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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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天下所有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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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校有開“聖心園地＂亦即“兒童教理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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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班報名即將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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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 聖事活動 May 2017
地點: 天主教基督主教座堂  Christ Cathedral (Large Gallery)

13280 Chapma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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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07日上午 10:30（復活期第4主日)             輔祭:Daniel趙,Aaron趙,Peter何

五月14日上午 10:30（復活期第5主日)         輔祭:Qun何,Joseph王,Lilian王

五月21日上午 10:30（復活期第6主日)            輔祭:Andrew侯,Ariel侯,Felicia駱

五月28日上午 10:30（復活期第7主日)           輔祭:Peter Lau,Bryan梁,Sophie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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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20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張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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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上： 1-6章

聖經研讀／ 中區時: 五月19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帶領人:孫立雄

地點: 吳美貞/鄭寶塔 家 （714）963-1741

聖經誦禱 地址請與 吳美貞/鄭寶塔 連繫 德訓篇第七章

南區時: 五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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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05日 (星期五) 晚上7:00-9:00 帶領人: Sister Grace
地點: Bruce/Cindy 家  （949) 831-0576

地址請與 Bruce/Cindy 連繫 格林多前書第1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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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 4月 16日在聖伯多祿大殿中央陽台上發表了《復活節文告》，並降福羅馬城和全世界。教

宗祝福信友們“每天都能感受到復活主的臨在，並能與其他人分享祂所賜予的喜樂及希望＂。 

2. 很感謝彭修女於 4月 1日來到南加州帶領我們四旬期的避靜，讓大家對如何精進靈修生活有更清楚的

認識與指引，也非常謝謝 Jocelyn分享她的心得，請看《靈修是一種連結》。 

 

 

五月氣候宜人，花卉芬芳，草木茂盛，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節。聖教會定五月為聖母月，目              

的是要我們大家依賴聖母的大能轉求，祈天主矜憐我等罪人。我們都知道聖母是我眾人的母

親，特別恭敬聖母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五月定為聖母月其意義是非常深長的。 

聖母月的起源：據說在十八世紀羅馬有一位純真敬愛聖母的小孩，在一個風清溫暖的五月晚

上，召集了十幾個和他一樣的孤兒，提著燈籠到了一座聖母像前，同聲唱了一遍聖母禱文。

他們童稚悅耳的歌聲，隨風飄向遠方。第二天晚上聚集的孩子更多了。以後不只孩子，連大

人們也來參加這恭敬聖母的活動。一連於五月內，日日如此。第貳年五月，他們又依樣的天

天去敬拜聖母，漸漸形成了每年五月對聖母敬禮的習俗。其他地區教友也仿效之，教宗亦頒

大赦給參加這敬禮的教友們。隨之，聖教會即普遍的推行此運動。 

 

聖母月獻給聖母的禮物，最好的是玫瑰經。玫瑰經是個簡單而深刻的 

祈禱。根據傳統，這祈禱源於 13世紀，由道明會發起和推廣，歷任 

教宗在訓導中對玫瑰經奧蹟的默想都表示讚揚。玫瑰經綜合了 

主耶穌和聖母的生命的重要時刻。我們以聖母瑪利亞為導師， 

她在我們的信仰旅途中陪伴我們，教導我們更緊密地跟隨主 

耶穌。 

 
           值此世事紛亂險峻之際，教友們可在聖母月多念玫瑰經為 

              世界和平祈禱。 

 

 

 

 
 

 

 

                 

 

              五月十四日是母親節，祝福所有的母親母親節快樂！請教友們陪同媽媽並邀 

              請親友與母親一同來參加彌撒聖祭，為母親祈福。本會將準備康乃馨送給每 

              位母親以表祝福。彌撒之後歡迎大家至海霸王餐廳聚餐。 

 

 



 

 
 

《本會訊》 

1. 4月 8日在主教座堂，楊神父給復活節將領洗的望

教友及將開聖體的教友聽告解。之後神父帶領大家

參觀教堂，並詳細解釋教堂內的擺飾，激發了孩子

們的興趣，他們提出了許多獨特的問题，神父也一

一解答。最後，神父在祭台前帶大家祈祷，結束半

天的活動。 

 

 

 

 

 

 

 

 

2. 4月 9日聖枝主日遊行進堂 

 

 

 

 

 

 

 

 

 

 

 

 

 

 

 

 

 

