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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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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金句 

 

 
天主能豐厚地賜與你們各種恩惠，使你們在一切事

上常十分充足，能多多行各種善事。（格後９：８） 

 

 

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

呈上你們的請求 。（斐 4：6） 

 

 



 

 

 

十一月份 聖事活動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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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01日上午 10:30 (諸聖節)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十一月08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十一月15日上午 10:30（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十一月22日上午 10:30（基督普世君王節)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十一月29日上午 10:30（將臨期第一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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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21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查經暫停。

地點:

中區時: 十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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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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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20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主題:德訓篇 17-18章
地點: Google Meeting

詳情請與Bruce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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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彌撒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月刊訊息》 

 8 月 15 日是聖母蒙召升天節，教宗方濟各在三鐘經前的講話中表示，童貞聖母的靈魂和肉身被提升

天，為賺得“永恒的天鄉”指明道路。請看轉載自天主教周報的報導《教宗恩准延長洛雷托禧年俾

使普世獲享神益》。 

 本月繼續刊登刊蘇神父所寫的《彌撒知多少？》第四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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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誕生在五百多年前的依納爵，是耶穌會的會祖，他開啟了一種特別的靈修方式。時至今

日耶穌會已成為世界第二大修會，依納爵神操也成為一種備受推崇的靈修方式。本月為大家介紹耶

穌會陸達誠神父所寫的《依納爵的秘笈》一文，提供教友們平日靈修的一個目標與方法。 

《本會訊》 

 因為 COVID-19 疫情仍然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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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恩准延長洛雷托禧年 俾使普世獲享神益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8月 15 日教宗方濟各在三鐘經前的講話中表示，除了征服月球那個難忘的日子外，人類歷史上還有一

個更為無限大的征服。聖母的雙足踏上天鄉，不僅是靈魂，而且肉身和整個人都被提升天。卑微的納匝

肋童貞女的這一步是人類的偉大飛躍，為賺得「永恆的天鄉」指明道路。教宗邀請我們牢記天主在我們

生命中行了大事，天主是偉大的，我們是祂所愛的軟弱的人。 

此外，聖母升天節前夕、義大利洛雷托聖母之家朝聖地宗座代表達爾欽總主教（Fabio Dal Cin）在誦

念玫瑰經結束時，宣布了教宗准許延長洛雷托禧年至 2021 年 12月 10日，讓信友們得以在這全球疫情

下，多出 12個月的時間來獲取禧年的神益。 

西方教會隆重地慶祝聖母升天節，紀念 70年前的 11月 1 日教宗碧岳十二世宣布聖母靈魂與肉身一同升

天為當信的教義。教宗方濟各解釋，注視榮福童貞聖母使我們明白行走的目標。由於聖母瑪利亞已經抵

達這個終點，她是引領我們的那顆星。教宗說：我們行走的目標不是要贏得這世上會消失的事物，而是

要賺得永恆的天鄉。正如梵二大公會議所教導的那樣，「聖母給旅途中的天主子民明白指出確切的希望

與安慰。」（《教會憲章》68號）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路 1：46）是當天《路加福音》記述童貞女的第一句話。教宗指出，這句話成

了「瑪利亞對我們的勸告」。我們經常被困難所嚇倒，因為我們沒有像聖母那樣——將天主作為生命中

的至高者。瑪利亞承認自己的卑微，從而認出天主為她所行的大事而頌揚天主，喜樂也由此而生：喜樂

不是因為不存在困難，它遲早會來到，喜樂是來自天主的臨在。因為天主是偉大的，我們是祂所愛的軟

弱的人。 

教宗最後邀請眾人，每天至少說一次「上主，願祢受讚頌」。要牢記我們每個人都能像瑪利亞那樣「躍

出一大步」，這使我們的心胸寬廣，喜樂倍增。讓我們向聖母祈求這個恩寵，每日舉目望天，如同卑微

者所行的那樣。 

同時，教宗也決定把洛雷托禧年延長至 2021年 12月 10日為止，這個禧年是為紀念教宗本篤十五世於

100年前宣布洛雷托聖母為所有飛行人員和飛行乘客的主保。達爾欽總主教表示，值此人類的艱難時

期，慈母教會恩賜我們另外 12個月的時間，在聖母瑪利亞的陪伴下，以基督為起點重新出發。對每個

人來說，聖母都是安慰與確切希望的記號。 

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 8月 15日聖母升天節正日在法國露德聖母朝聖地主持大禮彌撒時，敦促信友把

