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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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金句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若望福音 3:16) 

 

 

 

 

 

 



 

 

 

十二月份 聖事活動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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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06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二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十二月13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三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十二月20日上午 10:30（將臨期第四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十二月27日上午 10:30（聖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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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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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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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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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18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主題:德訓篇 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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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將臨期由 11/29日將臨期第一主日展開序幕，本月為大家介紹《Maranatha主啊！請快來！》

一文，讓我們努力善度將臨期，以無比歡欣的心情迎接救主耶穌的來臨。 

 本月繼續刊登刊蘇神父所寫的《彌撒知多少？》第五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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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即將到來，對全世界的基督徒而言，這個節日已太過世俗化而失去了原本的神聖

意義。本期選刊陸達誠神父所寫的短文《聖誕的天機》，陸神父特別點出了聖誕節的內涵是天主愛

人，並向人宣佈了希望的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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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上本會舉辦了自新冠疫情以來的第一次網上聚會，會長特別邀請了吳神父為大家

證道，當日主題是基督普世君王節的主日經文。參加的兄弟姐妹們許多都提早上線，先互道平安並

與大家分享近況。當天劉執事夫婦也參與了此次活動，大家都為劉執事的迅速康復感到鼓舞，感謝

天主! 特別感謝因疫情而格外忙碌的吳神父撥冗為我們證道並祝福大家。感謝 Andrew弟兄為本會設

置好 Zoom的帳號，在疫情結束前本會將充分利用此一平台多安排一些活動與所有會員保持互動。 

 

 

 

將臨期避靜 
Zoom Advent Retreat Meeting 

Meeting ID: 894 3965 5725  

Passcode:     0000  

主題：在隔離中遇見耶穌 

代領司鐸：白兆軍神父 

日期  ：12/5/2020 

第一講：10:00 am 

第二講：11:00 am 

彌撒  ：12:45 pm  

請於 9:50 am join Zoom. 機會難得， 

誠摯邀請大家踴躍參與。 

 

  



 

 

 

Maranatha 主啊！請快來！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最初的基督徒，一年只慶祝一個慶節，就是基督復活節，紀念基督死亡、復活的逾越奧蹟。這每年一度

