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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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

聖事活動
地點:

時間:

每月彌撒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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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02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十八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八月09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八月16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八月23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八月30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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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組: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八月15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查經暫停。

八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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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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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21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地點:
Google Meeting
詳情請與Bruce連繫
陳夙慧
Su-Hui Wang (949) 653-5828

主題:德訓篇 1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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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女大德蘭：
不要讓任何人，任何事嚇到你，動搖你。
一切都會過去，都會改變。
只有天主不會改變。
要有耐性才能完成你的使命。
完完全全地依靠天主。
有天主你什麼也不缺。

《月刊訊息》
 教宗方濟各 6 月 14 日主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大
殿宗座祭台主持了基督聖體聖血節大禮彌
撒，並在感恩祭結束後明供聖體。請看轉載
自天主教周報教宗當日的講道內容《聖體聖
事醫治我們脆弱的記憶》。我們也期待新冠
疫情早日結束，大家都可到教堂領受基督的
聖體。
 本刊徵得蘇崑勇神父的同意將以連載的方式
刊登蘇神父所寫的《彌撒知多少？》一文。
希望本刊的讀者能耐心地跟著每一期登出的
內容，讀完它，對彌撒的結構與其神聖的意
義，有較完整、具體並深刻的了解與認識，
有助於日後更專注、更有意識且更喜樂地參
與彌撒-感恩聖祭。。
 7 月 16 日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輔仁大學宗教系、文藻外語大學文學、文化
與翻譯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一場關於張秀亞
的微型論壇，希望透過這位天主教文學作家
之作，為這動盪變化，疫情未歇的時代注入文字的安定與神聖的力量。請看《我曾持一卷詩來到你
身旁》一文。
 感謝余惠美姊妹提供，在香港教區廣傳的一篇小詩《疫境思維》，疫情期間值得我們細細品味，思
考、感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本會訊》
 因為 COVID-19 疫情日趨嚴重，本堂中文彌撒依舊暫停，請本會教友們留意您的 email，一旦中文彌
撒恢復舉行會長將以 email 通知大家。

在疫情期間，大家的日常活動都大量減少，
更有時間靜下心來讀經默想。這段期間您在
讀經靜默時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歡迎您不吝
寫下心得及感想分享，豐富我們的靈修生活。
來稿請 email 至 shwang828@gmail.com

