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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                                聖事和活動 October  2014 

每月彌撒 

地 

: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吳神父主持 

時 

 

十月五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粵語彌撒 –國語證道           

十月十二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 -國語彌撒        輔祭：金永強 / Joyce 雷/Megan 雷 

十月十九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國語彌撒         輔祭： Joyce 雷/Megan 雷 

 時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粵語彌撒 –國語證道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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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十月五日下午 1:00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英文/ 國語彌撒  Fr。George   輔祭：:Gail 張/ Lucia 張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 1:00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國語彌撒  賈神父主持     輔祭：: Irene 孫  Daniel 趙  

 
聖經研讀 

● 

聖經誦禱 
 

 

「天主比

我們的心大」  

（若 3：20） 

 

北區    時           
時

: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 3:30 pｍ                                        帶領人：潘曼麗 

 地 

地

: 

 
地點：聖母聖心修女會 

（李志玲修女，曾雪芳修女） 

 17944  Gal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若書厄書 6-10 章 
 

中區              

時 

時

: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晚： 7:30  pm -9：30pm                                    帶領人：孫立雄 

 地 
地

: 
  10674 El Morro Cir Fountain Valley Ca  92708      陳文英，朱安邦家 

南區              

時 

時

: 
十月三，十七日 (星期五) 晚上 7:30-9:30 查經   

地 
地

: 
St. Thomas More Church - St. Nicolas Room  每日彌撒讀經 

時 
時

: 
每週三晚上 7:30 - 9:30 查經        帶領人: 劉瑛膺 

地 
地

: 
劉瑛膺家  TEL: (949) ３９０-８７４６ 

南南區          

時 

時

: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晚上 8 點 (主日經文)   

 地 
地

: 
kathy，Tony夫婦家 TEL: (949) 230-0188 

 

南區              

時 

時

: 
每星期一晚上 8:00 - 9:00  (關懷小組─唸玫瑰經〉 

 地 
地

: 
鄭陳雅寧 Nancy 家 TEL: (949) 559-8223 

聖詠團 時、地: 

    十月五，十二，十九及二十六日 

    上午 10:00 開始全團練唱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10/5: 12:-1pm; 2:30-4pm  練唱 10/26：12-1pm 
St. Thomas More Church 
  

    OCCCA 每月練唱 Oct 6   2：30-4：00pm  
St. Thomas More Church 

(Fireside Room) 

    OCCCA 每月練唱 Oct26  2:30-4：00pm 
St. Thomas More Church 

(Fireside Room) 

 粵語練唱 
    OCCCA 每月練唱 Oct20  7:00-9：15pm 

1304 E Century Drive, Orange,  
CA 92866 

 

 慕道班 
時 

 
地 

第 5講 十月五日下午 2：30-4：30pm  Classroom 3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51 Marketplace, 92602 

講  師:陳濟東     主持人：林靜惠 

主題：我信永恆的生命 

 時 

 
地 

第 6 講 十月二十六日 2：30-4：30pm Classroom 3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51 Marketplace, 92602 

講  師： 蔡展鋒    主持人：陳錦燕 

主題： 聖母，-個偉大的母親 

通訊編輯組: 周樹海（Thomas）Email: szhou2010@gmail.com, 熊莉娜(Cecilia),  張育琦(Jocelyn), 程紅（Margaret) 818-987-8988 

因特網通訊編輯組: 江士奇（Shih-Chi Chiang）949-891-1688 

mailto:szhou201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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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靈 修 Spiritual Truths 

 
 

     

                                天主比我們的心大 
摘自恆毅雙月刊第 584期（2014 年 8月）                        

                                                  

                                                                房志榮               

若望一書三 20 的這句話「天主比我們的心大」，不無挑戰性。這句話到底要說什麼？為何把天主與

人的心相比？所說的天主是怎樣的主？所指的心又是怎樣的心？這一連串的問題都埋伏在這句話裡，可以讓

它們露出水面，指點出來，人心與天主到底能有哪些關係？可採取的步驟，是解經的一貫方法：先看上下文，

再解釋每句話的含意，最後綜合其神學內容。以下按此三步嘗試略予探討。 

一、若望一書三 18-20 可視為一個單元 

      思高聖經把這三節經句譯得很好：「(18)孩子們，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

動和事實。(19)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認出，我們是出於真理的，並且在他面前可以安心；(20)縱然我們的心

