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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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金句 
善良 

宗教俢養不在於他（她）嘴巴裡說得如何如何，這都沒有必要，而在於他

（她）每日所行。他（她）的實際的生活才顯示他的宗教信仰有多深。 

當我們站在上主一邊的時候，我們努力地將上主的善良化為行動。 

以父母、朋友和鄰人的身份把上主的善在生活中表現出來。這是一項精神法

則；當我們發出的善意愈多，向我們流回的善愈多。 

                                          ——   W. A. Peterson 

 

真正有信仰的人不記恨人，不算計人，我們要將天主的愛反射出去。更不能為自己的私欲及想望而逼迫 

別人就範，我們要放開心懷，愛人如己做個真正基督徒。 

                                                        ——   哲人 

 

耶穌登山寶訓歸納為一句話：「所作所為，都要像上主的孩子一般。」耶穌至高無上的教訓就是神人合

一。祂教我們必須打開自己的精神之門，使上主的力量流入，我們才能健康生長。「主住在我心中。」

「天國就在你（妳）心靈裡面。」耶穌並把法律和福音的真義濃縮成一句話：「你們要用全部的感情， 

全部的靈魂，全部的心智去愛上主；並且要愛人如愛己。」 

                                                            ——   W. A. Peterson  
 

   



 

 
 

三月份 聖事活動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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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8主日)          輔祭:Peter Su,Bryan梁,Sophie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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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17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2主日) 輔祭:Ariel侯,Alan侯,Alec侯

三月24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3主日) 輔祭: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三月31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4主日) 輔祭:Peter Su,Bryan梁,Sophie梁

聖詠團加練 時/地: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北區時: 本月活動暫停

地點:

中區時: 三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7:30-9:00 聯絡人:潘煥霞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714) 964-7886

主題:TBD

南區時: 三月8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聯絡人:黃秀紛

地點: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949) 468-7187

南南區時: 本月活動暫停
地點:

時間: 三月十日       1:00 pm - 4:00 pm 主講: 葉聖桄
地點: Pastoral Center, Room 1C
主題: 

時間: 三月二十四日   1:00 pm - 4:00 pm 主講: 蕭莉芳/孫義弘
地點: Pastoral Center, Room 1C
主題:

通訊組: 陳夙慧 Su-Hui Wang (949) 653-5828,劉正宇(Raymond), 張育琦(Joc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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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il.com 。shwang828@gmail.com

慕道班

每月彌撒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教會的禮儀及節慶



 

 
 

《月刊訊息》 

 作為一個天主教徒，相信許多教友們都有感於教會在現代社會中的危機。本月為大家選讀一篇摘自

天主教周報對於《天主教的現代處境》一書的推介。此書的副標題為《啟蒙的理性與十字架的愚

妄》，我們希望此篇介紹文能提供大家堅定基督信仰的養分，明辨善惡。 

 網路上的一篇文章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你是否也常有《天主給的都不是我想要的，怎麼辦？》之嘆?

讀完此短文，相信能提供大家不同的思考方向也能領悟天主愛我們的方式。 

 

 

 

自三月六日起教會進入四旬期，教會舉行聖灰禮儀。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要小心， 

不要在人面前行仁義，故意叫人看見」；「不要像偽君子那樣，面帶愁容；他們苦喪 

著臉，叫人看出他們在禁食。」很有意思的是教會在聖灰禮儀中，選擇這篇福音，且 

選定這一天在每一位參與彌撒者的額頭上抹聖灰，這叫我們不可做偽證者，因為抹上 

聖灰時，會感覺不舒服且帶著這印記離開聖堂，而這就是聖灰禮儀的重要精神。有了 

這外在的記號，是要求我們要深層地反省、守齋、悔改和行愛德，相對地從內心真 

誠地悔改也是更重要的。在教會內我們不只是在表面上悔改，應該真正改變我們言行 

舉止。更需要私下，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 

教會的禮儀透過不少的外在的記號，來引導我們悔改，除了塗抹聖灰在額上外，我 

們在四旬期中，不唱「光榮頌」及「阿肋路亞」，風琴或其它樂器只可伴奏歌唱之 

用，禁用花卉裝飾祭台（《彌撒經書總論》53、62、313及 305號），歌唱、伴奏 

和教堂佈置皆偏向簡單化。是為提醒我們在四旬期中，需要內在的悔改和淨化，也 

幫助我們專注耶穌基督的福音。希望在教會內大家都能看到耶穌基督給世界帶來喜 

樂及希望，為祂作證。  

 