聖體聖事醫治我們脆弱的記憶
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方濟各 6 月 14 日主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大殿宗座祭台主持了基督聖體聖血節大禮彌撒，並在感恩祭
結束後明供聖體。教宗在講道時強調，聖體聖事醫治我們脆弱的記憶，少了記憶，我們就會從滋養我們
的土壤中連根拔起，有如樹葉一般隨風飄逝。
教宗當天在宗座大樓書房窗口領念三鐘經前，帶領信友省思聖體聖血節彌撒的讀經，談論共飲同一杯
爵、分享擘開的餅的雙重效果，也就是神聖奧秘效果和共融效果。
教宗在聖體聖血節彌撒道中指出，天主知
道我們的記憶會有多麼短暫，所以「祂留
給我們一個紀念」，遠超過文字和記號的
紀念。「祂給了我們天賜食糧，這食糧的
滋味令人難以忘懷。祂留給我們麵餅，而
祂真實地臨在其中，確實活在其內，帶著
祂聖愛的一切風味 。」「 在 彌 撒
中，耶 穌 的 聖 死 與復活就在我們眼
前」。
教宗表示，聖體聖事醫治我們脆弱記憶的
三個面向。首先，主耶穌聖體聖血的慶典
醫治我們「孤兒般的記憶」，使我們的心
靈充滿聖神慰藉人心的愛；再者，聖體聖
事也醫治我們「負面的記憶」，我們是耶穌眼中的珍寶，當得起與祂同桌共餐；聖體聖事醫治的第三
個面向是我們「封閉的記憶」，記憶的傷疤使我們心懷恐懼和質疑。因此與他人保持距離，態度傲
慢，錯誤地期盼自己能掌控各種處境。「然而，這確實是 個幻想，因為只有愛能根治恐懼，使我們脫
離我封閉、裹足不前的狀態」。
教宗表示，「耶穌在毫無防備的脆弱祭餅裡，溫柔地前來與我們相會；祂成了擘開的餅，好能打破我們
自我中心的外殼；祂獻出自己，為了告訴我們，唯有敞開自己，我們才能擺脫內在的禁錮、心靈的癱
瘓。」耶穌在祭餅裡奉獻自己，邀請我們別把生命浪費在無用之事上，「聖體聖事滿足我們對物質的飢
渴，燃起我們服務的渴望。」
耶穌臨在於聖體聖事中，「成為我們的養分，為我們所吸收，並在我們內成了更新的力量，帶來活力和
渴望，讓人每次暫停或跌倒後想要重新出發。」然而，我們必須「同意並樂意接受轉變，改變我們思考
和行動的方式」，否則我們的參禮將淪為「徒具形式的空洞儀式」。共融的效果是指「參與感恩祭者彼
此共融以形成同一個身體，成為按照同樣的方式被擘開並分施的餅。」「祂留給我們真實、具體且永久
臨在的聖事；如此一來，我們只要持續與祂相結合，就能時時刻刻領受友愛的恩典。」
聖體聖事的雙重效果：一是與基督相結合，二是受基督聖體滋養的人彼此共融；雖然的確是教會在舉
行聖體聖事，但更重要的是，聖體聖事塑造教會。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彌撒(感恩祭)知多少？
蘇崑勇神父
以下幾個文件就是此文內容資料主要的參考來源，我從這些來源中摘取資料並加以整理之後，再呈現給
讀者的：
1「天主教教理 卷二 基督奧蹟的慶典 第二部份 教會的七件聖事 基督徒入門聖事第三條 感恩(聖體)
聖事」(第 1322~1419)
2「新加坡天主教成人慕道手冊綱要，天主教守禮社發行。」第 103~108 頁。
3「彌撒經書總論(2003 年修訂版)」 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合譯
第二章 彌撒的結構、要素與部分 (彌撒經書總論 27~90 號)
4「彌撒流程釋義-作者不詳(網路上摘取資料)」
5「感恩祭釋義-香港教區更新運動委員會出版，1990 年。
6「香港教友總會慕道函授課程：聖事重溫〔5〕- 感恩祭--彌撒」
壹、前言-彌撒是什麼？
一．彌撒(感恩祭)的由來1962 年教會在梵蒂岡召開的梵蒂岡第二界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時，在新訂的教會禮儀憲章裡說-耶穌
在最後晚𩜨中，舉行了第一台彌撒(感恩祭)：
「我們的救主，在祂被出賣的那一夜，在最後晚餐中，建立了祂的體血感恩祭獻，藉以永留十字架的
祭獻於後世，直到祂再度來臨，並把祂死亡復活的紀念，託付給親愛的淨配——教會。這是仁愛的聖
事、統一的象徵、愛德的聯繫、逾越宴會，在此以基督為食物，心靈充滿恩寵，賜給我們將來榮福的
保證。」(梵二禮儀憲章 47 號)
因此，彌撒聖祭(感恩祭)根本就是耶穌親自選定的一個向天父獻祭的方法，用來重演祂在十字架上的祭
獻，使各時代的教友，藉著這個隆重的祭禮，獻給天父一份至尊貴的禮品〔即耶穌自己〕。
二．天主教教理 卷二 基督奧蹟的慶典 第二部份 教會的七件聖事 基督徒入門聖事第三條論及感恩(聖
體)聖事的彌撒意義：
1．彌撒是祭獻是人對神、對造物主最高的頂禮與膜拜：既是祭獻，就該有祭品和奉獻祭品者(就是司祭)。是新約的
祭禮，不同於舊約時代以牛羊、穀物當作祭品的祭祀。是基督祭獻自己體血的感恩祭禮：耶穌自己就
是每一次新約祭獻(彌撒)時的祭品，祂奉獻的是自己的生命，在祂身上一次而永遠，徹底地完成了天
人間的修好與共融。(參閱：希，九：28；十：5-7) 耶穌自己又是獻祭者(司祭)，是天人間真正的中保
與橋樑，在彌撒祭祀中，祂以大司祭的身份，將我們所有參與祭祀者的生活與奉獻，連同祂自己的犧
牲，一起奉獻到天父台前。(參閱：瑪，五：23-24；十二：7；羅，十二：1)
2．彌撒是宴會(主的晚餐-最後晚餐)這是仁愛的聖事、是團結的標記、是愛德的聯繫、是逾越的宴會。這是逾越的宴會，「在此宴會中我
們以基督為食糧，使心靈充滿恩寵，並獲賜將來榮福的保證；」(參閱：梵二禮儀憲章第 47 號)

