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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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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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金句 

 
穿過人生的荊棘仍一邊走著唱著，將心中仁愛的玫瑰沿途灑落， 

使生命的路徑上充滿了芬芳。 

 

讓我們用全力來唱一支生命的頌歌。讓我們讚美人生那神聖莊嚴美的一

面。 

                                                   張秀亞作 

 
 

 

  



 

 
 

九月份 聖事活動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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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01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22主日)          輔祭:Bryan&Sophie梁,Coco Benedetti

九月08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3主日) 輔祭:Qun何,Bryan梁,Sophie梁

九月15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4主日) 輔祭:Francis Lui,Alan侯,Alec侯

九月22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5主日) 輔祭: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九月29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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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21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 于德蘭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院 (562) 652-3745

17944 Gal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主題:加上 13-16章

中區時: 九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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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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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20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地點: Bruce/Cindy  家 

地址請與Bruce/Cindy連繫 主題:訓道篇Ecclesiastes 11 - 12章

時間: 九月八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易澤航
地點: Tower of Hope 六樓會議室
主題: 

時間: 九月二十二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朱嶠
地點: Tower of Hope 六樓會議室
主題:

通訊組: 陳夙慧 Su-Hui Wang (949) 653-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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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

天主愛的計劃

每月彌撒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月刊訊息》 

 7月 14日下午艾立勤神父為本會教友主持半日靈修講座，內容豐富精采。此次主題《屬靈的爭戰》

對於身處現今紛亂世界的我們都值得深入了解。本刊特別請劉正宇弟兄整理了艾神父的講座內容與

大家分享，讓我們都能分辨撒旦對人類的攻擊並努力武裝自己對抗惡神。 
 今年 4月 15 日巴黎聖母主教座堂（聖母院）的一場大火曾令舉世為之震驚。劉執事夫婦特地重返聖母院親

自感受災後狀況。請看劉執事所寫的《永遠的聖母院》一文並為聖母院的早日重建完工祈禱。 

《本會訊》 

 8月 11日彌撒後吳神父頒發證書給今年順利完成慕道班課程並領洗的兩位新教友。 

 

 

 

 

 

 2019-2020中文慕道班及信仰講座將於

九月八日開課現已開始接受報名。請大

家介紹家人及親友一起來接受天主所要

賞賜的恩寵。詳情請洽福傳理事謝偉麗(714) 

928-8321。 

 8月 24日下午聖詠團在李偉鈞弟兄的精心策

畫下舉辦了團員的 Summer Camp。非常感謝

陳麗琴姊妹為大家挑選了幾首簡單悅耳又非

常適合在彌撒中詠唱的新曲並指導大家練

習。會長也遠道趕來參加並帶了美味的蛋糕

鼓勵大家。團員們都興致高昂地反覆練習，

深受美妙的詞曲所感動。傍晚時分，在李家

的後院大家把各自帶來的拿手好菜與大夥分

享。清風徐徐毫無暑氣，團員們都非常珍惜

這夏末美好的黃昏時刻。大家志同道合難得

有此機會共融，品嘗各家美食之外更把握機

會交換自家生小撇步及健康資訊。飯後還有



 

 
 

大小朋友們的餘興表演為此次活動畫下了完美的句點。每

個人都帶著滿心歡喜踏上歸途。感謝讚美主! 

 

          聖詠是雙倍的祈禱。 

                     歡迎所有喜愛唱歌的 

                     朋友加入聖詠團! 

 

 

 

 

 

 

 

 

 

 

 

 

 



 

 
 

 



 

 
 

屬靈的爭戰 
劉正宇弟兄整理 

最近，艾立勤神父又如往年般風塵僕僕地從台灣飛來美國為華人團體做靈修講座，這次的主題是‘屬靈

的爭戰’。雖然他健康上已不比當年，但是他為了華人福傳的盡心盡力，卻是從不懈怠，令人感動。以

下是艾神父這次‘屬靈的爭戰’講座的摘要分享。 

首先，艾神父詳細地說明了魔鬼的由來；當然， 一切都是天主所創造，天使也不例外，並且起初都是

美好的，只是天使們也有天主所賦予的‘自由意志’，他們的考驗在於必須要接受‘天主子降生成人，

並朝拜祂’，路濟弗原是這些天使中最優秀的天使，卻因為驕傲，拒絕朝拜耶穌，失去了天主的恩寵，

而變成了撒旦；而聖彌格爾天使愛天主如同天主，接受了天主所要求的一切，成了總領天使，對抗撒

旦。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的墮落，也有類似的經過，因著蛇(撒旦)的誘惑，犯了原罪，失去了天主的恩

