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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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重要宣布
本會已成立了三十五年，在前三十年裡我們一直沒有一個很適當的地方來發展福傳工作。
很慶幸，在 2013 年主教 Kevin 表示非常支持我們遷至基督主教座堂園區。座堂主任
Fr. Smith 亦對我們團體深表歡迎。
我們於 2014 年母親節正式遷入主教府園區，至今已近四年。在這四年裡，我們更是受到
主教府和堂區很多的愛護和鼓勵，同時本堂主任神父也多次表示歡迎我們加入基督主教堂
區這個多元化的大家庭。
回顧本會近四年來的經歷並展望未來的發展，理事會經過謹慎仔細的思考，深感加入主教
座堂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不僅是完全符合聖教體制，亦是大多數教友長久以來的期盼。
我們一直盡心竭力地為聖教廣揚而努力，為教友們提供保持每週一次的彌撒聖祭，使各位
得到心靈的飽飫與平安。非常感謝在本堂區望彌撒的教友們近四年來一秉對理事會的支持
與鼓勵。
至於正式加入之日期，待決定後會即時向大家宣佈這個好消息。

三月份

每月彌撒

聖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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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每個星期天上午十點半 （Every Sunday Morning 10:30 AM)
三月04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3主日)
輔祭:Peter Lau,Bryan梁,Sophie梁

聖詠團加練 時間:
地點:
北區時:
地點:

聖經研讀／ 中區時:

通訊組:

三月11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4主日)

輔祭:Qun何,Joseph王,Lilian王

三月18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5主日)

輔祭:Daniel趙,Ariel侯,Alec侯

三月25日上午 10:30（聖枝主日)

輔祭: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三月17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徐少平
聖母聖心修女會(李志玲/曾雪芳 修女)
（562）652-3745
17944 Ga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91748
編下： 28-36章

地點:

三月16日 (星期五) 晚上7:30-9:30
黄清雲/陳美芳家

帶領人: 黄清雲
(714) 968-3897

南區時:
地點:

地址請與 黄清雲/陳美芳 連繫
三月9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地點請與聯絡人連繫

德訓篇第十四章
聯絡人:黃秀紛
(949) 468-7187

聖經誦禱

玫瑰經祈祷

March 2018

南南區時: 三月16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帶領人: Bruce Li
地點:
Bruce/Cindy 家
地址請與 Bruce/Cindy 連繫
智慧篇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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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夙慧
Su-Hui Wang (949) 400-6896,劉正宇(Raymond), 張育琦(Joc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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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1:45
地點：St.Thomas More,51 Marketplace Irvine, CA 92602

中文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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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wang828@gmail.com
???@gmail.com 。

《月刊訊息》
1. 四旬期是自我省察的絕佳時機：我們應當檢視自己的心靈是否受到假先知的謊言威脅，我們愛的火
焰是否快要熄滅？對此，教宗方濟各在 2018 年四旬期文告中提出三帖良藥，分別是祈禱、施捨和守
齋，並鼓勵各地信友於 3 月 9 日至 10 日參加「24 小時奉獻給上主」活動，朝拜聖體，領受和好聖
事。今年四旬期文告主題是《由於罪惡的增加，許多人的愛情必要冷淡》（瑪 24:12）。請看《教
宗方濟各四旬期文告》全文。
2. 自二月十四日起教會進入四旬期，每年的四旬期多與華人的農曆新年重疊，本月轉載一篇網路文章
與大家分享，請看《春節與四旬期的和諧》一文。
《本會訊》
1. 《轉載自世界日報【洛杉磯訊】 2018年02月19日》南加州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18日上午在橙縣園
林市天主教主教座堂舉行新春彌撒及祭祖典禮，由橙縣主教范凱文 （Bishop Kevin W. Vann) 主
持。彌撒後舉行敬天祭祖典禮，由主教帶領神父、教友與信眾兩百多人，向中華列祖列宗牌位上
香、獻花、獻菓並行三躹躬禮，場面莊嚴肅穆。

南加州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新春彌撒及祭祖典禮後大合照。(photo by David Yeh)

