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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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聖心中文學校 

Christ Cathedral - Pastoral Center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中文學校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在 Christ Cathedral内的 Pastoral Center

上課。中文學校的＂聖心園地＂亦＂兒童教理課＂是安排在上午 10：40 to 11:25（第

三堂課）以配合本會 10：30 am 彌撒。如您的孩子尚未領洗或初領聖體，歡迎您送他

們來上此課，以為接受聖事恩寵做準備。 

 

學校已開始上課，請向孫立雄 (Leonard Sun) 714-932-1689 lishiung@gmail.com或 

朱靜雯 (Kathy Cheng) 949-230-7138  kathycheng888@yahoo.com 聯絡，天主保佑。 

 

 中文學校網站 http://www.occ-cath.org/chinese_school/home.html 



 

 
 

三月份 聖事活動 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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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彌撒 時間: 每個星期天上午十點半 （Every Sunday Morning 10:30 AM)

三月05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1主日)          輔祭:Qun何,Bryan梁,Sophie梁

三月12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2主日)      輔祭:Joseph王,Lilian王

三月19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3主日)        輔祭:Andrew侯,Ariel侯,Felicia駱

三月26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4主日)           輔祭:Peter Lau,Jacky

 

聖詠團加練 時間: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地點:

北區時: 三月25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劉卓台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 修女) （562）652-3745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91748 列下： 13-18章

聖經研讀／ 中區時: 三月17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帶領人:孫立雄

地點: 黄清雲/陳美芳  家 （714）968-3897

聖經誦禱 地址請與 黄清雲/陳美芳 連繫

南區時: 三月10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聯絡人:黃秀紛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949) 468-7187

南南區時: 三月17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帶領人: Nick Liu
地點: Bruce/Cindy  家  (949)831-0576

地址請與 Bruce/Cindy 連繫 格林多前書第7~9章
玫瑰經祈祷 時間: 每週一 晚上7:30-8:30 聯絡人:Nancy Cheng

地點: Nancy Cheng 家 （949）559-8223
地址請與聯絡人連繫

通訊編輯組: 劉正宇 Raymond Liu (949) 637-2907, 張育琦(Jocelyn)

網路通訊組: 陳夙慧 Su-Hui Wang (949) 653-5828

St.Thomas More Chinese Ministry 華人之家 活動内容
日期：每月第一週主日及第四週主日 時間：下午1點~2點 中文彌撒

地點：St.Thomas More,51 Marketplace Irvine, CA 9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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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liu24511@gmail.com 。

 

  



 

 
 

《月刊訊息》 

1. 三月一日起教會進入四旬期，請看教宗方濟各《2017四旬期文告》， 也讓我們看看《如何善度四旬

期》，並虔誠期盼復活節的到來。  
 

2. 去年有機會參加輔大神學院所開的有關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勸諭的課程，深受感動；由於勸諭長

達 140頁，有興趣者可參閲下面文章連結：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2016/Aug/joy%20of%20love-update.pdf 

 

《本會訊》 

1. 2月 5日主日彌撒中 Shaina Wang (王禹萱，Megan (陶美玲) 的女兒) 領受了她期待已久的聖洗聖

事。 歡迎 Shaina進入我們教會的大家庭，祝福她及她的家人，在主內平安喜樂。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2016/Aug/joy%20of%20love-update.pdf


 

 
 

2. ２月 5日一大早, 楊神父帶了些糖果, 到聖心中文學校，去謝謝師生們為中國年的服務及表演。孩子

們很興奮的跟神父交談, 神父也鼓勵大家努力學中文。神父對他們說: "你們每多學一個字, 就是多進

一步認識中國文化, 也多一步接近天主, 因為我們是天主教的學校." 臨走時, 神父在成人會話班停留

片刻, 學員也很力的以文跟神溝通.  