寵，為撒旦所掌控；所幸的是人並非如撒旦那樣，會確定性地否定天主的愛(這是天使的特質)，因而永

遠缺乏天主的恩寵，成為了惡神；反觀人類，因著天主子耶穌基督的救贖，所有相信及愛耶穌的人，都

能夠藉由悔改與洗禮和天主聖三結合，而從撒旦的掌控中解放出來，成為天主的子女，達到永生。而撒

旦和其他魔鬼，將在耶穌二次來臨時完全毀滅。 

耶穌從荒野中受撒旦試探開始，到後來驅魔等等，可以看出，若祂直接迎戰魔鬼，都能打敗魔鬼。但若

是我們只靠本身的自然能力是無法與悪神(天使的本質)相抗衡的。因此我們必須培養信德與愛德，能夠

與耶穌有更深的結合，才能有效地辨認出悪神的攻擊，並祈求耶穌為我們擊退悪神；而在這過程中，撒

旦也一定會不斷地以私慾偏情與世界的吸引力來迷惑我們，譲我們失去辨識的能力，進而控制我們。 

艾神父提到：撒旦對人類有三種主要的攻擊，分別是誘惑、對立與束縛。 

誘惑主要的目的是要引誘人犯罪，來阻礙、防止、最終阻斷人與天主的關係。生活在世界中，我們每天

都會展開對抗惡神誘惑的戰鬥。我們持續地在與貪婪、邪淫、憤怒、野心、肉體的軟弱、世界的誘惑戰

鬥。撒旦有能力以各式各樣的誘惑引導人犯罪，牠按照每個人特定的軟弱來攻擊每個人。 

對立乃藉由阻礙人皈依耶穌，或與天主發展更深入的關係，來防止天國的擴展。撒旦所製造的對立，在

致力防阻讓精神性的美善發生。他舉了一些例子：例如干擾團體的祈禱、避靜或禮儀，防止由這些事件

所產生的美好的精神果實，或者讓一個試圖要祈禱的基督徒分心或被干擾，還有在一個堂區或家庭中製

造爭吵與不和等等。 

束縛則是指一個人在靈修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強迫性的罪)，或情感(健康)、身體(健康)處在於撒旦某

種程度的控制或壓制之下，最全面性的例子就是撒旦完全佔有了這個人(被魔鬼附身了)。大致說來，這

其中分為： 

1· 行為或環境的束縛；例如涉入占星術，邪術，新興宗教(New Age)，加入異教團體或成為異教成員；

另外如性方面的罪(通姦，手淫，亂倫，色情，同性戀的罪，“同居”)，及其它有罪的生活方式，或維

持有害的友誼。特別為天主教徒來說---如果在未取消前婚的情況下進行再婚，或是任何其他未經過教

會合法祝福的婚姻，都是很危險的。 

2· 態度和想法的束縛；例如違反或不順服教會某些教導，堅持異端或異端的思想，驕傲，對某些人懷

有偏見，說別人的閒話，自私，或缺乏對別人的愛德與同情。 

3· 情感附著的束縛；除了性或驕傲方面的罪過以外，這可能是最常見的魔鬼圈套，就是不願意寬恕，

苦毒，憎恨，失望，以及絕望。 



 

 
 

4· 有時候孩子因為被父母詛咒而產生束縛，甚至有附魔的情況。有時我們甚至可能會被一些很邪惡的

人詛咒或下符咒。在這些情況中，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做了什麼而招致束縛。反倒是因為別人的罪

惡，使我們成為無辜的受害者。 

那麼我們如何對抗惡神呢？ 

第一個武器是直接命令撒旦或惡神，從一個人身上或某個情況中離開，這個命令可以直接對抗惡神在個

人(自己做釋放)或他人(為弟兄姐妹呼求釋放)身上產生的攪擾。這中間有區分莊嚴的驅魔(地方主教所

授權的司鐸施行)，還有簡單/私下個別所做的驅魔(釋放祈禱)，例如說：惡神，因耶穌基督之名，我命

令你從我身上離開/從這個人身上離開，或是説：主耶穌，靠祢的聖名，靠祢的寶血，我綑綁所有要打

擾我的惡神，並命令他們到祢的腳下。(為別人用他/她 或他們/她們)。 

第二種面對惡神攪擾的方式，是讓自己不那麼容易受到惡神的攻擊。罪惡會讓我們變得脆弱，大罪更會

讓我們與天主分離。聖若望說，那犯罪的，是屬於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任何的罪都帶有魔鬼

的本然性質。盡可能以脫免罪惡的方式來生活，能有效遏止魔鬼對我們的影響。但是我們需要做的更

多，就是依靠天主聖神的力量來度聖善的生活。 

為了讓大家能更清楚地看到撒旦在誘惑上所下的功夫，艾神父特別將它解析如下： 

誘惑通常始於暗示。這個暗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樣貌、幻想或是往事來顯示，它可以來自物質或環境，