 



 

 
 

3. 在 4月 16日復活節彌撒中，楊神父為 Sophie、Josephine 那、Johnathan 那、Conner、Kelsey 與 

駱修宏舉行了聖洗聖事也為 Randy白、Josephine 駱與 Francis劉舉行了初領聖體聖事。歡迎他們加

入我們天主教的大家庭。感謝讚美主！ 

 

  



 

 
 

教宗方濟各 2017年復活節文告 

梵蒂岡電台訊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復活節快樂！ 

今天，教會在全球重申首批門徒們充滿驚喜的宣報：「耶穌復活了！」 「正如祂所預言，祂真的

復活了！」 

古代的逾越節，猶太民族紀念他們從奴役中獲得釋放的日子，現今達致圓滿：藉著祂的復活，耶穌

基督把我們從罪惡及死亡的奴役中解救出來，為我們開啟了抵達永生的道路。 

我們眾人若順從罪惡驅使，便會偏離正道，走上流浪之途，有如迷途的羔羊。可是天主，我們的善

牧親自來尋找我們，而且為了拯救我們，自我貶抑直至接受十字架的恥辱。如此，我們今天才能宣報說：

「善牧復活了，祂曾為自己的羊犧牲了性命。阿肋路亞！」（《羅馬禮彌撒經書》復活第四主日“領主

詠＂）世世代代以來，基督善牧不辭勞苦地尋找我們，祂這些在現世荒漠中迷失的弟兄們。祂藉著苦難的

標記，慈悲聖愛的創傷，吸引我們走上祂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今天，祂也背負著我們如此眾多受到各

種罪惡壓迫的弟兄姊妹。 

復活的善牧去尋找走失在孤獨和被邊緣化迷宮裡的人；祂藉著那些懂得以尊敬和溫柔相待的弟兄姊

妹與他們相遇，讓他們聆聽祂的聲音，一個令人難忘且呼喚他們與天主建立友誼的聲音。 

祂背起那些新舊式奴役的受害者的重擔：包括非人的工作、人口販賣、剝削、歧視，以及嚴重毒

癮。祂背起那些兒童和少年的重擔，他們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被剝奪；祂也背起那些因家庭暴力而心靈受

傷的人。 

願復活的基督善牧陪伴那些因武裝衝突、恐怖攻擊、饑荒和政權壓迫而被迫離鄉背井的人，讓這些

強制性移民無論走到哪裡都能遇到弟兄姐妹們，在同行中與他們分享食糧與希望。 

在子民這些既複雜又時而戲劇性的處境中，願復活的主引領那些尋求正義與和平者的步履；賜予國

家執政者勇氣去阻止衝突擴散，以及停止武器販賣。 

在這些日子裡，求祢特別支持那些努力向敘利亞平民提供救濟和安慰的人。可愛卻備受折磨的敘利

亞，成了一個不斷播撒恐懼與死亡的戰爭的受害者。願復活的主也賜給中東和平，尤其是聖地，還有伊拉

克和也門。 

願我們的善牧不忘關懷南蘇丹、蘇丹、索馬里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民，他們經受長年的戰爭，又

因非洲一些地區的嚴重饑荒而苦上加苦。 

願復活的主耶穌支持那些維護社會公益的人，尤其是拉丁美洲，那裡有時出現政治和社會緊張情

勢，甚至發生暴力。願他們能建起溝通的橋梁，恆心抵拒貪腐，尋找和平的有效途徑來發展和鞏固民主體

制，完全尊重依法治國。 

願基督善牧幫助仍被流血衝突蹂躪的烏克蘭重獲和諧，陪伴他們的行動，並且安慰那些遭受悲劇後

果的人。願復活的主不斷使歐洲大陸滿溢祂的降福，把希望賜予那些因失業而經歷危機和困境的人，尤其

青年人。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今年我們各教會的基督徒一起慶祝復活節。為此，在世界各地都同聲回響著這