《本會訊》 

 2月 10日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OCCCA）在基督主教座堂舉辦

了“慶祝中國農曆新年”的彌撒暨祭祖活動，以及“慶祝新春餐

會”。在連日陰雨之後，當日一早卻是陽光普照，雖然氣溫仍較

往年低了許多仍不減大家的熱情。眾教友們都滿懷欣喜地邀請親

朋好友一齊前來參與此次新春彌撒。彌撒由 Fr. Smith 主持，神

父的講道風趣幽默，信手捻來的幾個生活例子均藏著深入淺出的

道理，不少教友們都深感於我心有戚戚焉。彌撒後舉行敬天祭祖

典禮，由 Fr. Smith與吳

神父、白神父帶領執事及

教友們向中華列祖列宗牌

位上香、獻花、獻酒、獻

菓並行三躹躬禮，場面簡

單隆重。 

 
 

http://theology.catholic.org.tw/public/liyi/topics/08/021508001.pdf


 

 
 

 祭祖典禮結束後大家移往主教府文化中心前的廣場欣賞舞獅及鑼鼓表演，此時卻開始下起了微雨但

仍止不住眾人觀看中國傳統舞獅表演的熱情，教友們的兒孫輩更是開心體驗一年一度華人春節的熱

鬧氣氛。  



 

 
 

 舞獅表演之後，大家到主教府文化中心三樓午餐。今年的午餐由主教府唯一的指定餐館 White 

House 負責提供，減輕了理事會及教友義工們的工作量。當日有超過一百六十人參加了餐會，大家

與好友們共敘家常並互祝新春。林家兄弟的小提琴組曲演奏及聖詠團的拜年歌曲更增添了在海外難

得的春節歡樂氛圍。小朋友們都由神父及執事手中得到象徵祝福的紅包。理事會及熱心教友們更提

供了不少禮品舉行抽獎，讓此次餐會有個完美的結束。 

 

 



 

 
 

 

 

 
 

 

 

 

 

 

 

 

 

 



 

 
 

 

 

 

 

 

 

 

 

 

 

 

 

 

 



 

 
 

 二月二十七日本會應邀出席 Fr. Smith 主持的 Christ Cathedral Parish Assembly。此次各個族裔分享的

主題是“Hospitality”。本會由 Tony代表本會闡述我們對此主題的理念與做法。以下是講稿內容。 

 

Chinese Community (OCCCA) 

Hospitality Ministry 

Presentation 

February 27 2019 

 

Hospitality in Chinese Culture 

Practicing Hospitality has been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es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s years.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moral 
virtue related to hospitality, one must 
mention the most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Confucius; who lived in China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周). Confucius w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during his lifetime (from 551 to 479 

B.C. ) he saw growing disorder and chaos in the society. Perhaps due to the turmoil and injustices he 
saw, he set himself to develop a new moral code based on respect, honesty, education, kindness and 
strong family bonds.  

Confucius’ teachings later became the basis for religious and moral life throughout China. One of the 
Five Virtues of Confucius, Ren ( 仁 ) stands for Kindness to the fellow man. He once said: “Forget 

injuries, never forget kindnesses. ”  

Zixia, one of Confucius' disciples once said as writte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論語): “Within the 

Four Seas All Men Are Brothers. ” which becomes a famous and well-known Chinese proverb. In this 
proverb, the “four seas” (四海) is synonymous to the usages of “under the heaven” (天下). In other 

words, everyone is a brother “under the heaven ” 
  

Hospit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Jesus’ Teachings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related to the virtue of kindness to the 

fellow man, one with Catholic faith can easily see a parallel in Bible as described in Matthew 22:36-
40, when Jesus was asked  36“Teacher, which commandment in the Law is the greatest?” 37 He 

said to him,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38 This i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commandment. 39 The second is like it: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40 The whole Law and the Prophets depend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So We Are Inspired by Our Culture Heritage and Jesus’ Teachings ! 