讓邪惡的事對我們產生吸引力。這些思想伴隨著人整個的生命。基督在曠野受到試探時，也有類似的經

驗。如果這個暗示沒有被拋除，這個惡念會繼續滲透人的內心。 

第二步是與這個暗示的思想對話，這個人開始衡量、考慮接受或拒絕這個暗示的爭辯。從創世紀中，我

們可以看到與惡神對話的危險，厄娃與蛇的對話是開始朝向罪惡的第一步。另一方面，耶穌基督在曠野

中受試探時，祂拒絕進入試探者的對話中，並且拒絕試探者引用聖經的話做出的暗示。當一個念頭藉由

對話打入人心時，是很難將這個思想拋開的。要想拋開這些思想，需要經過掙扎和努力。天主聖言和祈

禱能確保我們在這場戰鬥中得到勝利。 

第三步是掙扎。當一個念頭藉由對話進入人心後，是很難將它拋開的。非經過掙扎和努力不能將它拋在

腦後。天主的聖言和祈禱確保我們在這場戰鬥中獲勝。 

第四步是贊同，也就是接受惡神的思想，這等同於在這場戰鬥中的失敗。當一個人在心中產生惡念，並

且決定要實踐它，這個人已經犯罪了，即便這個惡念尚未付諸行動。 

最終的階段是發展實際的情慾。這種被束縛的狀態來自於習慣性惡的行動。當一個人被情慾束縛，會經

驗到朝向邪惡的一種持續性的傾向。這種傾向可以變得非常有力量，使得一個人喪失抵抗的力量，而對

邪惡成癮，成為情慾的奴隸。 

對抗惡念和情慾的爭鬥，需要德行，這是基督徒刻苦的本質。情慾可比作令人衰弱的疾病，它的影響是

極具毀滅性的。因此一個基督徒需要以最大的努力來克服情慾，使自己從情慾中得到自由。 

對抗情慾的掙扎，包含三個元素:覺察、抗拒、根除。當人的理性在天主恩寵的光照下，能夠達到對情

慾的覺察;人的意志與天主的恩寵合作能夠對抗情慾;情慾的根除是屬靈爭戰得勝的冠冕，也是恩寵治癒

力量的記號。 

艾神父更提到，世界有一種「奇異的吸引力」能使我們忘記天主。我們把注意力放在百貨公司、用無數

的時間聽沒有意義的廣播，無止盡的運動比賽、不用動腦的電視節目，以及其他許多刺激我們感官的事

情上:因此我們完全不了解，也體驗不到深入的祈禱是什麼。他還特別放映了一段名為撒旦會議記錄的

動畫影片，提醒我們這種「奇異的吸引力」的幕後操縱者是誰？而因應世界的解毒劑則是祈禱、禁食、

施捨、脫免於物質，或許這當中最重要的是，持續地默想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 



 

 
 

最後，艾神父提出了在當今屬靈爭戰中的幾個大原則： 

1. 我們必須發展對天主完全的信心。信任天主因祂的無限智慧與愛，能夠安排我們的生活，使我們達

到淨化與聖化，並與三位一體的天主結合。任何一種受苦，包括我們遭受惡神的攻擊被容許，都是為了

讓我們更能夠在聖德中成長。 

我們需要以全然的謙遜，來達到對天主完全的信心。也就是我們必需依據真理來生活。這個真理就是天

主是無限完美的智慧和愛德，也是我的創造者；而我是一個有限的受造物，傾向罪惡與錯誤，我們所擁

有的智慧和愛也是非常有限的。 

2. 我們由惡神所遭受的邪惡，無論是誘惑、對立或壓迫，或是由於世界吸引力的邪惡，或是出於錯亂

的本性私慾產生的邪惡—這些邪惡為天主所容許是因為它能幫助我們發展相反於此的美德。美德是穩定

的，並傾向於實行道德與精神的美善。無論惡神如何攻擊我們，我們必須發展相反於邪惡的美德。 

如果攻擊來自邪淫，我們必須為發展貞潔而爭戰；如果攻擊來自貪吃，我們必須為發展節制而爭戰；如

果攻擊來自貪心，我們需要發展慷慨；如果攻擊來自懷疑，我們要祈求天主賜予更多的信德；如果是自

私，就祈求天主賜予超性的愛德。 

3. 為了發展德行，效法耶穌和祂的母親“甘願受苦”的態度是很重要的—這樣我們的美德會慢慢增

長。耶穌即便在祂的人性中，也是通過受苦達到完美。要抵抗誘惑和我們習慣性的罪，以及私慾偏情錯

亂的傾向，是必須付出努力，並承受身體或情緒上的痛苦。叫一個驕傲的人承受羞辱，憤怒的人去活出

溫良，貪吃的人要禁食自制，在一開始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如果願意受苦，這些美德就會逐漸地發展，