個最美的宣報：「正如祂所預言，祂真的復活了！」祂戰勝了罪惡與死亡的黑暗，願祂賜予我們的時代平

安。 復活節快樂！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靈修是一種連結 

Jocelyn 

感謝天主在今年的四旬期讓彭修女來到南加州，為主內的弟兄姐妹們帶領了主題為「靈修是ㄧ種連

結」的ㄧ日避靜，此次避靜讓我在靈修上著實有了更多的學習和領悟，在這裡我也願意與主愛的弟兄姐妹

們分享這喜悅的避靜之旅。 

ㄧ開始，修女便提到：靈修是ㄧ種連結，是和主的連結，但若只是單單和主連結是不夠的，還要與

自己連結，並且與他人連結。什麼是與主連結呢？就是在我們的心裡，必須要看見主是好的；也就是說，

不論在我們生命中遭遇到什麼事，若是要與主連結，我們必需要看見「主是好的」！那麼，與自己連結，

就是要看見自己是「好的」，與他人連結，就是要看見他人是「好的」。過好靈修生活的關鍵在於：「我

的能耐--Capacity」。何謂能耐呢？就是對於ㄧ個具體發生的事件，我是如何反應的？修女解釋道，當ㄧ

個人對所發生的事有不理想的反應時，是因爲他的內心有痛苦，並不是這個人不好。所以當我們對事情有

不理想的反應時，我們需要知道自己的痛苦是什麼，然後看看主是否與我有同樣的痛苦，再去與主的痛苦

連結，我就會發現主了解我、我也了解主，因而得以在主前整合自己。整合可以從與人相處的經驗開始，

進入自己內心的情緒，尤其是混亂的情緒，同時讓主陪伴我，來經驗我的人性，我們就可以在與主的相互

了解中，得到主的安慰及力量，讓自己有更大的能耐來面對、包容生命中遇到的人和發生的事、物；修女

提到，我們必須要這樣不斷的在天主面前整合自己，才能夠在靈修的道路上繼續往前走！ 

修女也提醒我們每日做「意識省察」的重要。她解釋說：意識省察就是在省察中意識到主愛我、肯

定我。當我們經驗到了主的愛和肯定時，我們也能夠肯定自己，同時對於容忍他人的能耐也會增加、更容

易同理他人在人性上的限度及考慮到他人的需要，因此能看到別人是好的，與人有好的連結。與主、自己

和他人有好的連結也就能讓我們內在更自由。最後，讓我深覺感動的是，修女以很溫柔的口吻提醒了在座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們，當我們遇到一個人做了不可思議的事或難以相處時，我們要想到的是他們的內心受

了傷、有痛苦，因此，修女也藉著天主在經上所啟示的「壓傷的蘆葦我不折斷，將熄的燈芯我不吹滅」，

勉勵我們學習天主的良善和寬仁來對待祂在我們生命中所安排的每一個人，感謝讚美天主！也祈求天主繼

續的祝福和帶領，讓我們在生命旅程上與祂有更親密的連結！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通功代禱 

爲亡者：爲衆煉獄靈魂，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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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有海神父, 金伯伯 (David Jin's Dad), Martina Tang 等人蒙主寵召祈禱, 求主賜伊等永遠安息幷

以永光照之,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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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阿門. 爲傷者求主賜予早日康復的恩典. 爲其家人親友們祈求心靈的康愈與平安. 也爲心中充滿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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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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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羅維令尊羅輝富伯伯的健康祈禱, 求主垂顧, 治愈他. 

Fr Gabriel Le Je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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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L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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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y 賴莉娟姐妹; Linda Ng 姐妹 及所有癌症患者,  

 

爲所有 RCIA 班的慕道者與服務的弟兄姐妹, 伏求聖神特別眷顧他們. 

爲聖心中文學校的所有師生 

爲聖召祈禱 - 求主在華人中召選更多慷慨熱心的青年男女; 願青年能慷慨答覆天主的召叫，認真考慮以

司鐸身份或奉獻生活來奉獻自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17年 5 月 

福傳意向：願非洲基督徒效法仁慈的耶穌，能爲修和、正義與和平做先知性的見證。 

 

http://www.apostleshipofprayer.tw/index.php/2017-may-prayer-and-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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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ch 2017 

收入: 

 

收入  
 主日彌撒奉獻  $  2,641.00 

 紀念葉媽媽  $    700.00 

 總收入  $  3,341.00 

支出: 

 

支出  

 神長謝儀  $   (800.00) 

 教堂奉獻  (4/2017)  $ (1,000.00) 

 郵費及印刷費  $    (54.70) 

 蘇神父共祭  $   (100.00) 

 彭修女避靜  $   (300.00) 

 銀行停付遺失支票手續費  $    (25.00) 

 總支出  $  (2529.70) 

   

 本月結餘  $    811.30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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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