  

To express our Love to our neighbor or to show our kindness to a fellow man as our brother, we shall 
always practice good hospitality to everyone in our community and everyone we encounter in our 
daily life.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E5%91%A8


 

 
 

How Do We Practice Good Hospitality in a Christian Community? 
1. Hospit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vangelization. A person carries out good hospitality 

practices has the ability to make a stranger feel welcomed and comfortable.  
2. First Impression matters 

 Friendly smile 
 Firm handshake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welcome here. 
 Make an effort to strike a conversation by asking them questions- about themselves, 

their interests, what else they are involved with, etc.   
3. Follow Through with actions 

 Send them a formal welcoming email/letter 
 Did they just move here? Bring them a welcome basket 
 Introduce them to the Area Coordinator based on the locality they live. 
 Do they have children? Introduce them to other families you know with kids similar in 

age or introduce them to families who live in the same locality. 
 Extend a personal invitation- Invite them to attend a small gathering. 
 Pray for them by name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從《天主教的現代處境──啟蒙的理性與十字架的愚妄》談起 
摘自天主教周報 

《天主教的現代處境》的作者是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阮新邦教授，阮教授大作的副標題

是：「啟蒙的理性與十字架的愚妄」，在本書所收錄的 7 篇論文中，其中第 2章的篇名與書名副標相

同，啟蒙運動的理性所導致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社會價值觀，及其對我們所信仰之十字架道理

的挑戰，便是主旨和分析主軸，十字架的愚妄典出聖保祿宗徒：「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決意以愚妄的

道理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確，猶太人要求的是神蹟，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而我們所宣講的，却是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格林多前書》1:21-23） 

阮教授認為，啟蒙運動所強調的推崇理性和重視人文知識的探索方向，不但奠定了現代社會重要的發展

基礎，更讓西方人的世界觀及宇宙觀產生巨變，開始產生天主不存在，以及人的行為沒有絕對的道德規

範等觀念，因此現代社會漸漸被引導出：文化多元論與價值相對主義（《天主教的現代處境》，頁 39-

40），並且，基本上是無神論主導的社會（《天主教的現代處境》，頁 45）。在此不禁讓人思考：如

果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則是非善惡都是相對的，那就沒有大是大非和至善極惡等價值的判斷，人不相

信來世復活與永恆生命，只認知在此塵世及時行樂，這樣對人們所處的社會有著什麼樣的影響呢？ 

人如果否定天主的存在，自然不願承認來自天主的律法及誡命，因此在民主社會裡，人便會利用民主程

序，逕行公投或立法相悖於天主真理與教會倫理訓導的法律，此實為人摒棄天主而欲自行決斷是非善惡

的倫理標準。而在教育場域裡，除了少數例外，校園中專業知識的傳授基本上大多迴避天主或假定天主

不存在，使得許多教會學校傳承悠久之使命特色課程，也因之常受到無神論或相對價值主義的嚴峻挑

戰。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早在 1993年 8月 6日耶穌顯聖容慶日所頒布的《真理的光輝》通諭，便預示了我

們基督徒團體已進入了天主教的道理瀕臨歪曲與否認的危機，無論從人類學、社會學、文化、宗教以及

神學方面，都瀰漫著要在人的自由、本質及其形成的要素等層面，割斷與天主真理的聯繫關係，並且質

疑與異議教會的倫理訓導，不但不接受教會訓導的若干倫理規範，甚至認為教會訓導不應干涉倫理事務

（參閱《真理的光輝》通諭，4 號），這樣的趨勢正在傷害倫理神學的基礎，也造成教會所負責維護

「健全道理」的危機。（參閱《真理的光輝》通諭，5號）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創世紀》第 2章第 16-17節裡的章句教導我們：「樂園中各樹上的果子，你都

可以吃。」意謂人是自由的，而且自由的範圍相當寬廣，因為樂園裡的各種果子都可以任意享用，但是

有其限制，即「只有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就是人應接受天主為人所定的倫理法則，只有

天主是善的，並全然知道什麼是為人好，因此基於對人的大愛，在誡命中將善給予人（參閱《真理的光

輝》通諭，35號）。 

在阮教授所示警俗世化社會價值觀，特別是相對價值主義對基督信仰真道強大威脅的今日，我輩更應效

法保祿宗徒，再次以十字架「愚妄的道理」回應當代「外邦人」的價值觀，讓他們知道我們持守的真道

與立場，也就是只有基督耶穌能回答善與惡的問題，因為善的只有一個，若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誡

命，唯有天主能對善作回答，因為祂就是善，尋求善就是歸向天主，止於至善。（參閱《真理的光輝》

通諭，8-9號） 

 

文／林湘義（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振聲高級中學董事會監察人）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天主給的都不是我想要的，怎麼辦？ 
摘錄自網路 