聖經記載：「盟約的祭餐」(格前，十：16-17)：藉著吃喝，彼此立約，並與上主結盟。
「主的宴席」(格前，十：21) 和 「主的晚餐」(格前，十一：20)
彌撒在初期教會中，不叫作彌撒，而是「擘餅禮」，而且通常是在晚餐中進行這種擘餅的禮節。
「擘餅禮」的意義，表達了當時基督徒們在一起，為生命而共宴，一同領受耶穌所賜的食糧，就是天
主聖言和耶穌的體血。在彌撒中，基督徒體會到因信仰而共融的真諦：
在彌撒中我們所領受的餅和酒，是基督真實的體血：瑪，二十六：26-29；谷，十四：22-25；路，二十
二：14-20；若，六：26-69 。因為彌撒是根本源自於耶穌的「最後晚餐」。參與彌撒就是在回應基督
的邀請，和祂共進晚餐：路，二十二：15；瑪，二十二：3
3．彌撒是紀念-是基督死亡和復活的紀念：
彌撒中的紀念，是一種超時空的「有效的紀念」，它不只是回憶已經過去的歷史，而是基督在歷史中
的救恩事跡真實的「重演」，是基督在加爾瓦略山上祭獻的真實「重現」，它的救贖效果並不受時間
和空間的限制，是一次而永遠，且是為救贖歷代所有相信主的人。
舉行彌撒祭獻時，是「紀念主的死亡」、「慶祝祂的復活」、「期待祂光榮的再來」。
在舉行彌撒時，基督的救世工程臨現在整個禮儀的行動中。在舉行彌撒時--- 基督自己是司祭-因為是祂親自在執行祂那永恆的大司祭職。
--- 基督自己是祭品-因為是祂自己被祭獻了。
--- 基督自己是祭台-因為是藉著祂的犧牲、在祂內，我們的祈禱、讚美和奉獻，與祂的犧牲一同被奉
獻了。
4．彌撒是感恩：
是一種對自己及對世界的存在，在聖神內、藉著基督、偕同基督，表達出我們對天主的感謝與讚美的特
殊祭禮。在參與彌撒時，是我們全體信友在一齊舉行祭獻，而由一位司鐸來主禮。故此，信友應積極地
參與主日彌撒。整個彌撒(感恩祭)的慶典，是一個敬禮的感恩行動。
如此，當我們更清楚知道教會的教理對彌撒的神聖定義之後，在參與彌撒聖祭時，應該更容易提醒自己，
要以莊重的態度看待和參與。因為此時正是我們對至高神、我們的天主給予最高的頂禮和膜拜的時刻；
因為此時正是我們基督徒團體在此聖宴中見證團結及愛德聯繫的神聖時刻；因為此時正是我們被召，有
幸可以回到基督耶穌受苦、受難、被釘十架上受死的當下時刻，可以親臨耶穌當下為救世人免於靈魂陷
於永死的危險，而受難、受苦至死的真實場景的神聖時刻；因為在參與彌撒祭祀的時刻，正是我們懷著
感恩的心，為「紀念主的死亡」、「慶祝祂的復活」、「期待祂光榮的再來」的時刻。
下一期將繼續和大家分享「從彌撒經書總論第二章-彌撒禮儀流程(結構)-來認識彌撒的各部分及其意
義」。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我曾持一卷詩來到你身旁
----天主教文學微型論壇 探討張秀亞作品中的神聖力量
文／黃渼婷

