。很難得的是經過
Mei, Paul 和 Anna 的努力籌備，邀請到六十多位對天主教還不大熟悉的華人同胞扶老攜幼，不但一
起來歡聚，並且積極參加節目排練及當天的精彩表演。會長徐少平首先致歡迎詞，節目有小樂隊合
奏，趣味遊戲，少林太極拳，黃梅調，民歌，傣組舞蹈等精湛內容，由三位小朋友配合無間挑大樑，
二位擔任主持，一位負責視聽管控，頗有大將之風。劉執事講“馬的故事”，帶出信仰的內在價值
觀。孫義弘，廖勇誠弟兄帶唱聖歌，St.Thomas More 的副本堂 Father George 也抽空前來參與。全部
節目都配合視屏投影，特別賞心悅目。還有多位熱心教友幫忙接待服務，在共進豐盛午餐後，大夥
同心協力收拾會場，接束了在美麗教堂舉辦的溫馨馬年慶祝聚會。
橙縣是全美國華人居民最多的地方之一 , 感謝大家投入舉辦中國新年的活動，不但教友們熱心參加，
更邀請到許多教外朋友一起前來。我們以後還要繼續努力，進一步建立與新朋友們的聯繫，分享主
內的愛心關懷，把我們的信仰，以言以行介紹給眾多的華人同胞，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朋友加入慕道
班，結業後領洗進入天主教的大家庭，得享主愛內豐富喜樂的生命。現在我們非常需要更多熱心教
友加入招呼新朋友的行列，幫忙各種關懷，服務，福傳與代禱工作，請聯絡范馬梅 Mei Fan （949573-6219）， 劉瑛膺 Anna Liu（949-390-8746），周珣(714-642-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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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興高彩烈地事奉上主
詠一○○
詠一○○,2
○○,2