 

 
 

3. 今年的四旬期避靜將由彭修女帶領我們，主題是“靈修是一種連結＂。希望教友們踴躍報名，尤其歡

迎以往不曾參加過避靜的弟兄姊妹們參與。 

 
  



 

 
 

教宗方濟各 

2017年四旬期文告 

 

聖言是天主的禮物、他人是天主的恩賜 

 

親愛的弟兄姊妹： 

 

四旬期是個新的開始，是一條通向復活節──基督戰勝死亡──特定目標的道路。四旬期殷切地召喚

我們悔改。天主要求基督徒「全心歸向天主」（岳二12）、拒絕甘於平庸，並增進與上主的友誼。耶

穌是忠實的朋友，祂絕不會拋棄我們。即使我們犯了罪，祂仍耐心地等待我們回頭；耶穌的耐心期待，

讓我們看到祂隨時願意寬恕。（參2016年1月8日講道詞） 

 

四旬期是透過教會提供的各種成聖方式，來加深我們靈修生活的大好時機，那些方式就是：齋戒、祈

禱和賙濟。天主聖言是一切的基礎，而在四旬期間，我們受邀去更深刻地聆聽、默想。現在我願談談

福音中有關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參路十六19-31）。讓我們在這個有意義的故事中找到啟發，因為

這故事給了我們一把鑰匙，使我們了解自己該做些什麼，以獲得真正的幸福和永遠的生命。這故事勸

勉我們真心痛悔。 

 

一、他人是一個恩賜 

這個比喻一開始就先介紹兩個主要人物。比喻中對那窮人的描述較為仔細：他很可憐，而且虛弱得連

站都站不住。他躺在富人的大門前，撿拾富人家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饑。他身上滿是瘡痍，狗兒都來舐

他的傷口（參路十六20-21節）。整個畫面相當悲慘；它描繪了一個淪落街頭的可憐人。 

 

如果我們想到這窮人的名字是拉匝祿（Lazarus），就會覺得這畫面更戲劇化了。因為拉匝祿這名字

的原意是「天主幫助」，這是個充滿許諾的名字。這個人物並不是默默無名。他的特色很明顯地被勾

畫出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有自己故事的人。雖然那富人對他視而不見，但我們看見他也認

識他，好像就是個我們熟識的人。我們看到一張面孔，因此他是一個恩賜，一個無價之寶，是天主所

愛所關心的人，儘管在實際狀況中，他是個遭社會遺棄的人。（參2016年1月8日講道詞） 

 

拉匝祿教導我們，他人都是一個恩賜。與人們的正當關係，就在於懷著感恩的心承認他們的價值。在

富人門前的窮人並非是令人厭煩的人，而是一個召喚，召喚我們悔改和轉變。這個比喻首先要求我們

打開心房接納他人，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個恩賜，不論是我們的鄰人或是一個不知姓名的窮人。四旬期

是打開大門，接納所有有需要的人的一個良機，在他們身上認出基督的面容。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會遇

見這樣的人。我們所遇見的每一個生命，都是一個恩賜，值得我們接納、尊重與愛惜。天主的聖言幫



 

 
 

助我們打開雙眼，接納並熱愛生命，特別是弱小和脆弱的生命。但是要做到這點，就必須認真地看待

福音中所提及有關那富人的種種。 

 

二、罪惡矇蔽我們 

比喻中詳盡地描述了有關這富人的矛盾（參19節）。跟可憐的拉匝祿不一樣的是，他沒有名字；比喻

中只簡單地稱他為「一個富家人」。從他奢華的上衣就能看出他的富裕。他所穿的紫紅袍甚至比金銀

還要貴重得多，那是保留給神祇（參耶十9）和國王的（民八26），而細麻衣則給人一種近乎神聖的

特色。這人顯然是在誇耀他的財富，而且慣於天天展現：「他天天奢華地宴樂」（19節）。在他身上

我們可戲劇化地瞥見罪惡的腐敗，這罪惡以三個連續的階段進展：貪愛金錢、虛榮和驕傲。（參2013

年9月20日講道辭） 

 

保祿宗徒告訴我們，「貪愛錢財乃萬惡的根源」（弟前六10）。那是腐敗的主要原因，也是嫉妒、爭

吵和猜疑的來源。到後來金錢會主宰我們，甚至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偶像（參《福音的喜樂》55）。

