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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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金句
我們會因為做了什麼而犯罪且招致邪惡，我們也會因為應做而未做什麼
而犯罪並且招致邪惡。時下的混亂大多是省略之罪所帶來的惡果。
We can sin and cause evil by what we do. We can also sin and
cause evil by what we leave undone. Much of today’s chaos is
the consequence of sin of omission.
—————蔣宋美齡
苦難將我們團結在一起, 而勝利必將為我們的努力加冕。
We are united by sufferings and victory will crown our efforts.
—————蔣宋美齡

五月份

聖事活動
地點:

時間:

每月彌撒

聖詠團加練 時/地:
北區時:
地點:
中區時:
地點: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南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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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天上午十點半 （Every Sunday Morning 10:30 AM)
五月03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四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五月10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五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五月17日上午 10:30（復活期第六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五月24日上午 10:30（耶穌升天節)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五月31日上午 10:30（五旬節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五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查經暫停。

五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7:30-9:00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聯絡人:潘煥霞
(714) 964-7886

五月8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主題:TBD
聯絡人:黃秀紛
(949) 468-7187

南南區時: 五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地點:
通訊組:

陳夙慧

May 2020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查經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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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wang828@gmail.com
???@gmail.com 。

《月刊訊息》
 4 月 12 日中午時分，在復活主日大禮彌撒結束之際，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的中央祭台
前方，發表了他本年度的《復活節文告》，教宗提醒眾人，冷漠、自私、分裂和淡忘不是此時此刻
該有的態度。願復活主耶穌在我們的心靈和生活中得勝，驅散人類苦難的黑暗，引領我們走入祂無
盡的光榮。《教宗方濟各 2020 年復活節文告》。
 鋼琴教育家吳漪曼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上午因病過世，享壽 88 歲。她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與本會于德蘭姊妹相交數十載，她特地為文紀念這位畢生作育英才無數的音樂教育家，請看《憶鋼
琴家吳漪曼姊姊》一文。
 正值五月聖母月，感謝余惠美姊妹的熱心介紹，讓我們有機會了解聖母的雙親，請看轉載自網路的
文章《認識聖若亞敬及聖亞納》。

在公教會內，五月是獻給聖母的月份。教會提醒眾多教友
多念玫瑰經。但為什麼五月會是聖母月？它的由來是什麼？
這有很多原因的。
在古

羅馬及古希臘裡，五月是獻給掌管生育及春天的異教女神
(阿蒂蜜絲和佛洛拉）的一些世俗慶節的月份。綜合以上，
及當時整個歐洲慣例紀念新春到來的時份，於是五月便被
視為生命及母性的月份。
在早期教會內，每年五月十五日是紀念童貞榮福瑪利亞的
慶節。但直至到第１８世紀時，五月才正式跟聖母掛鉤。
根據天主教百科全書，聖母月的來源是十八世紀時，一名
耶穌會會士 Latomia 神父在耶穌會的羅馬學院裡，為了打擊學生們不貞及不道德行為，
在十八世紀末發誓要把５月獻給瑪利亞。這習俗從羅馬傳到其他地方的耶穌會學院，甚
至最後擴散到整個拉丁天主教教會，成為了現時五月敬禮聖母的來源。
其後，教宗碧岳十二世於「天主中保」及近代保祿六世於「論五月」的通喻中，也分別
肯定這項熱心敬禮的價值。
我們在五月裡應常默想聖母身上的事蹟，因為這樣能堅強我們在一切事情上，信賴天主﹑
在困難中懷有希望﹑在生活中見証主愛，如同聖母在一生中接受天主的聖化和救恩一樣。
同時我們要效法聖母的德行，並求她為我們轉禱，能指導我們如何信從和依靠基督，活出
一個基督徒的生命與見証。
最基本的做法，便是每天念玫瑰經，以及三鐘經(Angelus)／天皇后喜樂(Regina caeli)，
默想基督降生成人及復活的奧跡。