主僕 孫義弘

排行老么
看到他彈吉他，在救國團帶暑期
排行老么的我，
的我，從小就處處模仿大我兩歲的哥哥。
從小就處處模仿大我兩歲的哥哥。高中時，
高中時，看到他彈吉他，
活動，
，迷倒不少小女生，
但是因為功課忙，又沒
活動
迷倒不少小女生，令我十分羨慕，
令我十分羨慕，所以我也加入了學校的吉他社。
所以我也加入了學校的吉他社。但是因為功課忙，
無法突破，
只好不了了之。
有人教導，
所以很快就遇到瓶頸，
，無法突破
，只好不了了之
。
有人教導
，所以很快就遇到瓶頸
上了大學，
上了大學，加入了天主教社團，
加入了天主教社團，大夥有時湊在一起唱聖歌，
大夥有時湊在一起唱聖歌，我那三腳貓的吉他也搬出來助興，
我那三腳貓的吉他也搬出來助興，
大三那年的聖誕節，
十分快活。
那段日子，
學到了不少好聽的聖歌。
，我們社團要辦演唱會來報佳
十分快活
。那段日子
，學到了不少好聽的聖歌
。大三那年的聖誕節
音。這可是一件大事，
我也興沖沖的去了。試完音，
試完音，得到的評語是：
得到的評語是：
這可是一件大事，所以要參加的人要通過試音。
所以要參加的人要通過試音。我也興沖沖的去了。
唱歌沒有氣。
只好在台下為別人加油。
。
唱歌沒有氣
。只好在台下為別人加油
在金門服役時，
在金門服役時，有一個參加表演的機會。
一個參加表演的機會。為了可以避免出操打野外，
為了可以避免出操打野外，我也去參加選拔會。
我也去參加選拔會。抱
主考官還算仁慈，
只說了一句話：
著借來的吉他，
沒有歌譜，
唱了幾句就彈不下去了。
。主考官還算仁慈
，只說了一句話
：下一個唱
著借來的吉他
，沒有歌譜
，唱了幾句就彈不下去了
大聲點！
大聲點！
時光流轉，
時光流轉，再度拾起吉他，
再度拾起吉他，已是十幾年後，
已是十幾年後，在橙縣爾灣定居下來並加入聖詠團以後的事了。
在橙縣爾灣定居下來並加入聖詠團以後的事了。
生怕破壞了彌撒莊嚴的氣氛。
起先是偶一為之，
小聲地配合鋼琴。
但總覺得自己彈的不好，
，生怕破壞了彌撒莊嚴的氣氛
。之後
起先是偶一為之
，小聲地配合鋼琴
。但總覺得自己彈的不好
參加了疏效平弟兄的風中傳愛講習會，
我們有了每個月兩次的聖經頌禱，
，總算可以在敬拜讚美中
參加了疏效平弟兄的風中傳愛講習會
，我們有了每個月兩次的聖經頌禱
彈琴歌頌，
彈琴歌頌，再也不用擔心我唱得好不好了。
再也不用擔心我唱得好不好了。
在此同時，
只要負責唱好自己的那一部份就好了，反正多一個我
在此同時，我在聖詠團只是一個團員，
我在聖詠團只是一個團員，只要負責唱好自己的那一部份就好了，
可惜好景不常，
也不嫌多，
少一個我也無所謂。
每個月各有兩台彌撒，
。可惜好景不常
，由於 Anaheim 跟 Irvine 每個月各有兩台彌撒
，
也不嫌多
，少一個我也無所謂
聖詠團只好兵分兩路，
的彌撒,
的彌撒。
。
聖詠團只好兵分兩路
，指揮與鋼琴伴奏雙雙支援 SJM 的彌撒
, 剩下 John 和我負責 STM 的彌撒
不多久，
不多久，專業的 Cecilia 又回台定居，
又回台定居，聖詠團許多音樂方面的事都落在我的頭上。
聖詠團許多音樂方面的事都落在我的頭上。偏偏我又覺得
聖詠團又常有各項大小任務，
自己樣樣都不行，
，統統成
自己樣樣都不行，許多事都半推半就，
許多事都半推半就，做的心不甘情不願。
做的心不甘情不願。聖詠團又常有各項大小任務
做起事來事倍功半，
總是感到吃力不討好。
了我的勞苦重擔，
，總是感到吃力不討好
。
了我的勞苦重擔，加上自己缺乏音樂教育，
加上自己缺乏音樂教育，做起事來事倍功半
雖然我這些年來像個扶不起的阿斗，
雖然我這些年來像個扶不起的阿斗，推一下動一下，
推一下動一下，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樣省事怎樣
辦的心態，
然而天主卻不停地工作。
。祂先後送來了指揮 Megan, 鋼琴伴奏 Tiffany, 又從中國大
辦的心態
，然而天主卻不停地工作
陸召回了男高音 Steven, 喚醒了沈睡多年的 Bruce (他竟然指派我做
(他竟然指派我做 Music Director!), 加上認
真負責的 John, 最近又從北卡召回了曾任聖詠團團長十五年的 Saliann……看到許多老團員的鍥
Saliann……看到許多老團員的鍥
而不捨，
而不捨，加上不時有新人加入，
加上不時有新人加入，難道天主就是不肯放棄我們這個小小的聖詠團，
難道天主就是不肯放棄我們這個小小的聖詠團，非要我鞠躬盡瘁
非要我鞠躬盡瘁
不可？
？
不可
今年初收到橙縣教區的通知，
，一月份有為在堂區做音樂事奉者所辦的一日避靜。
今年初收到橙縣教區的通知
月份有為在堂區做音樂事奉者所辦的一日避靜。起初的感覺
還是決定去了。
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幾經分辨，
天人交戰的結果，
，還是決定去了
。早上的第一個節目就是彌
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幾經分辨
，天人交戰的結果