「懂得仁愛的人，才能把握到幸福的本質。」～張秀亞，《三色菫》
文學描繪人世間的生活百態， 天主教文學則透過文字，在描繪人的生活百態中淨化人心， 給予人們來
自天主的正向能量。天主教文學的發展最早可推至16 世紀傳教士的譯介、教友間的口耳相傳，微書抒
懷，乃至今日的逐漸開展。16世紀之前，或許仍有些天主教友之間的小小著述，不過多數未能妥善流傳，
因此難以考究。究竟該如何定義天主教文學， 誠屬研究者的戮力的範疇；不過， 如何欣賞以及廣為推
薦好的天主教文學著作就是每位知音、教友能夠做的事情了。
談論到知名的華人天主教文學作家，最為膾炙人口的即是蘇雪林、張秀亞以及王文興；其中與輔仁大學
淵源最深的莫過於張秀亞。來自河北滄縣的張秀亞聖名為則濟利亞（ Cecilia），為輔仁大學的校友及
教授。自小即嶄露過人文才，9歲時於《兒童週刊》發表作品，16歲時，詩作獲知名天主教報刊《益世
報》刊登，其後作品也常見於《大公報》、《人生與文學》、《現代文藝》等刊物。在輔仁大學求學期
間，張秀亞找到了信仰深度的歸依，神聖帶給她的力量以及靈魂所渴望的神糧，這些領會與力量透過文
字書寫，不斷傳遞。
張秀亞的文字充滿了「定」與「靜」的魅力，這魅力並非僅是因為她藉筆抒懷，而是她透過筆將上主啟
示於她的神聖力量、具原創性地記錄下來。這些書寫無疑是精緻動人的！她的創作品類相當多元，如詩、
散文、小說、藝術史類論述及翻譯等等。令人感動的作品如〈北窗下〉、《皈依》、〈聖母讚歌〉、
《幸福的泉源》、《天香庭院》、譯作《聖女之歌》、《回憶錄》、《恨與愛》、《心曲笛韻》、《改
造世界》等； 作品於2005年由國立台灣文學館集結出版為《張秀亞全集》，2019 年由聞道出版社再次
集結她的信仰相關著作，出版為五大冊的《張秀亞信仰文集》。
這些作品交織了張秀亞個人的信仰生活感悟，以及當時她與教會的聯繫，她的生活可說是透過文學交織
而成的一部教會史。她與教會的聯繫是相當緊密的，例如，她在輔大女院院長盧德思姆姆（亦為新竹天
主教曙光女中創辦人)，以及顧若愚神父的託付之下， 為教會撰寫書籍；她在于斌樞機的託付下，翻譯
了《改造世界》， 在雷煥章神父的請託下，重譯了《聖女小德蘭回憶錄》、《恨與愛》，她也透過譯
介《心曲笛韻》讚美聖母。〈聖母讚歌〉也是她讚頌聖母的一首美詩。從這些創作與譯作當中，清晰可
見她以文字支持教會的貢獻與心意。
談論張秀亞，不能僅談其成就， 而不談論她的作品。不同人閱讀其作品，可能會有不同的觸動。因為，
天主透過她的作品和每一個人談話。張秀亞不同的作品能給與人不同的感觸與力量。例如在《皈依》
中，可見到人間的愛情如何昇華到神聖之情。其中促成人的感情昇華之因，也是愛情，但是一種出自於
對上主的愛而產生的「情」。散文與小說透過情節的鋪陳，引領人與創作者一同走向神聖之境，而詩作
則是在簡練的文字中，給予人更多空間，參與神聖。其中更顯露出更深沉與引人深思的藝術美感。對於
我而言，張秀亞的〈綠影〉與〈每晚〉給了我很深的共鳴。在〈綠影〉中，張秀亞如此寫道：
秋天來時，西風涼雲，陽光淡得像杯白水，斜斜地撒潑在牆角，使人感到蕭瑟，而草坪上重疊烙下樹影，
則有如一塊鮮活的翡翠了，使人的眼睛在上面可以溫習一下春天，這讓我更理會出「境由心造」一語的
真義。我們能常常保持快樂的心境，當是上主所悅樂的一種美德吧，何不更進一步，在荒冷的世界上，
常常微笑著「重播」春天？