《本會訊》
 摘自本堂 Fr. Smith 於四月一日給教友信函（a report to all parishioners who made a
commitment during our stewardship renewal last November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Christ Cathedral Parish in 2020) ：
" Because of COVID-19, at Bishops Vann's direction , all parishes including Christ
Cathedral continue to suspend public Masses. During this crisis, Christ Cathedral
continues to function. ....., your continued financial support of Christ Cathedral Parish
is crucial . Your steadfast support is urgently needed at this time. "
鼓勵您繼續對本堂每週的奉獻。
Offerings mailing address:
Christ Cathedral Parish, 12141 Lewis St., Garden Grove, CA 92840.
Offerings On line:
Using the GIVING OPPORTUNITIES tab at https://christcathedralcalifornia.org/
You may also drop off your offering at the lobby of the Tower of Hope, Monday thru
Saturday, 9:00am - 2:00pm.
 因為 COVID-19 疫情關係，本堂所有彌撒都暫停，請教友們留意您的 email，一旦彌撒恢復舉行會長
將以 email 通知大家。五月教會有兩個重要節慶，藉月刊一角讓我們在居家期間重溫教會的禮儀。

耶穌升天節(5/24 日)
從禮儀史、教父們的著作中，可確知耶穌升天節於公
元四百年左右，才在教會各地普遍慶祝。聖奧斯定在
他的講道中稱這是一個全世界都慶祝的節日，它源自
宗徒時代，一如逾越節及五旬節。此節日最老的名稱
是「第四十日」（耶穌復活節後第四十日），之後在
東方教會中經常出現的名稱「被提上升」
（Analepsis—Assumption），是出自宗徒大事錄。
另一常用的名稱是「上升」（Anodos—Ascension ）
表示耶穌是以自己的力量升天。這是現在禮儀中仍用
的名稱。
耶穌救世計劃的完成是本節日的中心思想。這種思想
在一些教父的著作中表達的很情楚。聖良大教宗所編
的升天節彌撤中表達同樣的思想。耶路撒冷的聖齋禮
在其所講的要理中，稱耶穌的升天，是祂在世戰鬥的結束，同時也為人類打開天門。聖師伯爾納稱
「基督的升天是其它慶典的結束與完成，是天主子在世旅程的美好終點」。
耶穌升天也帶領祂救贖的人類一起升天。此節日於耶穌復活節後第四十天舉行，但如果本節日在某
地區非法定節日時，可移到復活期第七主日舉行。本節日彌撒強調：耶穌升天仍要再度降來（進堂
詠），而且祂雖然升天，仍與我們常在一起（領主訊）。三篇祝文（集禱經、獻禮經、領聖體後
經）均強調：耶穌的升天是我們人升天的先聲。

福音書記載耶穌復活後四十天之久與門徒們一起生活。有一天，他領著門徒們到伯大尼附近的橄欖
山上，當他舉手祝福門徒的時候，就離開他們升天去了。 (谷 16：19—2 真 3；路 24：50— 51；宗
1：9—20)。這樣，基督走完了人間的路程，完成了救世的偉業，緊接著復活的勝利，又展示給人們
以凱旋升天的榮耀。
在彌撒禮儀中讀完福音後，便把復活蠟燭熄滅，象徵耶穌的離世升天。本日彌撒強調：耶穌升天仍
要再度降來(進堂詠)，而且他雖然升天，但仍與信友們在一起(領主詠)。耶穌升天後的平日，直到
五旬主日，是聖神降臨的準備期。此間，早已在堂區盛行的聖神九日敬禮也納入在教會的正式禮儀
之中。
今天，我們瞻仰.慶賀主的升天，要記起天使對宗徒們的囑咐：“他怎樣升了天，（將來）也要怎樣
降來。”