祥獅獻瑞，橙縣主教范凱文 （Bishop Kevin W. Vann)給獅子紅包。(photo by David Yeh)
中國天主教會故于斌樞機主教，也是台北輔仁大學復校人於 1971 年，在台灣提倡天主教在農曆新年
舉行敬天祭祖，1972 年在台擴大舉行，受到國內各界人士熱烈嚮應，並使大眾瞭解天主教與華人敬
拜祖先不但不衝突，而且是相互融和。此後每年全球天主教堂均會在春節彌撒後舉行祭祖活動。
祭祖典禮後橙縣主教園區廣場有熱閙滾滾的舞龍舞獅，主教還發給舞獅者及小朋友們小紅包，大家
都非常開心，一邊享用可口午餐，一邊觀賞歌唱、古琴演奏及魔術表演。主教府的堂區主任神父致
詞時特別提到橙縣主教府是橙縣的地標，主教非常歡迎華人教會的團結合作成為大家庭的一分子。
2. 2 月 18 日新春彌撒及祭祖典禮之
後，本會在 Culture Center 舉辦
新春聚餐，同時欣賞了聯誼會安排
的各項精彩節目: 首先由 Fr.
Jerome Bai 吉他彈唱“像夢一樣自
由”，Crystal 的古琴(七弦琴)演
奏“流水”與 Dennis Wang 的魔術
表演老少咸宜讓全場驚嘆和笑聲不
斷。最後由聖詠團以兩首動聽歌曲
“感恩的心”及“明天會更好”祝
大家新的一年常懷感恩之心明天必
定更好。 (photo by Manle La)

Bishop Vann 及主教府神父及華人神父與本屆新理事會全體理事們合影。

3. 2月4日本會邀請到李裕慈先生前來舉辦經絡保健工作坊。李先生是天主教華人福傳基金會副執行
長，輔仁神學院福傳組協調專員兼老師，他是浙江中醫藥大學醫學碩士，自1993年起即免費教授經
絡理療自我保健的課程。李老師風趣幽默，深入淺出的講解讓人很快就體會到中醫的博大精深和天
主造人的奧妙，比起西醫更順應自然，適合日常的保養而不傷身。課程中也不時要大家跟著做並不
厭其煩地指導大家正確的姿勢和手法，參加的學員都覺得受益匪淺。原定三小時的課程延長了半小
時大家還覺得欲罷不能，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聆聽李老師的講座。

4. 恭賀本會青年林承睿，林泓毅兩兄弟參加"US Association of Young Physicists Invitational
Tournament"成功贏得第三名。承睿並得到個人表現優異獎。

Derrick Lin, Kevin Lin (中間兩位本會青年）and school mates escorted by science teacher placed 3rd in
the US Association of Young Physicists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in Lynchburg, Virginia at Randolph College
on January 29, 2018.

教宗方濟各四旬期文告
教宗方濟各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主的逾越節又近了！在我們預備過復活節時，因著天主上智的安排，每年給我們四旬期，作為「我們悔
改的聖事性標誌」[1]。四旬期召喚我們，叫我們在整個生活中全心歸向上主。
在這篇文告中，我願再次幫助整個教會，以喜樂的心並在真理中，重新體驗此一恩寵的時刻。我願以瑪
竇福音中耶穌的話做為導引：「由於罪惡的增加，許多人的愛情必要冷淡。」（瑪 24:12）
這段話出現在基督有關末世的訓導。耶穌講這話的時候，是在耶路撒冷的橄欖山上，吾主的受難在那裡
即將開始。耶穌回答門徒的問題時，預言了一個大磨難，且描述了一個信友團體極易陷入的情境：在重
大的考驗當中，假先知會令人誤入歧途，而福音的核心──愛，在許多人心中會冷淡下來。
假先知
讓我們聽聽這段福音章節，盡力去了解這些假先知會假扮成什麼。
他們會宛如「舞蛇人」那般，操縱人的感情，去奴役他人，把他們帶到他們想要帶去的地方。有多少天
主的兒女被一時的享樂所迷惑，誤以為那是真正的幸福！有多少男女鎮日沉迷在發財夢中，那只會使他
們成為財富和薄利的奴隸。有多少人一輩子都相信他們只需依靠自己，最後卻陷於孤單之中！
假先知也彷彿「江湖郎中」，他們提供簡便而又迅速的療法來解除痛苦，但很快就證明完全無效。有多
少年輕人受到毒品，或是受到各種有用則要，而無用即棄的關係、得來容易的不義之財所吸引！又有更
多人被困於純是「虛擬」的世界－－可馬上並直接建立各種關係，但最後卻證明那些關係都毫無意義！
這些騙子叫賣一些沒有真正價值的東西，奪去了人們最珍貴的一切：尊嚴、自由以及愛人的能力。他們
挑起我們的虛榮心，使我們重視外表，但最後卻愚弄我們。我們對此也不應感到驚訝。為了擾亂人心，
魔鬼「既是撒謊者，又是撒謊者的父親」（若八 44），常常以惡為善，以虛假為真理。所以我們每個
人都應該檢視自己的心，查看我們是否落入這些假先知的謊言中。我們必須學習仔細觀察，透視事物的
表面，以認清究竟是什麼會在我們心中留下良善且持久的印記，因為那才是來自天主，且真正對我們有
益的事。
冷漠的心
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描述地獄時，他描繪了魔鬼坐在一個冰塊寶座上[2]，冰凍著、沒
有愛，孤立在那兒。我們也大可以自問，我們內心的愛何以會轉為冷淡？如何可以看出我們的愛開始冷
淡下來了？
摧毀愛德的最大力量就是貪愛錢財，那是「萬惡的根源」（弟前 6:10）。緊接著而來的就是拒絕天主
以及祂的平安；我們寧可生活在淒涼孤寂中，也不願在天主的聖言和聖事中找到安慰[3]。這一切都引
領我們以暴力反對任何我們認為對自己的「確定感」有威脅的人，亦即：未出生的孩子、年長及衰弱的
人、移民、我們當中的外人，或是那些不符我們期望的鄰人。
宇宙萬物本身就默默見證了世人愛心的漸趨冷淡。地球被垃圾所毒化，那些垃圾都是因為漠不關心或只
顧自己利益而丟棄的。被污染的海洋，吞噬了無數被迫遷移、卻遭船難而葬身大海的人。在天主的計劃
中，蒼天是要讚美上主的，卻被如雨降臨般的死亡武器所撕裂。
在我們自己的團體裡，愛也可能漸趨冷淡。在《福音的喜樂》勸諭中，我試著描述缺乏愛的最明顯記號：
自私、精神懈怠、悲觀主義、自我陶醉的誘惑、不斷地自相殘殺，以及讓我們只關心表面，因而減少了
傳教熱忱的世俗心態。[4]
我們該怎麼做？