撒。因為參與彌撒的人都是來自各堂區的音樂事奉者，
進堂曲音樂一響，四面八方傳來悅耳動聽
因為參與彌撒的人都是來自各堂區的音樂事奉者，進堂曲音樂一響，
卻完全不是感謝讚美，
反倒是滿腹牢騷，
的歌聲，
整個聖堂像是充滿了天使一般。
而我的心情，
，卻完全不是感謝讚美
，反倒是滿腹牢騷
，
的歌聲
，整個聖堂像是充滿了天使一般
。而我的心情
甚至怨恨。
甚至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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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天主抱怨，
禰既然把我推到這個位子，為什麼不好好裝
我向天主抱怨，為什麼別人唱起歌來這麼好聽？
為什麼別人唱起歌來這麼好聽？禰既然把我推到這個位子，
我怎麼能做得好？
備我？
在彌撒中我跟天主討價還價：
禰沒有給我好的歌喉，
，我怎麼能做得好
？整台彌撒我就在羨
備我
？在彌撒中我跟天主討價還價
：禰沒有給我好的歌喉
慕別人美妙的歌聲和向天主抱怨中渡過
慕別人美妙的歌聲和向天主抱怨中渡過。
彌撒結束後的 Keynote speaker, Curtis, 開宗明義就講到：
開宗明義就講到：Singing is for one who
Loves (St. Augustine). 聖詠團要傳達的是天主的愛，
他說：a choir leader is not a
聖詠團要傳達的是天主的愛，他說：
leader in music but a leader in prayer. It is your prayer life that matters the most,
我一聽到這句話，
就像是天主藉著他回答了我的問題
答了我的問題:
“我一直都
not how well you sing... 我一聽到這句話
，就像是天主藉著他回
答了我的問題
: “
我一直都
在裝備你。
在裝備你。這些年來你生活中的一點一滴，
這些年來你生活中的一點一滴，不都是充滿了我無條件的愛嗎？
不都是充滿了我無條件的愛嗎？我希望你能去見証我
對你的愛”
對你的愛”。
這句話一下來，
這句話一下來，把我從羨慕與抱怨中打醒。
把我從羨慕與抱怨中打醒。我體會到自己這麼多年來錯誤的態度，
我體會到自己這麼多年來錯誤的態度，雖然感到
巧的是，
羞愧，
也同時體會到天主對我的容忍與眷顧。
我只有在主的愛內認罪悔改。
。巧的是
，這天的彌撒
羞愧
，也同時體會到天主對我的容忍與眷顧
。我只有在主的愛內認罪悔改
正是 ”Conversion of Saint Paul”, 而我的聖名正是 Paul……上主的作為
Paul……上主的作為，
真的是眼所未見，
上主的作為，真的是眼所未見，
感謝讚美主！
耳所未聞，
人心所未想到的！
！感謝讚美主
！
耳所未聞
，人心所未想到的
接下來，
本來心不甘情不願的心態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接下來，我就乖乖順服，
我就乖乖順服，用心的投入。
用心的投入。本來心不甘情不願的心態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度的轉變。以
跟大家分享:
下是一些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幾點，
，跟大家分享
下是一些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幾點
:
打動人心的是天主的愛，
所以聖詠團員的祈禱與靈修重於他/她的歌喉.
打動人心的是天主的愛，不只是歌聲。
不只是歌聲。所以聖詠團員的祈禱與靈修重於他/
她的歌喉.
團員自己更要用心參與.
聖詠團應以音樂幫助信友〝
聖詠團應以音樂幫助信友〝全心，
全心，全意，
全意，並且主動地參與彌撒〞。
並且主動地參與彌撒〞。團員自己更要用心參與
〞。團員自己更要用心參與.
，要讓天主的愛自然的流露出來.
聖詠團不只是天主的工具，
而是天主的愛的蓄水池，
要讓天主的愛自然的流露出來.
聖詠團不只是天主的工具
，而是天主的愛的蓄水池
為了鼓勵人人積極參與彌撒，
聖詠團應致力帶領全體信友一起唱.
為了鼓勵人人積極參與彌撒
，聖詠團應致力帶領全體信友一起唱
.
聖詠團一定要努力練唱，
服侍主要用全心全靈全力全意，
，聖詠團一定要努力練唱
，”The voice you make should be
服侍主要用全心全靈全力全意
唱不好不如不唱.
better than the silence you break”. 唱不好不如不唱
.
6. Moving from performance to ministry: 聖詠團員要在教友中做好榜樣
聖詠團員要在教友中做好榜樣。
。團員身上要有
Jesus〞
能在彌撒中歌頌讚美是天主的恩寵，
，要洋溢著基督徒的平安
〝the fragrance of Jesus
〞. 能在彌撒中歌頌讚美是天主的恩寵