聖神降臨節(5/31 日)
聖神降臨瞻禮在耶穌升天後的第十天。由於本瞻禮在復
活節後的第五十日主日，所以又稱「五旬主日」。新約
聖經記載耶穌升天後第十日；當聖母和門徒們在晚餐廳
中祈禱時，天主聖神借猛風的聲、火舌的形顯然降臨
了。宗徒們領受了聖神，開始宣講福音，當天便有三千
人領洗進教。 （宗 2：1—41）由此，耶穌建立的教會
誕生了，因為在這一天教會開始了她的工作。救主耶穌
基督復活後五十日，派遣聖神隆重降臨天主教會，標誌
著教會時代拉開帷幕。
聖神降臨節又稱五旬節，是教會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
天，聖神降臨和耶穌聖誕、耶穌復活、聖母升天並稱為
教會「四大瞻禮」。聖神降臨節（五旬節）是教會的生
日。教會的存在和聖神的大能是分不開的。當主耶穌賜
下聖神的那一刻，也就是教會誕生的時刻。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方濟各 2020 年復活節文告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復活節快樂！
今天，全世界都迴響著教會的宣報：「耶穌基督已復活了！」――「祂真的復活了！」
這個喜訊如同在黑夜中點燃的一道嶄新火焰：這滿布時代性挑戰的世界，此刻受到病毒大流行的磨難，
我們人類大家庭陷入嚴峻考驗的黑夜。教會的聲音在這黑夜中迴響著：「基督――我的希望，已經復
活！」（〈復活節繼抒詠〉）
這是另一種「感染」，從人心擴散到人心，因為每一個人心中都期待著這喜訊。那是希望的感染：「基
督――我的希望，已經復 活！」這並非是什麼神奇妙語，能使問題消失。不！基督的復活絕非如此，
而是愛，戰勝邪惡根基的勝利，是一種不「迴避」痛苦和死亡的勝利。它穿越痛苦和死亡，在深淵中開
啟一條通道，且化惡為善：這是天主大能的獨特標記。
復活主就是那被釘者，不是另一位。在祂光榮的肉體上帶著不可泯滅的傷痕：創傷變成希望的縫隙。讓
我們把目光轉向祂，讓祂醫治受苦人類的創傷。
今天，我特別念及直接遭受新冠病毒打擊的人們：病患、亡者，以及那些因喪失摯愛而哀悼的人們――
他們中有些人甚至無法與亡者訣別。願生命之主接納亡者進入祂的國度，恩賜仍在考驗中的人慰藉和希
望，尤其是年長者和孤獨的人。願上主使身處脆弱處境中的人，如那些在療養院服務，或在軍營及監獄
裡生活的人，不缺乏安慰和所需的援助。為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孤單的復活節；從肉身的痛楚到經濟
上的問題，人們都活在疫情帶來的憂苦和不安之中。
這疫症奪走的不只是情感的交流，也剝奪了眾人親自透過聖事――特別是聖體聖事及和好聖事――所能
汲取的慰藉。這期間，在許多國家都無法領受這些聖事，但上主並沒有留下我們孤獨一人！在同心合一
的祈禱中，我們確信祂的手將我們蔭庇（參閱詠 139：5），並向我們高聲重複說：不要害怕，「我已
經復活了，而且與你同在！」（參閱《羅馬彌撒經書》）
願耶穌，我們的逾越節，賜予各地的醫護人員力量和希望，他們透過對近人竭盡所能的照顧與關愛作出
見證，甚至經常犧牲自己的健康。我們應向他們，一如向那些努力不懈確保民眾生活所需提供基本服務
的人，以及向那些在許多國家為緩和人民的困難和苦楚而作出貢獻的軍警人員，致上關愛與感激之情。
在過去幾周，上百萬人的生活突然受到改變。為許多人，留在家中提供了他們一個契機去反省、中止生
活繁忙的步伐，與摯愛在一起並享受他們的陪伴。可是，為許多人，這也是一個對未來不確定而擔憂的
時期，面臨失業的風險，以及現今危機帶來的其他後果。我鼓勵所有肩負政治責任的人士，為人民的福
祉積極努力，提供必須的方法和工具，致使所有的人能過一個具有尊嚴的生活；並在環境許可的情形之
下，使日常生活能恢復正常的運作。
現在不是冷漠的時候。因為全世界都在受苦，而世人必須要團結一致，去面對這次的全球疫情。願復
活的耶穌賜予希望給所有的窮人、所有的邊緣人，以及難民和無家可歸的人。願居住在世界各地城市和
偏鄉的這些最弱小弟兄姊妹們不會孤獨無助。我們別讓他們缺乏基本必需品，由於許多工作現正停擺，
醫藥等必需品難以取得，適當的醫療照顧機會更是難上加難。鑒於種種情況，但願國際制裁得以暫緩，
因為這些制裁阻撓多個國家為本國國民接收充分的援助；但願所有國家有能力應對人民此刻最主要的需
求，若不能直接免除最貧困國家的債務，至少要避免加重它們的預算。

