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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與你同在！

十二月份

聖事和活動
:

December 2014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地

吳神父主持

十二月七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二主日 )-粵語彌撒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三主日 )- -國語彌撒
時

每月彌撒

輔祭：金永強 / Joyce 雷/Megan 雷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四主日)-國語彌撒

輔祭： Joyce 雷/Megan 雷

十二月二十四日 8:30pm （ 報佳音及子夜彌撒）

時

詳情見第 9 页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 10:30（聖家節）粵語彌撒

時
時
地

St. Thomas More Church
51 Market Place, Irvine, CA 92602
十二月七日下午 1:00 （ (將臨期第二主日) 輔祭：:Gail 張/ Lucia 張

時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 1:00 （聖家節）
時

北區 時

:
中區
時

聖經研讀
●
聖經誦禱

時
:
地

地
南區
時

:

地

:

時

:

地
南南區
時

:

地
南區
時

:

地

:

時
:
地

「你們祈
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
叩門，門就會
給你打開」

時
地
時
:
地

（Matthew
7:7）

時
:
地

輔祭：: Irene 孫 Daniel 趙

暫停一次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晚： 7:30 pm -9：30pm
10674 El Morro Cir Fountain Valley Ca

帶領人：孫立雄
92708

十二月五，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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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地: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晚上 8 點 (主日經文)
Cindy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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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和 12/28: 12:-1pm; 2:30-4pm

OCCCA 每月練唱 Dec 8 7：15-9：00pm
粵語練唱
時

慕道班

地

帶領人: 劉瑛膺

劉瑛膺家 TEL: (949) ３９０-８７４６

十二月七，十四，二十一及二十八日
上午 10:00 開始全團練唱

聖詠團

陳文英，朱安邦家

OCCCA 每月練唱 Dec 22 7:00-9：15pm
第 九講 十二月七日下午 2：30-4：30pm Classroom 3
St. Thomas More Catholic Church, 51 Marketplace, 92602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St. Thomas More Church
St. Thomas More Church
(Fireside Room)
1304 E Century Drive, Orange,
CA 92866
講 師:

孫立雄

時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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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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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饒成

主題：天主教友的宴會

教宗保祿六世策封真福
文：于德蘭
相片：輔大校史室

欣聞教宗保祿六世今年十月策封真福！
1969 年教宗保祿六世為我國的于斌總主教，台北輔仁大學首任創校校長，晉升
成為樞機主教。晉升大典時並擢選我國于樞機代表全球三十三位新樞機致答辭。
當時教宗加冠時對他説：「為讚頌全能的上主，為光耀聖座，請接受這表現樞
機尊位的紅方㡌，藉此你們應表示你的忠貞，對天主子民的和平、安定、自由而努力，
為聖教會廣揚，在必要時也以你們的熱血作証。」
1978 年 8 月于斌樞機奔赴羅馬參加保祿六世葬禮彌撒，並選舉新教宗期間因勞
累過度心臓病發而於 8 月 16 日去世。「士為教會為知已者死」，全球 94 位樞機參加
其追思大典。一切事都有天主的特別安排，冠冕全心追隨祂的人！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相片說明：
1. 1964 年于斌總主教（中右）帶頜輔大校友雕塑家楊英風及學生代表晉見教宗保祿六世（中左）。
2. 教宗保祿六世於 1969 年為我國于斌總主教加冠榮升為樞機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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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靈 修