也許我們在內心深處以及自身週遭，都能看到我剛才描述的那些標記。但是教會─我們的慈母與導師，
加上「真理」的苦口良藥，卻能讓我們在四旬期用祈禱、施捨、守齋等作為療藥。
祈禱
我們以更多的時間祈禱，就能讓自己的心脫離那隱藏著的各種欺騙自己的謊言[5]，也就能得到天主給
我們的安慰。祂是我們的父，祂要我們好好地生活。
施捨
施捨他人可讓我們免於貪婪，也幫助我們把近人視為弟兄姊妹。我所擁有的，絕對不可能只是我的。我
多麼希望施捨能成為每一個人真正的生活方式！多麼希望我們基督徒能效法宗徒們的榜樣，在分享財物
中看到我們教會共融的具體證明！因此，我呼應聖保祿對格林多人的勸告，能為耶路撒冷團體捐款，他
們自己也會因此受益（參閱：格後八 10）。在四旬期內，這樣做再合適不過了，因為這時有許多團體
拿出捐款來幫助有需要的教會和人們。然而，我也希望，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向我們乞求幫助的人
時，也能把這視為來自天主親自的懇求。當我們施捨他人時，就參與了天主對祂每一個子女的眷顧。如
果今天天主藉著我幫助了某人，明日祂豈不是也會照顧我自己的需要？因為沒有一個人比天主來得大方
慷慨。[6]
守齋
守齋可減輕我們的暴力傾向；它緩和我們的怒氣，成為我們成長的重要機會。一方面它讓我們體驗自己
必須忍受怎樣的孤寂和饑餓。另一方面也表達我們自己在主內靈修生命上的饑渴。守齋使我們清醒。它
使我們更注意天主和我們的鄰人。它重燃我們服從天主的渴望，因為唯有天主能滿足我們的饑渴。
我也願意將我的請求延伸到天主教會以外，擴及於凡願意聆聽天主聲音的善心男女人士。或許你們跟我
們一樣，也受到散布全世界的罪惡所困擾，你們也關心那被冷漠所癱瘓的人心和行動，你們也注意到我
們作為人類大家庭中一分子的意義被淡化了。那麼，請加入我們，向天主提出我們的懇求，並主動去為
我們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做些事！
復活節的燭火
最重要的是，我呼籲教會人士以熱心走上四旬期之旅，藉由施捨、守齋和祈禱獲得力量。如果有時我們
心中的愛之火焰似乎熄滅，要知道天主的心絕對不會這樣！祂不斷給我們機會重新去愛。
今年仍然會有此一恩寵的時刻，也就是「奉獻廿四小時給天主」的活動，邀請全體教會在朝拜聖體的時
間內領受和好聖事。2018 年的這個活動，是從聖詠 130:4「祢以寬恕為懷」得到啟發，將在 3 月 9 日星
期五至 3 月 10 日星期六舉行。在每一個教區裡，至少要有一座教堂連續 24 小時開放，讓大家有機會去
朝拜聖體、行和好聖事。
在復活節前夕，我們要再一次舉行點燃復活蠟的禮儀。從「新火」點燃的這光，會漸漸消除黑暗，照亮
整個參與禮儀的會眾，「願光榮復活的基督，以祂的真光驅散我們心靈的黑暗」[7]，也讓我們能再一
次體驗到厄瑪烏門徒的經驗。願我們藉著聆聽天主聖言、從聖體的餐桌汲取養分，讓我們的心能夠更熱
切地活在信望愛中。
我衷心許諾，要為大家獻上我的祈禱，並降福各位。也請勿忘為我祈禱。
教宗方濟各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春節與四旬期的和諧
轉載自天主教在線