張秀亞以寫景方式，道出她理解的來自於
天主的美德，也藉此給予鼓勵，希望我們
在荒冷的世界上，時常微笑，不斷地給予
彼此溫暖。大自然來自於天主，美麗感動
的話來自於天主，而我們身處在天主所創
造的世界中，若能將大自然以及人心中的
美善給予彼此，的確就能進入張秀亞所書
寫的景致中與心境中。
她在〈每晚〉中，則以另一種境界鼓勵著
我們要時時緊守著對於天主的等待之心：
每天晚間，讓你要守望在心靈的岩洞邊，
等待著至愛之主，再一度的誕生，祂在
來，時時刻刻在來，分分秒秒在來。不要
讓你的靈魂瞌睡吧！
張秀亞的所有作品時時刻刻給予人的心靈
安和的憩息，也分分秒秒給我們的鼓勵走
向天主。在閱讀她的作品時，我們參與了
天主的神聖力量灌注在她身上的果實。她
的哪一篇作品能進入你的內心，則有賴你
的閱讀，進入她的世界與其共感。
人的世界不能缺少文學、溫暖與感動。受
到天主啟發的文學，不僅只是文學，而是
帶著神聖力量的文學。為了更一步了解張
秀亞的信仰與創作，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宗教系、文藻外語大學文學、文化與翻
譯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一場關於張秀亞的微型論壇：〈2020 天主教文學微型論壇「我曾持一卷詩來到
你身旁」──張秀亞作品中的神聖力量〉，希望透過這位被評論家譽為「凡有井水處，皆歌柳永詞」
的重要天主教文學作家之作，為這動盪變化，疫情未歇的時代注入文字的安定與神聖的力量。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疫境思維
不埋怨不能外遊，只感恩昔日有機會探索世界；
不埋怨天天在家，只感恩我仍可在家，不在醫院；
不埋怨沒法晚聚，只感恩廚房豐足，沒有缺糧，樂在烹調；
不埋怨熱天熱口罩，只感恩口罩不難買，不用慌張排大隊；
不埋怨半年仍未有疫苗制止病毒，只感恩醫護盡心竭力；
不埋怨生命無常，只感恩聖靈在內，掌管我心；
不埋怨孤單寂寞，只感恩獨處操練，耶穌基督就在身旁；
不埋怨災禍降臨，只感恩雲上的天父，在嚴痠之日，天天以彩霞印記，祂在這裡。
學懂感恩，才會開心💕💕

通功代禱
本會鄭仲凱弟兄的母親鄭郭美逢(Mary Cheng)
女士於七月十九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年九十 歲。
求主護佑鄭媽媽的靈魂早升天國並請為
鄭媽媽的家人祈禱。

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0 年 8 月
總意向: 為海事界
為所有在海上工作和靠海維生的人祈禱，包括海員、漁夫和他們
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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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u8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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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平
駱修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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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麗
于德蘭
陳夙慧
鄭仲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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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京
潘煥霞
孫美祥
陳夙慧

(714)
(714)
(949)
(949)

潘曼麗
余惠美

(714) 520-5951
(949) 350-1077

535-5848
964-7886
485-4845
653-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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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