Spiritual Truths

蔣範華修女之“夢裡尋祂千百度: 品味聖十字若望的燦爛星空”
避靜心得分享
羅啟君
是機緣巧合還是天主的恩典? 讓我藉由這次偶然的避靜，認識了這位從台灣遠到而來的蔣範華修女; 蔣
修女除了目前與台灣的輔仁大學合作了多場關於大德蘭與聖十字若望的國際研討會，之前在中國大陸為主工
作了近二十年,也曾赴西班牙與義大利進修神學,其信仰的旅程即有深度又充滿了聖寵。她用個人生命的經驗
與體悟, 非常深入淺出地詮釋了聖十字若望的 “黑夜” 。
對於一些在靈修與默觀上略有基礎的教友，一定熟悉這位靈魂導師 --聖十字若望，但是對剛領洗的主
內兄弟姐妹, 如果還不熟悉這位聖人的話, 讓我先粗略地簡述一下若望的生平:
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誕生於西班牙一個清苦的家庭裡，4 歲喪父，14 歲時
便外出為家計而謀生。當時，他在醫院中找到了一份照顧絕症病患的工作。因自身所經驗的貧窮與苦難，學
會了不在現世追尋幸福，而是在天主的身上追尋完滿。20 歲時進入加爾默羅會，領了「十字架」的會名，25
歲時晉鐸。聖十字若望 與聖女大德蘭是同時代的人，他和聖女一同改革加爾默羅修會(註 1)，認為修會應回
復到原始會規的嚴格祈禱生活中。當時的反對聲浪、誤解、迫害、甚至囚禁，就是聖人堅持改革所償付的代
價；然而，在黑暗、潮濕與狹窄的囚室內，卻激發了聖人對天主的愛與信德，像火與光那般地燃燒著。聖人
自述，他的許多神祕經驗與靈感，幾乎都在那囚禁的九個月時領受的，也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了經典的神修巨
作(註 2)。這位聖人的生命本身就突顯著：十字架導引出復活、痛苦導引出神拔、黑暗導引出光明、自我棄
絕導引出與天主的結合。這位精深的默觀者，用他的生命標記出了「十字架」的真義，更為世人留下信德煉
淨超昇的典範。
“黑夜”(On a dark night)原文是西班牙文，也被譜寫成為歌曲: 除了它的中文版本，在網上還找到
了英文翻譯如下:
在黑暗的夜裡，On a dark night
懸念殷殷， 灼然著愛情，Kindled in love with yearnings
啊!幸福的好運! oh, Happy chance!
沒人留意我的離去，我的家已經靜息。
I went forth without being observed, my house being now at rest
在黑暗和安全中，In darkness and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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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上隱密的階梯，

改變了裝扮，By the secret ladder, disguised

啊!幸福的好運! Oh! Happy chance!
在黑暗中，潛伏隱匿，我的家已經靜息。
In darkness and in concealment, my house being now at rest
在那幸福的夜裡，In the happy night
秘密地，沒有人看見我，In secret, when none saw me
我也毫無所見，除了焚燒我心者，沒有其他的光明和嚮導。
Nor I beheld aught, without light or guide, save that which burned in my heart
引導我的這個光明比中午的陽光更確實，
This light guided me more surely than the light of noonday
導引我到祂期待我的地方，我深知祂是誰，在那裏沒有人出現，
To the place where he (well I knew who) was awaiting me, a place where none appeared
(Oh! night that guided me, Oh! night more lovely than the dawn, Oh! night that joined)
(Beloved with lover,Lover transformed in the Beloved!)