現在不是自私的時候。因為我們正在面對的挑戰凝聚我們眾人，不分彼此。在世界上遭受新型冠狀病
毒打擊的許多地區，我特別想到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大陸能再次崛起，是由於它具體的
精誠團結精神，使它得以克服過去的敵對。這精誠團結的精神從未像此刻這般急迫，尤其是在當前處境
下。願過去的這種敵對不會死灰復燃，而應是所有的人都視彼此為獨一無二的大家庭的一分子，並且守
望相助。
今天，歐盟面對一個時代性的挑戰，這不僅攸關歐盟的未來，更影響到全世界的前途。願大家不會錯過
這機會來繼續證明精誠團結的精神，同時，也尋找創新的解決問題辦法。另一個選擇純粹是自私自利和
重蹈覆轍的誘惑，它恐怕會導致和平共處及後代發展陷入嚴峻考驗。
現在不是分裂的時候。願基督，我們的和平，光照衝突中所有的負責階層，好使他們有勇氣響應在全
球範圍內立即停火的呼籲。現在不是繼續花費龐大資金製造和販賣武器的時候，而那些資金應是用在治
療病人和搶救性命。反而，此刻該當終止心愛的敘利亞長期的浴血戰爭、葉門衝突，以及伊拉克和黎巴
嫩的緊張局勢；願現在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再次對話的時刻，為尋求穩定和持久的解決問題辦法，
使雙方和平共處；願生活在烏克蘭東部地區的人們不再受煎熬，願在非洲多個國家眾多無辜百姓所遭受
的恐怖攻擊得以終止。
現在不是遺忘的時候。願我們現在面對的危機不會讓我們忘記，許多其他緊急狀況令許多人受折磨。
在亞洲，以及在非洲的許多人民，如在莫三比克的北部德爾加杜角的百姓，正在經歷嚴重的人道危機，
願生命之主讓他們感覺到祂親近他們；願上主溫暖眾多逃離戰爭、旱災和饑荒的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的心
靈；願上主賜予眾多的移民和難民保護，其中有許多是兒童，他們的生活條件令人難以忍受，在利比亞，
以及在希臘和土耳其的邊界尤其如此。我也不忘萊斯沃斯島，願上主恩佑委內瑞拉境內達成具體和立即
的解決方案，讓飽受政治、社會、經濟和醫療的嚴峻局勢之苦的人民能得到國際救援。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冷漠、自私、分裂、遺忘，真的並非我們現在願意聽到的詞語，我們希望能永遠摒
除這些詞語！當恐懼和死亡在我們心中得勝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我們不讓主耶穌在我們的心中和我們
的生活中戰勝時，這些詞語就好像占了優勢。主耶穌戰勝了死亡，開啟了永恆救恩的途徑，願祂驅散我
們可憐世人的黑暗，並引領我們進入祂永不日落的光榮日子。
藉著這些省思，我渴望祝福你們大家復活節快樂！（梵蒂岡新聞網中文翻譯）

憶鋼琴家吳漪曼姊姊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文．圖片提供／于德蘭
漪曼姊姊離世已半年了，我最近常常想起她清麗的面容，銀鈴似的聲音，絕佳的氣質及堅定的宗教
情懷。
1949 年，國家動亂之際，漪曼姊姊和她的母親先行來台，父親吳伯超先生隨後搭乘太平輪赴台，途中
卻不幸遇難，淹沒於大海中，當時漪曼姊才 18 歲。
漪曼姊姊在台灣師大就讀三年級時，鼓起勇氣，寫信給熱心助
人的于斌樞機主教，表示她想要出國深造的心願，很快地，得
到于樞機的幫忙，獲得美國天主教大學全額奬學金，後又得以
赴西班牙、比利時深造；她自身感覺到開始在天主安排的「愛
的教育」中成長，認識到愛在信仰者心靈中發出輝光，這也影
響形成了她日後待人接物的態度。
在《教育實踐家吳漪曼》這本書中，特別敍述道：「于斌樞機
主教不但是吳漪曼的恩師與心靈的導師，同時也是她生命中的
貴人，從尋求出國留學的機會，到踏上美國的旅程，于斌樞機
莫不鼎力協助。在失去父親後，吳漪曼內心一直是寂寞的，因
為她再也不曾看到父親那樣凡事投入的人。直到遇見了于斌樞
機，這位全然無私地犧牲奉獻，關懷世人，照顧
留學生的長者。她既敬愛于斌樞機主教，更景仰他崇高的人
格。吳漪曼隻身在國外求學期間，宗教的力量帶領她度過重重
難關，也指引了她一生的明路。」由此可見，教會神長大愛的
教育影響年輕人至深。
1955年于斌樞機及吳漪曼攝於西班牙馬德里大使館