如果說萬年曆是中國文化的一種表徵，那麼當我們需要
把它和教會禮儀年同步使用起來時，就會感到中國文化
和基督信仰相遇的"尷尬"，比如春節總會碰上四旬期，
一個是該當喜慶歡樂的節日，另一個卻是該當懺悔節制
的時期。把這個尷尬加上引號，是由於它只是表面上
的，而不是實際上的尷尬，因為處處流露著和諧精神的
中國文化，與時時表現出大公精神的基督信仰，在這件事上其實不但沒有衝突，反而十分協調。
春節在萬年曆裡是歲首，是辭舊迎新，寄託希望的日子。古代的皇帝要在這天拜天，以感恩祈福。民間
則有祭祖傳統，以慎終追遠。所謂"官有朝賀，私有祭享"。因為祭祖是全家的事，所以春節也成了舉家
團圓、拜慶歡宴的節日，其喜樂的氣氛會一直持續到正月十五。隨著歷史的發展以及各種傳說的流行，
許多特有的活動在春節前後增加了起來，比如貼春聯、燃爆竹、拜大年、觀燈展等，其中不少活動含有
辟邪趨吉的意思。春節也叫過年。傳說，年是一種每到除夕便出來傷害家畜和人命的怪獸。後來有位智
者以紅紙、火光和鞭炮把它嚇跑了。於是有貼對聯、掛燈籠、燃爆竹和拜大年的習俗。過年因而就是躲
過年的危害，既躲過了危害，便當拜年–相互道喜問好。
這個傳說很有意思，我們可以用它和耶穌退隱曠野四十晝夜的故事作個對比。後者恰恰是教會傳統中的
四旬期所紀念的事蹟。耶穌受了三次不同的誘惑，全都被他戰勝了。魔鬼誘惑耶穌的目標只有一個，那
就是讓代表著人類的他離棄天主，轉向魔鬼，其方法是誤導其人性的三個層面，即物性（植物、動物
性，如食、色）、靈性（精神追求，如權勢、名利）和超性（對超越之經驗的渴望，如奇能、異曆）。
亞當和厄娃就是在這些誘惑之下，背離了天主，並從樂園流落到了魔鬼和欲望橫行的"曠野"。以色列民
族在曠野裡漂流的那四十年，就是亞當和厄娃–人類的縮影–在曠野，或者說在"涕泣之穀"流落的象
徵。不過，他們是帶著天主預許給亞當和厄娃的福音，帶著進入天主指給他們的福地的希望在曠野裡行
走的。那個福音，那塊福地不是別的，就是沒有物性、靈性和超性之不當傾向的天國，就是對天主的絕
對從屬，就是與天主一起散步的原始樂園。通過他對魔鬼的戰勝以及他日後的死亡和復活，耶穌把人類
從這個危險重重的曠野中帶到了福地。這就是為什麼，離開曠野後，耶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會堂裡宣
佈："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
宣告複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的恩慈之年。"（路 4：18－19）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18 年 3 月
福傳意向: 為靈修分辨的培育
願教會能重視個人及團體層面之靈修分辨培育的迫切性 。

司鐸/工作人員聯絡表及本月收支

財務報表 - January 2017

人員聯絡表
指導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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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立雄執事

(714) 932-1689

長 :

徐少平

(562) 430-0278

副 會 長 :

駱修偉

(909) 860-9862

禮

儀 :

侯穎輝

(626）839-4878

福

傳 :

金偉琛

(657）378-9028

公

關 :

于德蘭

(714）256-9688

通

訊 :

陳夙慧

(949) 400-6896

活

動 :

鄭仲凱

(949) 230-0188

財

務 :

王凱琳

(657）378-9028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714) 962-6360

理事聯絡電話
會

收入
主日彌撒奉獻
總收入

$ 2,303.00
$ 2,303.00

支出

四區區長
北

區 :

張玉京

(714) 535-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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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詠團團長 :

潘曼麗

(714) 520-5951

關懷小組負責人 :

余惠美

(949) 350-1077

聖心園地 :

孫逸筠

(714) 510-5370

小組負責人

神長謝儀
教堂奉獻（02/2018）
郵費及印刷費
2018 Calendar Pringing
總支出

$
(400.00)
$ (1,000.00)
$
(54.70)
$ (438.00)
$ (1,892.70)

本月結餘

$

410.30

OCCCA 贊助夥伴（OCCCA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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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ｓｏｒｔ，高爾夫球場，十分鐘
車程到 Ｐａｌａ Ｃａｓｉｎｏ， Ｐｅｃｈａｎｇａ Ｃａｓｉ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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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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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