蔣修女在播放完"黑夜"這首歌時,問了在場的人, 從詩中感覺到什麼? 我個人當時覺得挺納悶的, 為什
麼在詩中的黑夜感覺不到破碎的心情或頹廢,孤獨,絕望這些負面的情緒?? 作者在平靜中有期盼,在期盼中
充滿了愛與信賴。我回想兩年多前,我也正開始我人生的黑夜(或是所謂的神枯) 。當時雖然接受了命運所
有殘酷的安排,但內心又非常的困惑,不確定天主在這些事情上的旨意到底是什麼? 心裡還常常問天主:一定
要這樣嗎?
從舊約,新約到後來的教會, 蔣修女列舉了無數個例子, 曾經有過黑夜的經歷: 如約伯,亞巴郎, 耶肋
米亞,聖家, 德肋撒姆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這樣詮釋靈修大師聖十字若望的 “黑夜”: 經歷身體, 道
德, 和精神上的痛苦, 如疾病, 飢餓, 戰爭, 不公義,孤獨, 生活沒有意義, 對罪的痛苦認知, 天主彷彿不
存在, 這些對於有信仰的人,全是淨化的經驗,可以稱之為 “信仰的黑夜” 。
“黑夜”的確把自己與天主的距離拉近了, 讓那顆庸庸碌碌, 在俗世中疲於奔命的心, 慢慢地安靜下
來。原來黑夜中的空虛與乾枯是為了淨化所有不屬於主或次於祂的事物。現在更能體會聖十字若望所說的:
“天主是我靈至深的中心點。越純潔, 天主也就越豐沛, 頻繁,慷慨地遍傳自己。” 因為一顆充滿欲望的
靈魂, 將沒有多餘的空間留給天主來改造他。
人們一輩子都在追尋安全感: 穩定的收入, 幸福的家庭, 健康的身體, 順利的工作…如果可以選擇,
我想應該沒有人自己主動選擇進入 “黑夜”(除了教會裡的聖人外). 但參加完這次蔣修女的避靜後, 對
“黑夜” 有了新的感觸: 因為它的起點並非始於棄絕,而是始於愛, 這是一個以愛為出發點, 以愛為終點
的歷程。聖十字若望說：
「從未見過如此清澈、顯耀與明亮的光芒；我知道一切的光都是從它而出，儘管是在黑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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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星星一直都在,但只有在漆黑的夜空裡,才更顯出它的光芒燦爛……
註 1:爾默羅會早年被稱為加爾默羅山聖母的修會，因其發源於巴勒斯坦北部的加爾默羅山而得名。這是一座俯視地中海的小山，
因紀念厄里亞先知而受到尊敬。基督降生之前九百年左右，厄里亞先知在此度退隱祈禱的生活，之後他的徒弟厄里叟先知和一些隱修
士零星地在加爾默羅山區獨居祈禱。早期的加爾默羅會士以厄里亞先知為會父，把他的一生歸納為祈禱與使命二個重心：「上主天主
是生活的，我侍立在祂的眼前。」「我的熱忱因萬軍的上主天主而熾熱。」
十三、十四世紀，修會在歐洲散播開來了，但也面臨到被迫解散的威脅。一二四七年，加爾默羅會士，為了統整修會及擬訂未來
的計畫，召開大會。他們向教宗依諾森四世請求並得到同意來調整會規，制定在歐洲新環境中可行的生活方式。 修會逐漸產生改變，
採取了拖缽會的生活方式，最後並獲准會士晉鐸及在大學進修。加爾默羅會在歐洲進入了黃金時代。到十五世紀時，修會已遍佈歐洲，
拓展到三百多座修院，約有一萬兩千名修士。
十四世紀時，加爾默羅會士顯露出不能貫徹默觀會規的情形。再加上一三四七至一三五一年黑死病的影響與一三七八至一四一七
年西方教會分裂的影響，還有一三三七至一四五八年百年戰爭在法國嚴重的死傷。 這一連串的不幸事件造成加爾默羅會士的精神不
振， 教宗歐日尼四世於一四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批准了和緩會規的請求。
雖然官方的政策走向和緩，但在同時代並不缺乏切望遵循更成全會規的人。聖女大德蘭於 一五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出生於西班
牙的亞味拉。二十歲時進入了加爾默羅修會在亞味拉的降孕會院，那裡奉行和緩的會規。當她的祈禱生活進步後，感到需要比在降孕
會院更多的獨處與靜默。引領她走向更親密關係的主耶穌，命令她建立一座加爾默羅會院，好能在那裡引導她更深入祈禱生活與天主
結合。這就是重整加爾默羅會──如今稱為赤足加爾默羅會──的開端。 一五六七年，她遇到了剛晉鐸的聖十字若望。那時，十字
若望正考慮轉入加杜仙會，度更深的祈禱獨居生活。充滿聖神的德蘭姆姆指示他，不需離開「聖母的修會」，也能達到這心願，並且
說出她有意為和緩會規的男修會復興會規。一五六八年，第一座赤足加爾默會修士的會院在杜魯耶洛（Duruelo）成立。 到了一五八
一年，已有十五座修女的隱修院和十一座修士的會院。經過許多變遷之後，設立了獨立的赤足加爾默羅會省。一五八七年，發展成具
有五個會省的支會，由一位副總會長管轄。一五九三年，經大會同意，赤足加爾默羅會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修會，次年選出自己的總
會長。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和馬丁路德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當時的教會有很多問題。馬丁路德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對於聖經非常瞭
解，他以頭腦分析教會的問題，提出有系統的建議要來改革教會。他指出解決具體問題的辦法，但是他攻擊教宗、主教、神父以及整
個教會的制度與結構。結果是他被開除教籍，並沒能改變教會。而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以另一種方法進行改革，先從革新自己開
始。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只要有天主親密的同在，與之合而為一，就能產生奇妙的改變。因著他們的內在改革，建立了回歸初始會規
的赤足加爾默羅會，成為這個修會的會母和會父。教會中對祈禱說得最清楚的就是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了，大德蘭以敘述自己生
活的經驗呈現和天主的來往，非常吸引人。十字若望則是以那時代的神學和哲學來表達，所以他的著作比較難讀。 到目前為止，教
會共冊封了三十三位聖師，其中有三位是女性，這三位女性當中，加大利納是道明會的，另外兩位就是加爾默羅會的大德蘭和小德蘭。
註 2: 聖十字若望的主要著作是：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攀登加爾默羅山)、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心靈的黑夜)、The
Spiritual Canticle(心靈的赞歌)、The Living Flame of Love(爱的火焰)。以上提及的著作都是對他自己詩的詮釋。《攀登加爾默羅山》和
《心靈的黑夜》概括若望有關淨化的全部主题，包括積極和消極淨化感覺和心靈的各種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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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傳承與創新
恭賀加拿大多倫多中華殉道聖人堂「夫婦融樂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