最終能達到淨化與聖化的目標。 

4. 為了“甘願受苦”以發展美德，我們必需發展精神上的分離（可有可無；清心寡慾)，也就是讓我們

能與除了天主以外的任何事物分離，也就是沒有任何的事物能使我們與天主隔絕：無論工作、教育、地

位、財富、健康、家人，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隔絕。 

現今的時代變得很邪惡，當天主試圖“喚醒”罪人，使人能夠悔改時，可能會有一個大的懲罰來到這個

世界，使得社會秩序與經濟安全崩解，在這樣的情況裡，基督徒需要培養精神上的分離美德。 

5. 為了發展精神上的分離，祈禱是必須的。為了形成一個與耶穌和天主聖三共融的生活，祈禱也是必

須的。為我們的時代特別重要的是：玫瑰經，朝拜聖體，每日有默想的祈禱，將自己奉獻給耶穌至聖聖

心與聖母無玷聖心，以及“箭禱”(發展“時時祈禱”的能力)。並且請你的護守天使為你祈禱。 

最後，因為在我們的時代中，我們經常被惡神所攻擊，我們要以聖彌額爾禱文來祈禱，請他保護我們;

並且因耶穌的名和寶血捆綁惡神，命令牠離開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方式為他人祈禱)。 

聖彌額爾禱文(教宗良十三) 

聖彌額爾總領天使，在戰爭的日子裏保衛我們，免我們陷入魔鬼邪惡的陰謀，和奸詐的陷阱中，我們謙

卑地祈求，但願上主譴責牠。上主萬軍的統帥，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間，引誘人靈，使其喪亡 

的撒殫及其他邪靈，拋下地獄裏去。阿們。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永遠的聖母院 
                                                                           劉卓台執事/周珣 

2019年四月十五日，驚傳正在整修的巴黎聖母主教

座堂（聖母院）突然發生大火，一發不可收拾。火

燒了兩天一夜後，圓形屋頂及最高的尖塔都崩落，

巴黎市民圍在聖母院四週，有的燃燭默禱，有的跪

地祈求，肅穆感傷而動人。我們 2017年五月中曾到

此處朝聖、參觀，人很多，安全警戒很嚴密。進到

教堂，大家都被那種上接天聽的氣氛感動，不愧是

巴黎、法國的精神中心。據說巴黎最多遊客的景

點，不是凡爾賽宮，不是羅浮宮，不是巴黎鐵塔，

而是聖母院。 

知道聖母院遭到祝融之災，讓我們更加下定決心，

一定要親自去看看災後的大教堂，就算走在廢墟之

中，也是值得。2019 年五月十一日，我們懷著沈重的心情，搭乘地鐵由下榻的旅館到了聖母院站，走

上地面，才發現聖母院四週用欄杆圍起來，許多警察在戒備，根本不准任何人進入。在欄杆之外，看到

正面的兩個方形高塔，在落日的反眏中，閃爍著金色的陽光，像是在訴說它往日的榮耀。沿著欄杆走到

中段，只見所有屋頂，包括圓形、平頂及尖頂都已被燒毀，只是空蕩蕩的望著天空，有些燒黑的鷹架及

吊車還留在當地。再走到後段，只見塞納河的落日直照眼簾，聖母院的四周院牆在暮色中已成一片深

黑，矗立在河畔，更加肅穆，更顯堅毅，好像是信誓旦旦，決不會在這次浩劫後走入歷史。看著塞納河

的落日，不禁想起王維的詩句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那種將士

戍守邊關的愛國情懷，正像聖母院近千年來，維護著基督的信仰。 

許多聖母院四周的商家也被圈入欄杆之內，無法開店營業。其他本來人來人往商區也因遊客大減而生意

蕭條，真為他們生計擔心。還好許多法國企業家以及私人都紛紛捐獻聖母院重建的經費，政府也把重建

當作重點工程之一，法國總統馬克隆宣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 - 五年之內重建聖母院。六月十六

日，聖母院廢墟中的小教堂，擧行了火災後的第一台彌撒，這是為紀念聖母院祭台祝聖日，長久以來的

傳統，由巴黎總主教區主教密協-奧比提主持，雖然連主教、神父們只有三十人收到邀請參加，而且每

人都要帶著安全頭盔，但彌撒向全法國現場直播，讓整個法國教友都能參與，正顯示天主教會決心維持

聖母院光榮的傳統和在教會中的地位。我們也全心祈求天主，讓聖母院的重建工程早日開工，及早完

成，繼續聖母院作為全球信友們永遠的信德標桿。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19 年 9 月 

 

總意向:為保護海洋 

願政治家、科學家和經濟學家能共同合作，以保護世界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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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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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928-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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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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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