責備我們，我們還可以安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可見，如果我們想多瞭解一點「天

主比我們的心大」這句話，先得看下文的一句「他原知道一切」，和上文 18、19 二整節和 20 節的前兩句話

所說的。我們將在第二步解釋「他原知道一切」這句下文的意涵。至於上文的二節半，是為這句關鍵句「天

主比我們的心大」作準備的：真實的愛使人認得誰是出自真理的，有了真理，心就安了，這種心安，不必因

為我們的心有時責備我們而失去，而所以能繼續安心下去，是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這樣看來，18-20 三

節，的確構成一個單元，而以「天主比我們的心大」這句話為其巔峰，下一步要探索如何去懂這句話，以體

驗其既深又廣的含意。 

二、「天主比我們的心大」這句話的訊息 

       若望一書的神學綜合在本書信結論的第 1 節裡：「我給你們這些信天主子名字的人，寫了這些事，是

為叫你們知道：你們已獲有永遠的生命。」（若壹五 13）若望望一書的主旨是信者與天主的共融（一 3），

而這共融顯示在信友彼此的共融上（一 3、6）。天主的奧秘給信友啟示出三個面向：天主是光，天主是義，

天主是愛。天主是光、是愛，講的已夠多，如今只把天主是義何謂，略予說明。「義」在此指天主拯救世界

的大業，兩次用於天主（一 9、二 29），兩次用於基督（二 1、三 7）。在所有這些章節，天主的義都跟罪

有關：天主以祂的義救我們消除罪惡，而顯示祂對我們的大愛（參閱二 1-2 及四 10）。天主既如此啟示了祂

拯救世人的義，基督徒也該實踐義（二 29、三 7），以肖似耶穌，力求聖潔（三 3）。 

      以上略提若壹的神學主旨，有助於明瞭 18-20 節的深義。18 節說，愛訴諸行動和事實，而真正基督徒的

愛還須延伸到天主在耶穌基督身上所顯示的愛（16 為人捨生）。19 節說，這種愛表達我們的信德和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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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20 節「我們還可以安心」一句，是思高聖經把 19 節的「可以安心」重複一遍，原文沒有，但中文

有其必要，如此才能把原文的真意說出：人若活出真理，可在天主面前安心（19）。「縱然我們的心責備我

們，我們還可以安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20）。古代不少作家認為這幾句話指出最高

審判官的嚴厲，因為他認清我們的罪，比我們自己還清楚，加爾文接受這說法。然而，如果這樣，又如何能

心安呢？馬丁路德及近代大多數人認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是指天主的仁慈（參閱路一 49-50）：如果我

們真實踐愛德，即便還有罪，天主仍看出我們心中有愛（若二十一 17）也可參閱伯前四 8：「愛能消除許多

罪過。」（樂仁譯本 2014） 

三、一些關於「心」的神學審思 

      新約原文、希臘文的 kardia「心」字有兩種意義，一種指位置，即中心，如瑪十二 40 耶穌說；「就如

約納曾在大魚腹中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裡三天三夜」，中文的「在地裡」是轉譯希臘文的「在地心」三