金錢不再是讓我們用來做善事、向他人表達同舟共濟的工具，反而把我們及整個世界束縛在一個自私

的邏輯中，這邏輯使我們沒有空間去愛別人，以致妨礙了和平。 

 

這比喻接著讓我們看到，富人的貪婪使他虛有其表。他的人格在他的外表上、在他向人炫耀自己的能

力上表現出來。但他的外在只讓人看到他內在的空虛。他的生命成為「外表」的俘虜，更成為表面和

轉瞬即逝的存在的俘虜。（參同上62） 

 

這樣的道德沉淪，其最底處就是驕傲。富人穿得像個國王，行為舉止有如神祇，卻忘了他只是個會死

的凡人。對那些因貪愛錢財而腐化的人來說，除了他們的自我以外，什麼都不存在。四周的人，不在

他們的視線之內。依戀錢財的結果就是一種盲目。富人看不見那正在挨餓、受傷，躺在他門前的窮人。 

 

看到這個人物，我們就能了解為何福音會如此直率地讉責貪愛錢財的行為：「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

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

（瑪六24） 

 

三、聖言是件禮物 

描述富人和拉匝祿的這段福音，幫助我們為復活節的來臨做好準備。聖灰禮儀邀請我們去體驗的，與

那富人所經驗到的，十分相似。當司祭把聖灰塗在我們額頭時，重複唸道：「你要記住，你原來是塵

土，將來還要歸於塵土。」比喻中的富人和窮人都死了，而這比喻的大部分故事是發生在二人死後。

這兩人突然發現，「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界上，同樣也不能帶走什麼。」（弟前六7） 

 



 

 
 

我們也看到了他們死後所發生的事。那富人嘮嘮叨叨地跟亞巴郎說話。他稱亞巴郎為「父親」（路十

六24、27），這表示他是天主的子民。這個細節使他的生命更顯矛盾，因為直到此刻，福音中並未提

到他與天主的關係。事實上在他一生中，並沒有天主存在的餘地。他唯一的神就是他自己。 

 

這富人只在死後的痛苦折磨中認出拉匝祿。他想要這窮人給他一滴水，減輕他的痛苦。他對拉匝祿的

要求，正是他本可對拉匝祿做，而他卻沒有做的事。亞巴郎告訴他：「你活著的時候，已享盡了你的

福，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現在，他在這裡受安慰，而你應受苦了」（路十六25）。在這來世，

窮人得到了某種公平待遇，而生命中的惡被善彌補了。 

 

接著，這比喻給所有基督徒一個訊息。富人要求亞巴郎打發拉匝祿去警告他那些仍然活著的兄弟。但

亞巴郎回答說：「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聽從他們好了」（路十六29）。亞巴郎又駁回富人的抗議，

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梅瑟及先知，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了，他們也必不信服。」（路十六31） 

 

現在，富人真正的問題出現了。他的病原就在於他沒有留心聽天主的話。到頭來，他不再愛天主，也

越來越輕視他的鄰人。上主的聖言是活潑有力的，能轉變人心，引領人們回到天主面前。當我們關閉

心門，不接受天主所賜的聖言，最後就會對天主的恩賜──我們的弟兄姊妹，關閉心門。 

 

親愛的朋友們，四旬期是我們與基督重新相遇的良機，同時在聖事中及在我們的鄰人身上活出祂的聖

言。上主在曠野中四十天期間戰勝了撒殫的欺騙，讓我們看到了必須走的道路。願聖神帶領我們走上

真正的悔改之旅，好使我們能重新發現天主聖言的恩賜，滌除那使我們瞎眼的罪過，並服事在那些貧

困弟兄姊妹內的基督。我鼓勵所有的信友們，能因著參與世界各地許多教會組織所推動的四旬期愛德

運動，來表達自己靈修上的更新，因而有助於推動一個人類大家庭的文化。讓我們彼此代禱，因著分

享基督的勝利，可以向弱小及貧困者開啟大門。那麼，我們就能充分體驗並分享復活的喜樂。 

 