在1951年7月2日于斌樞機為吳漪曼付洗，從那以後，幸運的她成為一位天主教會內的好教友。
我們中學時期，漪曼姊姊學成歸國，定居台灣，陪伴吳媽媽，並開始教書。我們第一次見到她時，在大
伯父于樞機的應允下，她帶我們兄妹及表妹瑪琍去台北兒童樂園玩了一天，她溫柔可親的態度給我們十
分好的印象。
1963年，奧地利的知名莫札特權威蕭滋教授（Dr. Robert Schulz)，因交換教授計畫來到台灣，這段期
間，他和鋼琴家吳漪曼因音樂而相知相遇，惺惺相惜，兩人於 1969 年結婚。蕭滋自此根留台灣，數十
年來，兩人在台灣培植了無數音樂人才，對台灣的音樂教育作出很大的貢獻，在音樂界極受敬重。
大伯父于斌樞機於1978年8月16日在羅馬蒙主恩召後，每年的于樞機生辰及祭日，漪曼姊姊和我們一
樣，都會訂高架大花籃送至于樞機墓園，四十年如一日，以表敬愛、懷念之忱。漪曼姊姊也親赴輔大于
樞機墓園悼念，以盡學生晚輩心意，這也是她知恩圖報的美德。
漪曼姊姊生前和我母親張秀亞女士情誼深厚，她稱母親為姑姑。
她介紹工讀生給我母親，母親的好學生每年也很樂意陪漪曼姊姊外出及去輔大于樞機墓園，彼此常相互
關懷幫助。漪曼姊姊在比利時留學時，和在比國深造的神師賈彥文總主教很熟，她和狄剛總主教也很
熟。有段時間，她每個月固定地請她家幫忙的人送些做好的熟食給他們3位。有次，我回國正巧碰到吳

姊家的阿南送一隻滷的大雞腿和煮好的一些雞蛋來給媽媽，看來都是很營養的食物，這也是她對長輩及
神長的一份孝敬之心，在現今社會確實很難得。
漪曼姊姊對待我和哥哥金山，都當作自已的弟弟妹妹一
般愛護。我們每次返台，漪曼姊姊一定請我們吃飯，也
要我們約朋友一同歡聚，有時還請我們去國家音樂廳欣
賞音樂會。
一年年地，眼見漪曼姊姊身體變弱。有一次我們吃完
飯，她一定要我們去她家附近一家很精緻的服飾店，堅
持要給我們買衣服，婉謝不了，只好我和嫂嫂各選一件
衣衫，她才感到很安心。原來她晚年得了骨質疏鬆症，
也不能走長路，由外頭回家時，常經過那服飾店，就進
去歇一下，累了就坐在店裡椅子休息，並告訴店主，等
她妹妹回來後，會來挑選漂亮衣服，一方面是答謝店主
常讓她在那裡小作休息，真是有心人哪！
我母親在世時，她們常電話連絡，有時互寫卡片。這些
年我偶爾也會打電話問候她，近年來漪曼姊姊倒是常打
長途電話來家裡，其實，也沒什麼事，只是問問我們大
2015年吳漪曼教授（前排左）與于金山夫婦（
大小小每人都過得好不好？並提到她常常頭暈，我請她
後排左一、二）及葉聖桄、于德蘭夫婦合影於
萬勿熬夜晚睡，她有時為整理蕭教授的資料，入睡很遲， 台北家中。
我請她要保重身體。
當我回台，帶給她西洋蔘茶，很方便沖飲，又對身體好，她才勉強收下。有一次，我送她一條大方圍
巾，她打開來說：「太漂亮了！德蘭，我看到了就是收下了，因為我早就退休，年紀也大了，用不著這
麼漂亮的圍巾，還是妳幫我圍著吧！」漪曼姊姊就是這樣簡樸又客氣周到，溫柔中又有堅持，因此，禮
物委婉地又回到我這了。
去年3月28日，在輔大校園為母親舉辦了《張秀亞信仰文集》新書發表會，遠遠看到漪曼姊姊由菲傭扶
持進會場，因她的身體太弱，勉強撐著開完會，也真不容易，未能留下午餐就回家休息；當時我感到很
難過，漪曼姊姊的健康情形已大不如前，開始走下坡了。
去年她離世前幾個月，我和她還通過電話，我請輔大天主教宗教研究所的黃小姐去看了她兩次，她很高
興。漪曼姊姊和輔大江漢聲校長也熟，他們都是愛樂人士。
想到下次回台再也見不到漪曼姊姊優雅的身影，從此以後，又少了一位親近的人可探望，思之真是不勝
感嘆，相信此刻漪曼姊姊的靈魂已安歇在天主懷中。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認識聖若亞敬及聖亞納
摘錄自網路