眾多祈禱意向全然託付於聖母。當天，帕羅林樞機不僅與信眾共同慶祝聖母升天節，也和他們一起歡度

2020年法國全國朝聖活動，以及聖母升天會創立 175年慶典。 

聖座國務卿在彌撒講道中重申，聖母瑪利亞「向我們顯示出安慰與確切希望的記號」，並指出，在全球

疫情與當今世界的許多衝突中，這教導更具有現實意義。聖母的靈魂與肉身一起升天的奧跡，讓我們得

以分享她的「樣貌」，也就是成為活出感恩聖事的男女，把「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這句話奉為生活

圭臬，以準備我們升天的道路。 

帕羅林樞機進一步解釋，謙遜地分辨，意味著要身體力行讀經和福音所教導的―—「不害怕、不退縮、

不屈服」。樞機鼓勵信友，愈加肖似於光榮升天的童貞瑪利亞，從而更加歡喜地成為肖似聖母的兒女，

完全投身於傳教員及福傳者的盟約和旅程。他表示，人人在露德都是朝聖者，朝聖是個教會信仰的記

號，當人們以肉身及心靈的眼和手觀看、觸摸開放的岩洞時，天主便向我們傳達「友愛共處的奧秘」，

以為這受考驗世界的指南。 



 

 

 

帕羅林樞機也會晤了創建 175年的聖母升天會士，他指出，聖母升天會 175年來歷程，沒有變成非政府

組織或職業工會那樣，卻始終是「弟兄的家」、「真正的信仰團體」。換句話說，活出了效法基督愛我

們的榜樣，「一起服務他人，並為他人付出」；這福音的力量讓人能堅定不移、毫不焦慮地善度短暫的

當下，在轉瞬即逝的片刻，標誌出時代的演變。 

樞機並強調，務必要改變思考模式和固有態度，因為「我們今天不再是唯一創造文化的主體，既不位居

首位，也不再廣受聆聽。」樞機談及新的「牧靈思維」，敦促會士們服務近人，並且一心只為基督。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彌撒(感恩祭)知多少？ 
蘇崑勇神父 

本期內容承接上期最後的部份-「二．彌撒開始-進堂式(聖道禮儀之前的儀式) 2-5 光榮頌」 

2-6．集禱經  

總論 54：「然後，主祭邀請會眾祈禱；全體與主祭一起先靜默片刻，使各人意識到自己站在天主台前，

並在心中提出自己的意向。然後主祭誦念這通常稱為「集禱經」（collecta）的禱詞，此禱詞說明所舉

行之慶典的特性。依照教會古老的傳統，這禱詞慣常是藉著基督，在聖神內，呈於天主聖父的信眾連

合於主祭的祈禱，一同高呼：「阿們」（Amen），使之成為自己的禱詞。」 

在感恩祭中，有四篇經文是由主祭誦唸的。他們就是「集禱經」、「獻禮經」、「感恩經」和「領聖

體後經」。這些經文都因不同的季節、慶日而改變，而其中「集禱經、獻禮經及領聖體後經」，都是

結束某部份禮儀的經文。 

「集禱經」是在悔罪禮及光榮頌後誦唸，而誦念前，主祭都高聲唸「請眾同禱」，按禮規靜默片刻，

信友此時個別向天父祈求，然後主祭才代表團體唸簡單的結束禱文 – 集禱經，因爲它正是為集合信眾

的禱告而命名的。 

集禱經的內容：― 邀請：請大家祈禱。  

  ― 默禱…  

  ― 呼號天主（父）…  

  ― 追念天主之恩寵…  

  ― 求恩…  

  ― 透過基督…  

  ― 阿們（會眾肯定主祭所求，願天主俯允。）  

集禱經的功能： ― 準備禮（進堂式）結束禱詞。  

   ― 指出當日慶典的特性…  

   ― 主祭以大家的名義應誦念的禱詞。 

3.進堂式在進堂時，依節期不同，方式也不盡相同- 

― 一般(平日)：進堂詠，懺悔詞…集禱經。  

― 主日：可以由灑聖水禮開始…集禱經。(由主祭決定是否灑聖水) 

― 特別祈禱日：遊行禮(代替進堂詠、懺悔詞)…集禱經。  

― 耶穌受難日：靜默祈禱-主禮伏地（代替進堂詠、懺悔詞）…集禱經。  

三、彌撒的第一部份：聖道禮儀  

總論 29：「在教會中誦讀聖經時，是天主親自向祂的子民講話，基督也藉自己的話親臨其間，宣布福

音。所以，誦讀天主之聖言是禮儀中非常重要的一項要素，在場的人都應傾耳恭聽。在宣讀聖經時，天

主向各時代的一切人發言，並願他們領悟。而講道時所作的生動闡釋，則有助於加深對天主之聖言的領

悟，並充分發揮它的效力；講道實為禮儀行為的一部分。」 

總論 55：「聖道禮儀的主要部分是由恭讀聖經及讀經間的歌詠所組成。講道、信經與信友禱詞，則是

聖道禮儀的發揮和總結。在恭讀聖經、及以講道闡釋讀經時，天主向祂的子民講話，向他們揭示救贖和

救恩的奧蹟，並提供精神的食糧。基督藉著自己的話，親臨於信友之中。會眾以靜默和歌詠來汲取天主



 

