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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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 聖事活動 Februa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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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02日上午 10:30 (獻耶穌於聖殿)          輔祭:Bryan&Sophie梁,Coco Benedetti

二月09上午 10:30（常年期第5主日) 輔祭:Bryan&Sophie梁,Coco Benedetti

二月16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6主日) 輔祭:Francis Lui,Alan侯,Alec侯

二月23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7主日) 輔祭: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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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15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劉卓台

地點: 聖母聖心修女會院 (626) 965-5353

17944 Gallineta St. Rowland Heights, CA 主題: 瑪加伯書下 6-10章

中區時: 二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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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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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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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訓篇 5-6章

時間: 二月9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孫美祥/廖勇誠

地點: Tower of Hope 六樓會議室
主題:

時間: 二月16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朱嶠

地點: Tower of Hope 六樓會議室
主題:

時間: 二月23日     12 noon - 4 pm 主講: 劉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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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友的宴會

慕道班

每月彌撒

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月刊訊息》 

 二○一九年九月，教宗方濟各發表《開啟他們的明悟》手諭，把每年的常年期第三主日訂為「聖言

主日」，提醒每一個信者能夠重視聖言，多讀聖經。今年一月 26日教宗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

彌撒聖祭，首次慶祝“天主聖言主日”。請看來自梵蒂岡新聞網的報導《天主聖言主日：閲讀《聖

經》，喚醒我們的信德》。 

 教宗方濟各在一月二十九日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開啓新系列的要理講授，省思耶穌的山中聖訓。

教宗指出，耶穌的訓導是一項新法律。請看來自梵蒂岡新聞網的報導《教宗公開接見：真福八端是

耶穌對全人類的訓誨》。 

《本會訊》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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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天氣晴朗陽光和煦，許多教友都特意穿著中式服裝前來參與

鼠年新春彌撒及祭祖活動。彌撒由本堂 Fr. Smith 主祭，吳神父共祭。當日也是「獻耶穌於聖殿」

慶日。彌撒後舉行敬天祭祖典禮，由 Fr.Smith與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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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n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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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隆鼓聲中大家互祝新

年快樂。難得陽光如此溫暖宜人，教友們把握機會與神父們在教堂前的廣場上合影留念。 

 舞獅表演之後，大家到主教府文化中心三樓午餐。與好友們齊聚一堂互祝新春。聖詠團也演唱了三

首歌曲向教友與來賓們拜年。本會小朋友與熱心服務教會的年輕人都由 Fr. Smith 手中得到象徵祝

福的紅包。 

 



 

 

 

 



 

 

 

恭喜為本會熱心服務的教友鄭仲凱、朱靜雯夫婦喜迎第三位孫輩! 

小 Abigail Williams (珊珊）於一月十二日誕生，重六磅十一盎司，身

長 20 ¼英吋 (Michael & Teresa 夫婦的第三個孩子)。 

 

 

 

 

 

 

瞧小哥哥小

姊姊笑得多

開心!  

https://eur03.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go.dynamiccatholic.com/CHm00f0gF0AH0Sfk192tO06&data=02|01||4171e6d0879d42b555ed08d78fbcbd1e|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1|0|637135913094022142&sdata=QaPdaY4Dk6fOU664qee/1soMR3ASB0eb8VOm5RQ4p44%3D&reserved=0


 

 

 

天主聖言主日：閲讀《聖經》，喚醒我們的信德 
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方濟各邀請全球天主教徒加深對天主和祂的聖言的重視、熱愛及忠實的見證，因此欽定每年常年期

第三主日為天主聖言日，今年將於元月 26 日首次舉行，將這特別的日子用於“頌揚、研讀和傳播天主

聖言”。 

聖座促進新福傳委員會主席菲西凱拉（Salvatore Fisichella）總主教元月 17 日上午在新聞發布會上

解釋聖言主日說，這是教宗方濟各託付給整個教會的一項創舉，讓“基督徒團體重視天主聖言在自己日

常生活中的價值”。 

菲西凱拉總主教表示，天主聖言主日為基督徒提供更新自己承諾的大好時機，幫助他們了解“從天主與

祂子民持續對話而來的取之不盡的財富”。因此，為慶祝這個主日將舉辦一系列創新活動，“鼓勵基督

徒成為傳播聖言的活躍工具”，沿著 2008 年天主聖言世界主教會議推動的許多牧靈活動的足跡前行，

努力幫助信友增加對聖言的認識和傳播，省思和研讀《聖經》。 

總主教提到那次世界主教會議在全世界推展的相關計劃，目的是為幫助信友學會使用《聖經》祈禱，並

能以不同語言和方式閲讀聖言。他說，教宗欽定聖言主日，意在“回應來自天主子民的許多請求，如此

聖言主日在整個教會内就能以共同的意向來慶祝”。 

總主教強調，在接近猶太教徒與天主教徒對話日，

以及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之際慶祝天主聖言主日，

具有重大的大公運動價值。此外，聖言主日的徽

標上是人們非常熟悉的聖經場景：門徒們朝厄瑪

烏村莊行走。總主教指出，這徽標具有立即能讓

人識別出的特色，為要理講授提供靈感，並幫助

人明白舉行聖言主日的意義。     

 