認識我們的聖人系列：聖若亞敬及聖亞納 Ss. Joachim and Anne (聖
母雙親)
上溯至第二世紀的古老傳說，便稱若亞敬與亞納是聖母瑪利亞的雙親。
聖亞納的敬禮，于第六世紀時， 在東方教會中即已開始，而于第十世
紀時，才在西方教會中流行;對聖若亞敬的敬禮，則是較後期的事。
聖婦亞納是聖母瑪利亞的母親。
聖經中沒有提到聖母父母的名字，公元 2 世紀中葉有了他們名字的記
載：亞納或哈納，意思是“恩寵”。
聖婦亞納的敬禮，在東方 6 世紀業已開始。第 7 世紀初，傳入西方。直
到 14 世紀末詹姆斯•瓦拉吉著名的《金色傳奇》廣泛傳布之後，聖婦
亞納的敬禮才普遍傳開。
1578 年教宗額我略十三頒定爲普世的瞻禮，聖亞納成了不列颠、加拿
大、魁北克的主保。尤其是博普萊的“聖善亞納”聖殿最負盛名。礦工
與婦女在生産中呼求瑪利亞的媽媽的代禱。1622 年，教宗額我略十五世曾一度定爲休假瞻禮。19 世紀
教宗良十三世定爲二等複式的瞻禮。
聖經上關于聖婦亞納的事迹，雖無隻字提及。但是她既爲始胎無玷瑪利亞的母親，在教會諸聖中所占的
地位，自屬崇高非凡。
聖若亞敬是聖母的父親，道德高超。若亞敬名字的意思，是“上主的準備”。若亞敬生聖母，聖母生耶
稣基督，聖人“準備”上主的降生，真是名符其實。根據很早的僞經傳說，聖母的父母出身于加裏肋
亞，後來遷往耶路撒冷，并死在那裏。在他們的住房附近，聖婦赫利納建造了一座聖堂舉恭聖若亞敬和
聖亞納，也建了他們的墳園。後來這些建築成了穆斯林的學校。1889 年墳墓等建築又恢複如前。
教會很早就慶祝聖若亞敬的瞻禮，但日期頗有參差。自公元 1983 年起，聖若亞敬的瞻禮定在 8 月 16
日，現在又與聖亞納一起都在 7 月 26 日慶祝，這樣更合情合理。
聖若亞敬及聖亞納堂
（Chiesa dei Santi
Gioacchino e Anna al
Tuscolano）是一座羅馬
天主教教堂，位於羅馬
Torre Maura 區的 viale
Bruno Rizzieri。該堂供
奉聖母瑪利亞的父母若亞
敬和聖亞納。
堂區於 1982 年 3 月 1 日由 Ugo Poletti 樞機創建。教堂由建築師 Sandro Benedetti 建於 1982-1984
年。 1984 年 4 月 12 日祝聖。 1988 年 6 月 28 日封為領銜堂區。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0 年 5 月
福傳意向：為執事
願執事在為聖言和窮人的服務上保持忠信，成為振奮整個教會的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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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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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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