1.
2.
3.
4.
5.

喜樂！
喜樂！
7. 在彌撒中唱歌不是表演
在彌撒中唱歌不是表演。〝
。〝How sad is it when people come to you looking for Jesus
and all they see is you. 〞(Mother Teresa)
讓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感謝天主這麼多年來對我們聖詠團的厚愛。
。讓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興高彩烈地事奉上主!!!
感謝天主這麼多年來對我們聖詠團的厚愛
興高彩烈地事奉上主!!!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
）
。」（瑪六 21）
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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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使命（
基督徒的使命（Mission of Discipleship）
Discipleship）避靜報導
丁慶如
二月十五日九點以前參加避靜的教友完成報到，李偉鈞夫婦已為大家準備了豐富的營養早餐、三明治、
熱茶和咖啡。飽足的早餐給了我們元氣開始一天的心靈之旅。 首先濟東弟兄帶我們唱兩首聖歌：一、生活為
我原是基督。歌詞簡意是「只要基督在我內生活，我必要光榮天主」。二、Here I am Lord. 歌詞簡意是
「主我在此聆聽禰的召喚」。藉兩首歌曲安靜我們的心進入退省。
一、天主是誰
修女直接切入主題提問：「對你而言，天主是誰？」每位教友踴躍分享他所認識的天主。總括大家
所述：天主是愛、慈父、朋友，是三位一體的天主，是教會，是自始初至終結的那位創世者，是啟示救贖計
劃的那位……每個人的答案不同，乃因每個人與接觸天主的經驗不同，修女說大家所言皆是。
二、與天主的關係
如聖人依納爵所述，人與天主的關係有六個階段：1 相信 2 懷疑 3 疏離 4 迷惑 5 探索 6 回歸。我們與
天主的關係總是在這六個階段中循環。
當生活美好在順境時，相信有天主的祝福。
當生活困苦處於逆境、疾病時，對天主產生懷疑。
為生活忙碌而疏離天主，則對天主的愛不冷不熱。
很疑惑該以自己為主來生活，或是以天主為主來生活？
當迷惘空虛時四處尋找、探索，尋求歸屬感。
直到體驗被天主所愛，生命才如活水泉源般湧出愛的能力，愛主、愛人，回歸天主、與主同行。我
們要常常反省自己和天主的關係處於哪個階段？並且尋求改善。
三、浪子回頭
讀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修女要我們默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沒有類似這動人故事的經驗？每
個人都分享了他與天主分離又重新回歸於主的心路歷程。每段分享都令人感動。「寬恕」是最難的功課。要
學習天主的寬恕，學習如何原諒別人，也要原諒自己。若不能原諒別人和自己，是無法與天主和好的。
四、人的能力在那裡？我能給天主的禮物是什麼？
人外在能力的肯定是來自權位、專業、成就；人內在能力的肯定是來自自省、使命、智慧。人的靈
魂是天主造的，我們給天主的禮物就是我自己純潔的靈魂。當我們為團體服務時，要用天主的智慧和來自天
主的大能，和一顆純潔的心而非今世的權位。
五、使命和行動
默想天主會要我們的團體做什麼？每人在紙上寫下心中所想，貼在牆上，約有六十張貼紙。把內容
彙整歸納出三個方向：
1 提供靈修和陶成教友。
2 加強福傳吸引更多人加入教會。
3 成為一個有服務精神和提供服務的團體。
六、答覆
經過一天的反省討論，洗滌了心靈上的塵埃，重新整理和天主的關係，更加肯定要在生活中緊緊跟
隨主基督的道路。
最後，每位教友手持十字架，個別的向天主答覆祂的召叫說：「主，我願成為你的使徒，願主引導
我。」避靜到此圓滿結束。
十分感謝瑪利亞修女以及籌備這次避靜的兄姊，為我們安排了這個與主同行美好而有收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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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縣華人
橙縣華人天主教
華人天主教聯誼會
天主教聯誼會
支助辦理之活動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OCCCA Sponsored Event
活動名稱 (Event Title)

活動主辦人/
活動主辦人/電話 ( Event Organizer(
Organizer(s)/ Phone#)
Phone#)

參與者
參與者 (Who are Attendees?)

活動地點 (Location)

活動時間 (Date & Time)

活動目的 ( Event Purpose, ex: 福傳,
福傳, 靈修,
靈修, 其他…)

申請人/
申請人/電話 (Applicant(s)
(Applicant(s)/
(s)/ Phone#)
Phone#)

申請日期 (Application Date)

活動基本簡介 (Event Descriptions
Descriptions)

活動預算支出項目 (Estimated Expense Breakdown)
•
餐飲(Food
餐飲(Food & Drink):
•
場地租借 (Space /Venue Rental
Rental):
al):
•
廣告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
其他 (Other):
討論結果及日期：
結果及日期： （Resolution and Date ）

備註 (Note
(Notes
otes)