個字。另一種當作隱喻的說法更加普遍，首先是以心作為人的肉體生命、特別是生理生活的中心，如保祿在

雅典講道時所說的：「祂從天降雨、賜予季節豐收、藉著食糧和喜悅充滿你們的心。」（宗十四 17），然而，

最普遍的用法是把心當作精神生活的所在，不論是認識，意願或感受，不論是自然界或超性界，新約聖經都

說是 kardia「心」在運作。 

    心的作用有以下許多種類或形態： 

1. 各種內在生活（即與外在的、表面的、虛假的生活對立面），如耶穌給門徒們說「你們若不從心裡

寬恕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瑪十八 35） 

2. 各種感情、慾望、夢想，如耶穌向門徒們說「反而因為我告訴了你們，你們就滿心憂傷。」（若十

六 6） 

3. 自然界和超性界的認知和思想，如「你們多麼無知啊！你們的心如此遲鈍，難以相信先知所說的一

切！」（路二十四 25） 

4. 意願、主意、決定，如「你們各人照自己心裡的決定捐多或少，不要心痛，不要勉強；因為天主愛

那喜樂的捐獻者。」（格後九 7） 

5. 倫理生活，德行或毛病，如「從人心裡發出邪念、謀殺、姦淫、淫亂、盜竊、假見證、毀謗。」

（瑪十五 19） 

6. 愛的生活，如「你要全心、全靈、全意、全力地愛上主，你的天主。」（穀十二 30、33） 

7. 處事為人的態度，如「眾信徒一心一意，沒有人把財物留給自己，卻拿出來共用。」（宗四 32） 

8. 聖神的住所，如「天主的愛透過賜給我們的聖神，已經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五 5） 

      新約聖經，無論是福音或保祿書信，給人心這麼豐富又多采多姿的描述，再聽若望在新約末期給我們說，

天主比我們的心大，他的這一肯定提供給我們多少想像、深思、默觀、祈禱的空間和視野！心的生命是無疆

界的，心的生活是無止境的，心的活動是千變萬化的，心是有形世界的精神代表。關於心，聖經有說不完的

話，在中國文化裡，先賢們對心也是千言萬語，百家爭鳴。現在耶穌的愛徒說，把這一切加在一起，還沒有

天主大，天主比我們的心大。我們本著信仰，依靠聖神，祈求聖神，在禮儀中，團體裡，家庭和個人的祈禱

中慢慢去體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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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贈書消息 

 
《本會訊》今年我們聖教會策封兩位教宗成為聖人，其中一位是對聖教會有重大頁獻，召開

梵二大公會議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由張秀亞教授執筆的「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一書由

聞道出版社為配合教宗封聖，特別重新發行出版。本會的于德蘭姐妹由台灣購買了五十冊贈送給

大家，書由陳錦嬿姐妹公司從台灣運來美國。想要讀到此書的朋友可在查経班、彌撒後向陳錦燕

連絡取得（電話：714-730-6804）。 

 

    如想要樂捐，全數書款將捐給我們橙縣華人教友聯誼會，由陳姐妹代收轉交聯誼會。 

 
 

與橙縣主教 Kelvin Vann 的黃昏避靜 
李偉鈞  

 

在夕陽西下中，微風徐徐吹來。我們橙縣華人天主教合唱團，一行 14人紛紛來到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參加主教為橙縣所有合唱團，指揮、伴奏、音樂負責人以及團員所舉辦的傍

晚退省，享受與主相遇的美好時光。 

 

主教藉著不同的聖歌，用莊嚴、隆重、的管風琴伴奏 以及啟發性的禱詞，經過時光隧道，帶我

們回到第一世紀教會初期，第二、三世紀教難時期，直到今日的教會。主教藉著歷史回顧，聖樂的

啟迪，強調音樂在彌撒中 的重要性，及合唱團的神聖使命。在経過漫長的暑假休息後，更提醒及鼓

勵我們合唱團振奮起來，在彌撒中能帶動全集會衆，用歌 聲、音樂來敬拜，讚美，及祈禱。 

 

 

 

 

tel:714-730-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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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 麟（David L Chiang） 

因緣際會下，看到一位名吳寶芬講師的健康講座報導，她贏得滿堂喝采下，

是抽絲剝繭地打破一般人根深蒂固的錯誤飲食觀念。特整理供大家參考： 

                                 五樣好東西 

1.睡前喝豆漿、( Drink a cup of soya bean milk before sleep) 

睡前喝豆漿：豆漿富含 100%的優質胺基酸，可製造充分的生長激素，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消

耗體內多餘的醣份和脂肪，所以睡前喝豆漿，有減肥的的效果，這就是「胺基酸減肥法」，又叫

「懶人減肥法」。 

 