 

 

之聖言，並藉信仰宣誓（信經）肯定他們忠於天主之聖言。他們因聖言而獲得滋養後，便為整個教會的

需要和全世界的得救而誦念信友禱詞。」 

1. 讀經-聆聽聖言  

1-1 彌撒中為何要讀聖經？  

我們舉行感恩祭，就是紀念及參與耶穌這個愛的行動。因此，在舉行感恩祭時，我們必須先恭聼天主的

説話，使我們更清楚知道天主是如何愛人，祂是願與人分享生命的天主；也使我們更明白天主對世界、

對我們的期望；使我們便更瞭解我們的使命。 

這些天主的啓示、指引及召喚，要求我們用生活及實際的行動去回答，這樣，我們才能分享耶穌的體血 

—— 生命之糧。因此，聖道禮與聖祭禮確是互相關連，彼此合成不能分割的整體。換言之，我們若不

聆聽上主的説話，也沒有資格去領受祂的生命。 

― 彌撒中讀經的習慣源自猶太會堂禮儀…初期教會承襲會堂習慣，其後加入新約讀經…  

― 與聖祭禮儀的聯繫：聖言揭示基督奧蹟，聖祭予以實現…  

總論 56： 聆聽聖言之後的「靜默」- 

「聖道禮儀應以有助於默想的方式來舉行。因此，應避免任何有礙收歛心神的倉促方式。聖道禮儀中宜

有片刻的靜默。這靜默要切合參禮團體，讓他們在聖神的推動下，汲取天主之聖言，並以祈禱作回應。

這些靜默時刻，宜於聖道禮儀開始前、第一篇與第二篇讀經後，以及在講道後予以遵守。」 

總論 57：「恭讀聖經，就是為信友提供天主之聖言的筵席，並為他們敞開聖經的寶庫。因此，必須遵

循聖經選讀的安排，藉以彰顯新約、舊約及救恩史的統一性。以非聖經作品來取代載有天主之聖言的聖

經選讀和答唱詠是絕對禁止的。」 

1-2 如何選讀聖經？  

教會爲了使教友能更豐富地享用天主聖言，因此安排了在甲、乙、丙三年的讀經，給教友宣讀聖經的重

要部份。 

教會又沿用古羅馬的傳統，每個主日均選讀三篇聖經，並在第一篇及第二篇讀經之間，選用一首聖詠

(答唱詠)。 

而第二篇則選自宗徒的書信，第三篇選自福音，這是整個聖道禮的中心和高峯。 

總論 38：「應以清晰和響亮的聲音（clara et elata voce）來誦念的經文，不論是屬司祭、執事、讀

經員或全體會眾的部分，均應以符合經文性質的聲調來誦念：即按它們是讀經、禱詞、提示、歡呼或歌

詠而定；聲調也應適合慶典的形式及其隆重性。並且也要注意各語言的特性及各民族的稟賦。所以，在

禮規中所說的「念」（dicere）或「誦」（proferre），意指「歌唱」或「誦讀」，均應遵守上述原

則。」 

下期將從「三、彌撒的第一部份：聖道禮儀-1.讀經-聆聽聖言的 1-3舊約聖經選讀（讀經一）」談起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依納爵的秘笈 
陸達誠神父 

1540 年耶穌會正式成立，會祖依納爵稱它為「最小的修會」，它既資淺，人又少，不是樹，是一根嫩

芽。想不到四百年後，竟成為一棵茁壯的大樹：1960 年會士達三萬六仟人。今日雖降至二萬餘，但仍

是世界第二大修會，緊隨方濟會之後。除了人數較多外，耶穌會給人的印象，尚有深入蠻荒，如電影

「教會」所刻劃者，以及文化福傳，光在美國就有 28座大學、46所中學。 

今天耶穌會不是嫩芽，亦非小樹，稱它為最小的修會，無人相信。有人開玩笑說：耶穌會的，耶穌會士

都不會，耶穌不會的，耶穌會士都會。西文字典把耶穌會士與狡猾者等同，或許歷史家可以考證，無風

不起浪，不過此處從簡。 

依納爵心目中的理想會士是由神操薰陶出來的。每一個會士應當成為第二基督。不論他有什麼職務、佔

什麼位子，他應效法基督，做最小的一個。這絕非開玩笑。神操第一週淨化靈魂，第二週開始集中火力

在則效基督上：效法祂度窮苦的生活、效法祂忍辱，背祂的十字架，成為名符其實的「小」者。第三週

是耶穌的苦難週，更一再要求舉行神操者澈底與這位受苦者的價值觀認同。依納爵在這方面絕不讓步，

他要他的會士洗心革面，成為新人。神操從潛意識起改造舊人，使人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深度默想，達到