 

天主聖言主日徽標      

談到教宗方濟各將於聖言主日當天主持的感恩祭，菲西凱拉總主教強調，在禮儀開始時“將隆重展示在

梵二大公會議整個會期中使用過的《讀經集》”。禮儀結束時，教宗將作出一項象徵的舉動，將《聖經》

授予代表今日社會生活中“不同身份”的 40 個人，“從主教到外鄉人，從司鐸到要理教員，從奉獻生

活者到警衛人員，從各洲的大使到各級教師，從窮人到記者，從憲兵到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 

東正教會和福音派團體的代表也將從教宗手裡領受一本《聖經》。菲西凱拉總主教最後表示，教宗方濟

各願意所有人都被託付於天主聖言。“他希望這個主日激勵每位基督徒不要把《聖經》只放在書架上，

成為許多書中的一本，也許布滿灰塵，而要將《聖經》作為喚醒我們信德的工具”。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公開接見：真福八端是耶穌對全人類的訓誨 

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方濟各元月 29 日上午在保祿六世大廳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開啓新系列要理講授，省思真福八

端的主題。教宗指出，天主為將自己賜予我們而經常選擇“出人意料”的路徑，甚至選擇“我們的限

度、眼淚及挫敗”。這是東方教會弟兄姐妹們談及的基督復活的喜樂，這喜樂“透過死亡體驗到天主的

大能”。 

教宗省思耶穌的山中聖訓（瑪五 1-11），指出耶穌以祂的真福八端“啓發”了基督徒和“許多非信

徒”的生活。我們很難不被這些話語所觸動，因而渴望越來越能充分了解和接納耶穌的訓誨，因為在這

些教導中含有我們基督徒的“身份證”，同時概述了耶穌自身的面容和祂的生活形態。 

耶穌是在什麽情況下宣講祂的聖訓的？教宗解釋道，耶穌一見群衆，就上了那環繞加里肋亞湖的“平

緩”山坡，坐下後遂開口教訓門徒們，宣講真福八端。因此“祂的訓誨是講給門徒們聽的，但在祂的視

野中也包括這些群衆，因此祂的宣講是面向全人類。山中聖訓是講給全人類聽的”。 

教宗繼續表示，福音中提到的“山”讓我們想到西乃山，天主在這座山上將十誡交給梅瑟。現在“耶穌

則開始教導一項新法律：成為貧窮的人、溫良的人、憐憫人的人……。這些‘新誡命’遠遠超過規範。

事實上，耶穌沒有強加任何東西，卻只是指明幸福之路，也就是祂的道路，八次重覆‘有福’二字”。 

教宗進一步解釋說，真福八端的每一端都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有福”二字；然後是有福的人所處

的狀況，，例如“神貧、哀慟和飢渴慕義”；最後是有福的“原因”，由一個連詞“因為”來引入。 

“‘這些人是有福的，那些人是有福的，因為……’這些就是真福八端，學會記住它們，屢次重覆，將

耶穌為我們頒賜的這項法律牢記在心，這會是美好的事。我們也要注意這個事實：有福的原因不在於現

況，耶穌並不贊成這種境況；有福的原因則是從天主那裡領受恩典而處於一種新狀況：‘因為天國是他

們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等等。” 

教宗解釋“有福”一詞的含義說，“這個詞的原意指的不是一個飽食終日或家境美滿的人，而是一個處

在恩寵中的人、藉著天主的恩寵日益進步的人，以及在天主的道路上前行的人。換言之，這些人曉得忍

耐、神貧、為人服務、安慰別人。在這些事上向前進取的人才是幸福並將是有福的人”。 

教宗最後強調，真福八端“總是”帶來喜樂，是通往喜樂的“道路”。“閲讀今天省思的《瑪竇福音》

第 5章 1-11節將使我們獲益，最好在一週内多讀幾次，好能明了這條如此美好的道路，這是上主為我

們指明一條可靠的幸福之道”。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0 年 2 月 

 

總意向：為聆聽移民的呼聲 

願眾人聆聽並重視深受販運罪行之害的移民弟兄姊妹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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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第一期整修計畫中的主教堂已於 2019年七月啟用，主教座堂及園區還有許多較小的 

      工程仍需繼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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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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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