在一場船難中，唯一的生存者隨著潮水，漂流到一座無人島上。 

他天天虔誠地祈禱天主救他能夠早日離開此處，回到家鄉。他還每天注視著海上有否可搭救他的人，卻

是除了汪洋一片，什麼也沒有。後來，他決定用那片帶他到小島的木頭造一個簡陋的小木屋，以保護他

在這險惡的環境中生存，並且保存他所有剩下的東西。 

但有一天，在他捕完食物後，準備回小屋時，突然發現他的小屋竟然陷在熊熊烈火之中， 大火引起的

濃煙不斷向天上竄。最悲慘的是：他所有的一切東西，在這一瞬間通通化為烏有了。悲痛的他，氣憤的

對天呐喊著：天主啊，祢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頓時，眼淚從他的眼角中流出。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艘正靠近小島的船隻的鳴笛聲所吵醒。是的，有人來救他了。到了船上時，他問那

些船員說：「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因為我們看到了信號般的濃煙。」他們回答說。 

很多人都覺得天主不公平想要的都得不到，煩惱的人生似乎沒有盡頭不知道希望在哪裡。其實，天主愛

我們的方式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向天主祈求力量，祂卻給了我們困難；我們克服了困難就擁有

了力量。 

我們向天主祈求智慧，祂卻給了我們問題；我們解決了問題就擁有了智慧。 

我們向天主祈求希望，祂卻允許黑暗降臨；我們走出了黑暗就擁有了希望。 

我們向天主祈求成功，祂卻給了我們挫折；我們走過了挫折就擁有了成功。 

我們向天主祈求幸福，祂卻考驗我們是否懂得包容；我們學會了感恩就擁有了幸福。 

我們向天主祈求財富，祂卻讓我們發現別人的需求；我們滿足了需求就擁有了財富。 

我們祈禱，天主就會回應，但不一定是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 

有時候，天主用我們沒有想到的方式，默默愛著我們。 

在所有我們認為負面的事情中，天主都有正面的答案，感恩天主的饋贈！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19年 3 月 
 

福傳意向：為認清基督徒團體的權利 

願基督徒團體，尤其是受迫害的團體，感覺到與基督的親

密，及他們的權利受到尊重。 

 

 

 

我們的祈禱意向 

      我們橙縣的主教 Kevin Vann，在 2018年主持六月二十九日聖伯多祿、聖保祿宗徒瞻禮彌 

撒時特別宣布，由 6/29/2018至 7/17/2019 即橙縣基督主教座堂正式啓用日止訂為橙縣 

教區的聖年。 

      主教希望大家在這聖年裡，要特別為主教座堂復建工程進行順利及充裕的經費諸事多多祈 

      禱。 

      謝謝 May Lau 姐妺熱心服務，從 7/22/2018到 8/26/2018的七個主日彌撒後帶领我們為以 

上的意向求大聖若瑟代為轉禱，並為大家準備了向聖若瑟祈求的七個主日的敬禮手冊。 

      天主教會是聖統教會，橙縣主教座堂的修建工程非常浩大，為聖教會慷慨奉獻是我們每位 

      教友和各善會團體的義務和責任。我們祈求上主福佑，早日見到這座天主的殿堂順利完成， 

      美崙美奐地呈現在我們眼前，迎來更多信徒恭信上主。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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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仲基神父  (714) 529-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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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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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偉麗 

金偉琛 

   (714) 928-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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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區區長     

北    區 :           張玉京 (714) 535-5848 

中    區 : 潘煥霞 (714) 964-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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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 - January 2019 

 

  收入  
    
 主日彌撒奉獻  $  2,011.50 

 月曆收入  $    110.00 

 總收入  $  2,121.50 

  

 

支出 

  

 神長謝儀  $   (500.00) 

 教堂奉獻(場地費) 一月  $ (1,000.00) 

 教堂奉獻(場地費) 二月  $ (1.000.00) 

 

教堂奉獻(2/10 New Year 

Event 場地費)  $   (870.00) 

 RCIA 三明治支出  $   (163.37) 

 

12 月及 1月講座/避靜/慕

道班場地支出  $   (550.00) 

 

Chinese New Year 

Evangelize Event deposit  $ (1,500.00) 

 Bank Service Charge  $    (23.95) 

 Website Registration Fee  $   (155.28) 

 總支出  $ (5,762.60) 

   

 本月結餘  $ (3,6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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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