歐陽 楊梅玉
二十年！人的一輩子能擁有多少個二十年的歲月？每一個二十年的階段又是如何度過？哪一個二十年是
人生最可貴的生命歷程？在那個最大有可為的二十年中，您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什麼樣的足跡印記？
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中華殉道聖人堂，有一群主內的弟兄姊妹，將自己的黃金歲月二十年，從青壯年到初
老年，奉獻給「夫婦融樂會」。包括創會會祖李紀民、張玉蘋夫婦，適逢二十週年，擔當一連串慶祝活動的
重責大任的現任會長 YC and Elizabeth Lee 和歷屆我所認識與不認識的龐大領導團隊，無一不是真心誠意，
全心全力地投入每次大大小小的不同活動中。是什麼力量讓他們如此無怨無悔地去克服所有困難，一次復一
次，一年復一年地完成各項壯舉？無可諱言，是天主的帶領與祝福！
近日來，中華殉道聖人堂（以前稱中華殉道真福堂）的開堂神父 -- 湯一煌神父慣常笑瞇瞇的臉龐，一
再浮現在腦海裡。我似乎又聽到他拍著胸膛說：「放心著手去籌備夫婦懇談週末營的活動，這對教友的家庭
幸福太重要了，沒有理由不開始舉辦，不夠的經費，我個人掏腰包負責補足。」吃了這顆定心丸，李紀民、
張玉蘋夫婦開始大海撈針地去央求人家來參加這個連他們自己都還搞不清楚的「夫婦懇談週末營」，這是多
大的信德呀！高瞻遠矚的現任本堂，鄧建衛神父，更在他到任不久後，即敦促國語組「夫婦樂馨會」的成立。
他堅定的支持，與許多年擔任指導師鐸的江綏蒙席的陪伴，都是「夫婦融樂會」能繼續穩定發展的基石。
《與教宗對話》的中譯版終於來到美國，這是由「兩位當代睿智的宗教領袖，心靈導師與學者的對談」。
一位就是我們敬愛的教宗方濟各，另一位是猶太教的拉比思科卡。對舉世關心議題的探討，字字珠璣，充滿
智慧。書中他們談到「祖國是建國先祖留下的遺產，是我們從創建者身上所繼承的。這是他們交給我們去看
護的價值體系，但不是要我們放在罐頭裡保存著，而是要我們朝著完美理想的方向成長茁壯…。一旦祖國喪
失了，就無法再復原。」這段對話指出了任何團體在成長過程所面對的兩股張力，「傳承」與「創新」。
「夫婦懇談會」（Marriage Encounter）從 1948 年的「基督化家庭運動」(Christian Family
Movement) 轉型以來，已超過了一個甲子，由芝加哥遠度到西班牙，傳回美國後再擴展到全世界，不同文化，
不同語言，不同時代，不同國情，當然會有變動。由宏觀角度的觀察，能繼續蓬勃發展的團體，大多是能適
應當地當代的需要，在細節部份做了最佳的變更和修飾。例如：電腦科技的運用，音響，音樂的重組，重發
婚姻誓願的禮儀設計，舉辦地點的環境和食宿，孩童的安排…等，力求盡善盡美。但對於基本的架構（每講
的重點內容和前後次序的安排，週末 48 小時的妥善運用…等），尊重其原創的價值體系，絕不隨意更動，否
則一傳再傳，最後一定是完全走樣，是有可能發展出更好的節目（如果有，敬請大力推廣，嘉惠夫婦家庭。）
只是「一旦祖國喪失了，就無法再復原。」就不再是「夫婦懇談會」啦。
二十年來，看著「夫婦融樂會」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由艱澀到平順，由陽春到豐盈，是歷屆領導團隊
的精誠團結，恪守傳承與創新的原則，這樣的堅持，值得為之喝采。祈主豐沛的恩典，持續澆灌，帶領「夫
婦融樂會」走進更多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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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
Orange County Chinese Catholic