教宗方濟各 

2016年10月18日聖史路加慶日 

發自梵蒂岡 

（臺灣明愛會恭譯）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如何善度四旬期 

 
    四旬期，字面意義是指四十天的時期。今天，四旬期的要素，並不拘泥於四十天之數，而是把四十天

齋期與準備復活慶典相連。這期間，不單只效法並紀念耶穌曠野守齋祈禱，對抗誘惑，而是應該準備身心

善度復活佳節，以紀念基督逾越死亡，光榮復活。所以，四旬期充滿著除舊迎新的氣息，我們該有認罪及

悔罪的誠意，與候洗者所懷的革新及皈依精神連在一起，使它變成一個充滿喜樂及希望的行動。四旬期的

重點是要聯同基督拒絕魔誘，戰勝罪惡；為慕道者及已領洗的教友都同樣重要。 

四旬期所提的事件： 

     耶穌繼續宣揚天國的福音，為補贖我們的罪而犧牲自己、受難受死。他勸我們避惡做補贖、潔淨我

們的心，以得善終，並和他一起復活。 

應發的善情： 

    要把我自己的本分盡得完善，不論我喜歡與否，要不辭勞苦；將它結合於耶穌的苦難，奉獻給天主

父。 

善度四旬期 

    四旬期內的星期五，大部分堂區都舉行苦路儀式，我們可以在這大家庭共同祈禱，如果不能出席堂區

的苦路善工時，可在家中祈禱、思過悔罪、多做克己，藉苦路圖像默想重溫基督的救贖工程，並配合今天

生活作反省等，都能幫助我們作好心靈準備，步武基督，與他共死同生，一同復活。 

    四旬期是否有意義，全在於我們是否重視傳揚福音、慕道及謹守慕道各階段的禮儀精神。成人的皈依

是指心靈轉向天主的過程，領洗使他們得到一個新的身分，成為天父的子女，教會的成員，他們要死於舊

我，即放棄世俗的人生觀及行為。同時在思想上要順從聖經及教會的講授，且在生活上實踐所領受的真

道，並與主密切交往；成為教會的一員與其他教友共成兄弟姊妹，教會團體便成為他們新的「參考團體」

（reference group，即認同及歸屬該團體及其生活，對團體內的成員有特殊的連繫和承擔）。 

    四旬期的禮儀雖是為候洗者而設，但本質上亦同時要求我們教友參與，不但是參與，而且是以心神和

行動來支持及關心堂區的慕道培育。如此，四旬期的禮儀就同時是為我們已領洗的人而設的；透過「參

與」，我們重溫自己的皈依歷程，更新自己的信仰。 

    我們的參與使我們與候洗者心神一致，與他們共成為教會、堂區團體的一分子。我們那些走在前面，

和作為他們「參考團體」的成員，當以祈禱、服務和愛德向他們揭示基督徒的生活（立榜樣）。我們也藉

「參與」使自己更深地體驗到天主的慈愛，不斷悔改皈依，並在候洗者身上更深認識到皈依的歷程，而使

自己也獲得信仰上的鼓舞，驚嘆天主如何以恩寵引導人的奧妙化工。若教會沒有慕道，或我們不重視慕道

的過程，四旬期的意義就一定變質。 

    為了善度四旬期，先決條件是堂區內要有真正反映今日教會入門聖事各階段精神的培育和禮儀，及教

友對傳福音方面的參與及對慕道者的支持。四旬期是教友及候洗者「唇齒相依」的慕道皈依，以四旬期內

的禮儀作為樞紐。在早期教會歷史上，四旬期也是罪人願意與教會修好，做補贖的時期，基督徒需要不斷

認識自己的軟弱，承認己罪、抓緊四旬期的機會，再一次自我更新，視自己為「再慕道」的人，再一次聯

同候洗者走上皈依的道路。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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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功代禱 

 
爲亡者： 

為眾煉獄靈魂，為我們的祖先親友恩人，團體中先我們而去的弟兄姐妹們，及無人為其祈禱者。 

為葉陳素娥姐妹蒙主寵召祈禱，求主賜伊永遠安息並以永光照之， 阿門。 

為所有在仇恨基督宗教地方受影響的弟兄姐妹們，為亡者靈魂，求主賜伊等永安及以永光照之，息止安

所， 阿門。 為傷者求主賜予早日康復的恩典，為其家人親友們祈求心靈的康癒與平安。也為心中充滿仇

恨者得到真正的心靈平安，願意歸入天主的真光之中。 

為所有接近臨終者，都能夠得到善終。 

 