此外，大豆富含異黃酮素（天然的雌激素），可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保護心臟，預防心肌梗塞，

異黃酮素並可抑制人體鈣質的流失，還可預防與基因遺傳有關的乳癌與腸癌，因此睡前喝上一杯

250c c的豆漿，冷熱甜淡隨意，可讓您有一個好睡眠、好體質。 

 

但是現在市面上的黃豆有 80％是基因改造的，目前基因改造的食品對人體的影響如何還未可知，

購買非基因改造豆漿，建議購買無防腐劑喔，睡前喝比早上喝的效益更大。 

 

2.吃水果比吃蔬菜好、(Fruits are better than vegetables) 

 

吃水果比吃蔬菜好：當個「好色之徒」吧! ，吃水果要選香的，顏色鮮豔的，含有大量松脂，

多吃對身體有益。且吃水果比吃蔬菜好，松脂成分可抗壓，如芒果要選土芒果，葡萄要吃紫葡萄，

西瓜選無子大紅西瓜，蜜瓜選綠色的，哈蜜瓜要選肉色的，水果中以榴璉的松脂居第一。然今後

別再吃西柚因會抑制肝的解毒！ 

 

3.綠茶效益勝過水(Green tea is better than plain water) 

 

建議喝綠茶來代替水和紅茶，因水帶不走身上不好的物質，紅茶為已發酵的熟茶，因此綠茶優於

紅茶，多喝綠茶可以降低巴金森，且綠茶含兒茶,能保護關節軟骨緩解疼痛。另外，泡過後無味

的綠茶包，可用來擦過敏的皮膚！ 

 

4.天天來杯咖啡吧(A daily coffee is good for you) 

 

喝咖啡選阿拉伯豆：每天一杯咖啡，喝咖啡的好處是咖啡可抑制多巴胺 L-Dopa，預防老化、巴

金森氏症、防癌，咖啡會活化大腦命令四肢時所需要的傳導物，年老以後身手較為協調，壞處是

喝咖啡會流失鈣與一些維他命。 

 

懷孕前三個月禁喝，因易流產。此外，喝咖啡要選阿拉伯豆，不是爪哇豆，豆子要新鮮，放久了

會產生黃麴毒素。 

 

5.將癌細胞改邪歸正的蕃薯(Sweet potato can get away the cancer cells) 



 

 
8 
 

 

蕃薯導正病變細胞：蕃薯含神經節肝酯，能導正病變細胞；且蕃薯可以減肥，因為其澱粉是水溶

性纖維，不會囤積體內。 

 
蕃薯的甜味是多醣，對身體有益，比吃飯更有飽足感，建議一週可用一餐蕃薯代替飯來吃。蕃薯

愈紅愈好，烤的比水煮和蒸的好，且烤後連皮一起吃更好。 

 

專作放射線之醫師，認為『微波爐』會利用電波少一個正價電子，運用水分子之震盪使食物變熱，

所以食物易變成自由基，就會容易致癌。所以偶而方便用一下，最好還是少用『微波爐』最好！ 

 

                 下列方法可幫您及時清除體內毒素 

 

1.主動咳嗽法: (Proactive cough) 

自然界中的粉塵、金屬微粒及廢氣中的毒性物質，通過呼吸進入肺臟，既損害肺臟，又通過血液

迴圈而 !株連'全身。借助主動咳嗽可以'清掃'肺臟。每天到室外空氣 

清新處做深呼吸運動，深吸氣時緩緩抬起雙臂，然後主動咳嗽，使氣流從口、鼻中噴出，咳出痰

液。 

 

2.飲水沖洗法：(Have a cup of plain water after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定時排便，縮短糞便在腸道內的停留時間，及時排出糞便中的毒素。每天清晨空腹喝一杯溫開水，

有利於大便通暢以及毒素從尿液中排出。 

 

3.運動出汗法：(Do exercises) 

皮膚也是排泄毒素的途徑，主要通過出汗的方式，讓毒素隨汗液排出體外。 

 