**未列入年度規劃的活動提案,
未列入年度規劃的活動提案, 請提前 3 個月申請
個月申請;
申請; 凡臨時活動需申請特例者,
凡臨時活動需申請特例者,酌情審理
For event not scheduled in OCCCA annual calendar, applicants please provide 3 month notice, unless the event is urgent.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理事會討論所有提案並給予即時的回覆
OCCCA will respond to the applicants after the monthly board meeting (normally on every 2nd Sunday
Sunday.).
day.).
**活動廣告傳單可參考 OCCCA 建議的廣告傳單格式 ; 會名及會徽必須 包括在廣告傳單上
包括在廣告傳單上;
在廣告傳單上; 活動收

集的新名單資料請交給 OCCCA 通訊組存檔
follow--up. OCCCA flyer sample is
Please provide the contact info of event participants who are new to OCCCA for future follow
available if needed.
needed. And the flyer must include OCCCA name and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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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Bishop）Kevin W. Vann 在祭祖儀式中獻果
(David Yeh 攝影)

指導司鐸 :
吳仲基神父

(714) 758-3589

劉曉明神父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長:

徐少平

(562) 430-0278

副會長 :

鄭仲凱

(949) 230-0188

禮

儀:

趙承元

(949) 861-3989

財

務:

孫昌平

(949) 552-1787

靈

修:

王越

(847)648-6003

活

動:

羅啟君

(626)315-5580

通

訊:

周樹海

(714) 822-7658

成人慕道班:

周珣

(562) 947-2260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714) 962-6360

一月份收支報告
一 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新任理事聯絡電話
任理事聯絡電話：
電話：
會

廣告收入
三十周年月曆收入
總收入

$

1021.00
1506.50
240.00
240.0
49.00
49
2816.50

支出

郵費及印刷費
一月慶生蛋糕

$

新年傳單費用
RCRA 費用

Utensils 費用

四區區長 :

$

$

183.96
58.50
126.07
26.07
51.23
32.91

北

區:

丁慶如

(909)374-4996

總支出

$

452.67

中

區:

王寶鑾

(714) 962-6360

本月結餘

$

2363.83

南

區:

朱嶠

(949) 651-8912

朱楚雲

(949) 831-0576

聖詠團 :

李偉鈞

(949) 831-0576

關懷團 :

范馬梅

(949) 726-0940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 - 5370

兒童組 :

董晴

(949) 637-9366

南南區 :
小組負責人 :

福傳負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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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CA 贊助夥伴（
贊助夥伴（ＯＣＣＣ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
聖心中文學校
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
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本
校採小班教學, 教學新穎,
校採小班教學
教學新穎 教法活潑生動。
教法活潑生動。
除中文外,
除中文外 並有功夫,
並有功夫 舞蹈,
舞蹈 書法,
書法 兒童道理
班以增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班以增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 週日 9:00am – 12:15 p.m.
校址:2050 W. Ball Rd., Anaheim, CA92804
校址
電話:(714)
962-6360 校長孫立雄
電話
校長孫立雄






Chris Waring 數學輔導服務
Chris ’s Math Tutorial Service
All Levels/ All Ages/Sat /ACT
Prep/Math
30 Years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Experience
By The Hour or Package Avaiable
Location：
： Client’s Requirement

CHOICE DENTAL CENTER
General dentistry for adults &kids,
Orthodontics, Implants. 20% off for pa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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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

West Covina

Chriswaring48@yahoo.com

1013 S. GLENDORA AVE
COVINA, CA 91790
(626)960-6993

預約電話:
預約電話 714-397-0537

家佳美滿協會 (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 主辦
夢裡乾坤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來自於潛意識，內含豐富的能量和資訊。利用專業心理劇
心理劇的方式讓夢境
心理劇
重現，在這劇場裡您是導演、劇作、也是觀眾，可重塑您的夢境，讓夢在您生命重要的事件中提
供支援與指引。
週 三/週六開班, 共12次,教友報名有優惠

主持人：歐陽 楊梅玉 臨床心理學博士

詳情請洽: fe20@hotmail.com 或 949-857-0299

HSU’S Acupuncture + Alternative Medicin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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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群欣中醫針灸師
許群欣
Francis Hsu, L.AC, Dipl.AOM
(針灸,中藥,拔罐,推拿等自然療法
教友及輔大校友一律半價優待)

•
•

6888 Lincoln Ave. Suite #B, Buena Park, CA 90620
Cell: 714-883-6988

•

Email:hsu_888@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