爲需要代禱者： 

爲 St Michael Abbey 一教友家庭的 13 歲女兒，Teresa Johnston 代禱，她因受倒下大樹襲擊頭部，失

去半個腦袋，情況不好，求主特別眷顧，求主垂憐，也請為其家人們祈求心靈的康癒與力量來支撐這個困

難的時段。 

為我們團體中身，心，靈上特別需要天主眷顧的弟兄姐妹們，特別是所有的長者們。 

Fr Gabriel LeJeune; Sr Dee O’Brien; Fr Joseph Su; 葉修女; A Zhu; C Yu; J Yu;  S Yu,  L Yu; 

J Chan; E Sun; T Zhao; Y Zhao; H Ngo; S Yang; J Luu; K Zhang; J Zhang; S Yang; Angel; Adam; 

R Ngo;  Margarette V; T Zhou;   A Lam, T Chiang, D Chiang, 朱安邦; 金媽媽, 董媽媽, 余媽媽, 

劉媽媽, 謝達賢小兄弟, 及所有癌症患者。 

為 RCIA 所有慕道者與服務的弟兄姐妹 

為聖心中文學校的所有師生 

為聖召祈禱 - 求主在華人中召選更多慷慨熱心的青年男女獻身服務教會，傳揚天國的福音。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17年 3 月 

福傳意向：為支持受迫害的基督徒 - 願受迫害的基督徒能得到全教會的祈禱支持和物資援助。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葉青的母親葉媽媽(葉陳素娥女士)於二月十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七歲。 

求主護佑葉媽媽的靈魂早升天國並請為葉媽媽的家人祈禱。 

 

 



 

 
 

司鐸/工作人員聯絡表及本月收支 

 
 人員聯絡表  

指導司鐸：            楊國育神父  

                      吳仲基神父  (714) 634-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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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仲凱 (949) 230-0188 

副 會 長 : 翁少銘 (949）878-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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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正宇 (949) 637-2907 

成人慕道班: 董晴 (949) 637-9366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714) 962-6360 

四區區長     

北    區 :           徐少平 (562) 430-0278 

中    區 : 王寶鑾 (714) 962-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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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傳負責人     

青年組 :  孫逸筠 (714) 510-5370 

兒童組 :  董  晴 (949) 637-9366 

   

財務報表 - Feburary 2017 

 

收入: 

  主日彌撒奉獻  $   4,247.79 

  熱心教友捐獻  $   1,000.00 

  2017 月曆   $      85.00 

  花卉收入   $      10.00 

總收入    $   5,342.79 

------------------------------------------- 

支出: 

  神長謝儀   $    (800.00) 

  教堂奉獻     $  (1,000.00) 

  郵費及印刷費  $     (54.83) 

  新年彌撒讀經  $    (210.37) 

  新年神長謝儀  $    (900.00) 

  1/29/2017 新年中餐補支 $    (667.00) 

  MDHS 中國新年表演  $    (100.00) 

總支出    $  (3,732.20) 

============================================ 

本月結餘   $   1,6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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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CA 贊助夥伴（OCCCA Sponsors） 
 

 
 

   
 
 

 

 
 

 

 
 
 
 

 
 
 
 

 

       龍穴養生中心-Dragon Point Villa (Retreat/ Rehab Center) 
 提供養生，度假及婚禮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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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rt高爾夫球場，十分鐘車程到 Pala 

Casino或 Pechanga Casino。 

 數百棵各種果樹，有機菜園，及草藥園。 

 養生中心： 3888 E. Mission Road, Fallbrook (aka: 135 Avo Dr.), CA 92028 (Next to City 

of Temecula) 

 聯絡人：許群欣中醫師 (Dr. Francis HSU) 

 Tel: (714）－883－6988     Email: drfrancis3888@gmail.com 

 請參閱網站: dragonpointrcfe.com 
 

mailto:drfrancis388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