與主密切結合，與基督成為二位一體。 

在人內心的「基督第二的潛能」一旦開發

出來，神操的目的就達到了。每個領過洗

的教友都有此潛能，頗似佛教講的人人都

有的佛性。神操就是開發此項潛能的秘

笈。這是天主親自通過依納爵贈送給人類

的禮物。1522 年在卡陶內河畔，發生了

下列不可思議的大事： 

依納爵的明悟之眼張開了，他並沒有什麼

神視，只是他領悟了許多事情，靈修方面

的、信仰方面的以及學問方面的事，這種

種似乎都很新奇。他剎那間所領悟的細節

很多，但不能一一說明，不過他頓覺明悟

清晰，集他六十多年的人生，1 綜合來自

天主的幫助以及他所知道的種種，全部加

起來，他認為也比不過當時（1522）的頓悟。剎那間給了他如此的明悟，令他感到自己是另外一個人，

懷有另一種胸襟。 

因為這是領受的恩寵，所以領受者絕無驕縱之理。他不論作了什麼大事，仍是一個「小」者，仍是一個

「小者」團體的牧羊人。 

依納爵在三十歲受傷回家養病期間，讀了耶穌傳和聖人傳，整個靈魂被愛火燃燒起來：「聖方濟能，聖

多明能，我為何不能？」而耶穌的愛通過那本傳記透入到他的心靈深處，完全征服了他。依納爵不但穿

                                                           
1 作者按：依納爵出生於 1491年，1556去世，1555（64歲）口述《自述》時，溪畔之光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見耶穌會雅魯培總會長《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卡陶內溪畔」，臺北市：光啟，1993年，頁 17—18），卡

陶內經驗在 1522年（31歲）。 



 

 

 

上基督，還「收」取了祂的靈魂。他渴望所有做神操的人都能有同樣的經驗：找到基督，找到自己的真

正的靈魂，成為「活的基督第二」。 

而作窮人和忍辱是耶穌的傑出記號。本來這二點是人本性最厭惡的東西，因基督的感召，變成了耶穌門

徒的超級價值。依納爵在神操中一再提到這點。他認為如果作神操者對這二點毫無感覺，更不企望它們，

他要這種人在十字架前一再苦求基督改變自己，使自己逐步喜愛窮苦和受辱，成為別人眼中的「小者」。 

依納爵自認掌握一小撮真理。他要培養肯為天國一生辛勞、氣量恢弘，能單鎗匹馬去天涯海角開拓基督

神國的人。當有這種理想而通過重重考驗，終能服膺耶穌最傑出的價值：愛窮苦及甘願受辱時，他們已

可被遣發出去了。聖依納爵頗有把握：這樣的徒弟必不辱使命。 

太難嗎？是！確實不容易，但好好作過神操的人知道：天主作過更不容易的事，隨著祂，一步一腳印地

向前走，難的變成容易，且甘之如飴，這是聖愛的奧秘，天主不會失敗的。 

只要耶穌還在吸引人，神操是不會進入冷宮的。天主在人的靈魂中置放的那顆成「神」的種子必會催迫

我們走入祂的愛的洪流之中，神操是進入此洪流的有效方法之一。既授自上主，故以秘笈稱之。

（2001.08）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0 年 11 月 

 

總意向:為人工智慧 

願機器人及人工智慧的發展，總是以服務人類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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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穴婚禮喜宴度假中心 - Dragon Point Villa (Wedding/Party/Vacation Venue) 

 

 座落于八畝地的小山丘上，360 度自然美景，遠眺 Oceanside 及太平洋。 

 新屋建於 2012 年，室內 3888 平方呎，五房五個半浴，1388 平方呎木地板車庫可辦活

動，室外草坪可容納 150 人宴會。 

 地址：3888 E. Mission Road or 135 Avo Dr.                                                                            

            Fallbrook, CA 
 請聯系：Francis Hsu(許群欣) 

 Ｔｅｌ：（７１４）－８８３－６９８８ Email: hsu_888@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