Association (OCCCA)

誠邀大家來一同歡慶2014聖誕夜彌撒

2014聖誕夜彌撒及慶祝活動
地點 (Location)：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love ,Ca 92840

日期 (Date)：
12/24/2014 (Wednesday )

時間 (Time) :
8:00PM - 12:00AM (Midnight)

彌撒安排：
8：30PM-9：00PM Christmas Caroling 報佳音
9：00PM-10：30PM Christmas Eve Mass 彌撒
10：30PM-Midnight 慶祝活動：聖誕老人給小朋友們贈
送禮物；茶點招待由 OCCC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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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劉曉明神父

ilau88@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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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啟君

(626)315-5580

活

動:

羅瑋

(949)291-1997

通

訊:

周樹海

執事：

十月份收支報告
十 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新任理事聯絡電話：
會

彌撒奉獻 -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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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區:

(714) 962-6360

區:

孫美祥

(949) 485-4845

南南區 :

朱楚雲

(949) 831-0576

聖詠團長 :

李偉鈞

(949) 831-0576

聖詠副團長 :

潘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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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中
南

(714) 520-5951

福傳負責人 :

1245.02
1482.00
278.00

（Pope John XXII Book）

李先生捐贈 RCIA
STM family fair
總收入

$

200.00
60.00
3265.02

支出
STM family fair

$

慶生蛋糕（STM）
彌撒獻儀

小組負責人 :

9

于德蘭捐贈書籍義賣款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靈修講座

TBA
王寶鑾

北

$

教堂奉獻

總支出
本月結餘

$
$

293.76
55.49
200.00
350.00
1250.00
2149。25

1115．77

O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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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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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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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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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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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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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穴養生中心-Dragon Point Retreat/ Rehab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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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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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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