4.巧用食物法： 

●常飲鮮果、鮮菜汁(不經炒煮)，鮮果、鮮菜汁是體內'清潔劑'，牠們能排除體內堆積的毒素和

廢物。(Fresh fruit or/and vegetable juices are good) 

 

●常吃海帶，海帶對放射性物質有特別的親和力，海帶膠質能促使體內的放射性物質隨著大號排

出體外，從而減少放射性物質在人體內的積聚，也減少了放射性疾病的發生率。( Sea weeds 

are good) 

●常喝綠豆湯，綠豆湯能輔助排泄體內的毒素，促進機體的正常代謝。(Green bean soup helps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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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劉曉明神父 ilau88@aol.com 

             執事：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新任理事聯絡電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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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啟君 (626)315-5580 

活    動 :            羅瑋 (949)291-1997 

通    訊 :            周樹海 Szhou2010@gmail.com 

成人慕道班: 周 珣 (714) 642-8976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714) 962-6360 

四區區長 :  
  

北    區 :           TBA 
 

中    區 : 王寶鑾 (714) 962-6360 

南    區 :  孫美祥 (949) 485-4845 

南南區 : 朱楚雲 (949) 831-0576 

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長 : 李偉鈞 (949) 831-0576 

  聖詠副團長 : 潘曼麗    (714) 520-5951 

關懷團 : 范馬梅 (949) 726-0940 

福傳負責人 :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 - 5370 

兒童組 :  董晴 (949) 637-9366 

 
 
 

  
 

八月份收支報告 

      八 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       1362.00  

  

彌撒奉獻 - 支票      2291.00 

  

Detention Ministry       398.00 

 

總收入 $     4051.00 

    
支出 

  

  

郵費及印刷費 $     198.48 

  

執事後選人退

省 3/28-30/2015         357.00 

  

彌撒獻儀      250.00 

  

教堂奉獻      1000.00 

  

Detention Ministry      980.00 

  

 USPS - PO Box 1 year 
rental                                                 56.00 

 

總支出  $      2841。48 

本月結餘               $                  1209．52 

 8/9/14 家庭共同營 
Total Donations 

$      2,428.00 
Total Expenses 
$     (2,231.00) 

Net：$         197.00 
   
10% of 彌撒奉獻 to churches (1st half of 2014) 

      $  1600.00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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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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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 
Chriswaring48@yahoo.com 

     預約電話: 714-397-0537 

OCCCA贊助夥伴（ＯＣＣＣ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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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心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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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法活潑生

動。除中文外, 並有功夫, 舞蹈, 書法, 兒

童道理班以增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上課時間: 週日 9:00am – 12:15 p.m. 

校址:2050 W. Ball Rd., Anaheim, CA92804 

電話:(714) 962-6360 校長孫立雄 

 

歐陽博士心理諮商中心                      主持人 Psychologist 

家佳美滿協會 (Family Enrichment)         創會人 Founder 

加州州立大學(CSUF) Fullerton校區        臨床心理學家 

加州橙縣心理健康中心 (OCHCA)            婚姻家庭治療師 MFT-1 

北美華語夫婦懇談會        發起創始人 

歐 陽 楊 梅 玉  臨床心理學博士 

Norma M. Ouyang, Psy.D. MBA. (psy19878) 

專精：個人,婚姻,家庭,團體 諮商治療, 心理創傷, 焦慮,憂鬱, 

疏解壓力, 情感,人際關係,親子通通, 移民適應, 各階心靈成長 

接受政府 Medicare, 團體及個人醫療保險 

預約電話：949-857-0299, 

email: fe20@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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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ｓｏｒ

ｔ，高爾夫球場，十分鐘車程到 Ｐａｌａ Ｃａｓｉｎｏ， Ｐｅｃｈａｎｇａ Ｃａ

ｓｉ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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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ａｌｌｂｒ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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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 Kite 小山東麵館 
 

 純手工麵食, 

 用料新鮮, 

 好吃實惠, 

15435 Jeffrey Rd Irvine, CA 92618  

(IVC 斜對面) 

 www.lis-kite.com 
(949) 551-2888 

 

http://www.lis-kite.com/
tel:%28949%29%20551-2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