的高峰，也在每主日慶祝。主日，是最原始的慶節，也是整個禮儀年度的基礎和核心。直到第 4世紀，

才逐漸以獨立的慶節，來紀念基督救恩史中的重要事件。 

禮儀年 

遲至 18 世紀，為了區分基督徒與俗世的時間概念，形成所謂的「禮儀年」。梵二的禮儀更新，也同時

更新了禮儀年。《禮儀憲章》102 號指陳：「教會在一年的週期內，發揮基督的全部奧蹟，從降孕、誕

生，直到升天、聖神降臨，以至期待光榮的希望，及主的再來。」教廷並據此，經聖教宗保祿六世批

准，於 1969年頒布《禮儀年曆與日曆規範》（General Norms for the Liturgical Year and the 

Calendar），以為圭臬。 

如今，「禮儀年」的結構，包括慶祝耶穌降生奧蹟的「聖誕週期」，和慶祝基督逾越奧蹟的「復活週

期」，以及銜接這兩大週期的兩段常年期。「聖誕週期」引領著新禮儀年的開始；而「復活週期」中的

逾越節三日慶，是禮儀年的高峰慶祝。為偕同天主子民更貼切的活在禮儀年的韻律和氛圍中，瞭解其意

蘊，獲得相稱的恩寵和靈修的增長，我們將陸續介紹禮儀年各時節的精神，以及適當的相關布置。 

將臨期 

聖誕週期包括耶穌聖誕節，以及

其之前的將臨期，和之後的聖誕

期，皆源於第 4世紀。 

將臨期的特質：將臨期是聖誕節

的準備時期，有雙重特質，就是

教父們強調要區別的耶穌的兩次來臨：其一，是回顧的向度：回溯道成人身的天主之子基督的第一次來

臨；其二，是未來的向度：藉此紀念，導引人全心全意期待基督在末世的光榮中再次來臨。因此，將臨

期是虔敬、愉悅期盼的時期。 

將臨期的慶祝：由聖誕節往前推算 4個主日，是將臨期第一主日，這是新的禮儀年度的開始；將臨期由

第一主日的第一晚禱開始，到耶穌聖誕節第一晚禱前結束；包括 4個主日。將臨期分成兩階段來慶祝：

從第一主日到 12月 16日是第一階段，重點在末世，急切期待救主最終的來臨，帶來新天新地，這也是

耶穌第一次來臨的完成；12月 17 日至 24日，是第二階段，直接指向救主聖誕的準備，除主日外，有

專屬的禮儀經文，類似迎接耶穌聖誕的九日敬禮。 

將臨期的顏色：將臨期在起初只是聖誕節的準備期，至中世紀初期，又添加了悔罪色彩，於是教會習慣

上，採用紫色為將臨期和四旬期的主色調。將臨期之後是聖誕期；四旬期之後是復活期，主色調都是白

色。若放在自然界的框架中來看，白色是天明，有基督的光照。等待天明前的黎明，大自然由黑轉白的

過程中，天邊的雲彩顏色會改變，逐漸由紫到白，所以，紫色有脫離黑暗、進入光明的意味，也有等

待、準備的情趣。因此，祭披、領帶、祭台布、甚至插花，以及聖堂的裝飾，皆以紫色為主。 

但是相較於四旬期，將臨期只能算是次痛悔時期，梵二後更強調其充滿著喜樂的期待。因此，在科技發

達的此世，印染技術純熟，紫色的呈現，可以有所不同，以示區別。 

 



 

 

 

將臨期的花環（將臨圈）：將臨圈緣起

於 1833 年的德國基督新教；大約百年之

後，天主教也接納了這習俗，在家庭、

聖堂、工作場所布置將臨期花環。原

意，是為祈禱和默想。 

裝飾：通常，將臨圈是以象徵希望與生

命的長青松枝，圍成一個象徵永恆（無

始無終）的圓形花環。其間綴以四根蠟

燭，象徵將臨期四個主日；第三主日是

喜樂主日，所以綴以粉紅色蠟燭，其餘

為紫色。 

禮儀：將臨期第一主日前夕先祝福將臨

圈，也可以在第一主日點燃第一根蠟燭

時祝福；每主日點亮一根蠟燭，燭光的

遞增，象徵越來越接近照世真光進入人

間；在感恩禮和時辰祈禱時，都可點燃將臨圈上的蠟燭。若是家人能圍繞在將臨圈旁讀經、祈禱、默

想、詠唱，更是美麗溫馨的神聖時刻，幫助我們準備心靈，迎接主的到來。將臨期暫時在禮儀中不詠唱

〈光榮頌〉，以待慶祝耶穌聖誕時，能更歡樂、有感的與一大隊天軍一起歡樂高唱「天主在天受光榮，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路 2：13-14） 

結語 

當下，我們處於耶穌第一次和第

二次來臨的中間，我們甜蜜回憶

基督降尊紆貴的為愛降生，也充

滿感恩的會晤藉著聖事和其他標

記，親臨我們中間的基督。讓我

們善度將臨期，散播基督的大

愛，並在充滿將臨期標記的氛圍

中，一起歡唱「主啊！請快

來！」（Maranatha），在喜樂

和滿懷信心的期盼中，等待救主

在光榮中再度來臨。 

文．圖／錢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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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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彌撒的第一部份：聖道禮儀-1.讀經-聆聽聖言的 1-2 如何選讀

聖經？ 」 

1-3舊約聖經選讀（讀經一） 

感恩祭聖道禮中的第一篇讀經，通常是選自舊約，（除復活期選讀宗徒大事錄外），並與當日福音有

着同一的主題，這正表示新舊約之間的關連。 

舊約的記載，會使我們更明白耶穌基督是救主；也使我們更認識耶穌所顯示的天主。祂如何在人類歷

史中與人交往；也使我們更瞭解天主愛人、救人的計劃。 

今日我們聆聽舊約，並非只是聼一個小民族的歷史，它實在是一段人與神相交的歷史，特別是在舉行

感恩祭時，祭獻本身就有着歷史的幅度。我們感謝上主的創造，感謝祂參與人類的歷史，配合祂與人

的盟約，而這盟約又藉耶穌基督實現了。 

舊約先知的期待，也是我們的期待；以色列人迂迴曲折的旅程，也是我們今時要走的旅程；舊約子民

對逐漸認識天主的經歷，流徙被擄的經歷，也是我們今日不斷皈依的歷程。 

舊約所記載的一切，不但有關默西亞，預言默西亞，更是天主親自啓迪我們的説話。因此，天主不但

透過新約，同時也透過舊約向我們發言。 

1-4 誰可以讀經?  

總論 59： 依照傳統，讀經並不是主禮而是輔禮人員（ministri）的職務。福音通常由執事宣讀，若無

執事，則由另一位非主禮的司鐸宣讀；讀經員（lector）宣讀福音以外的聖經選讀。若無執事，也無其

他司鐸，則由主祭宣讀福音。若無適合的讀經員，主祭也兼讀其他讀經。 

每篇讀經後，讀經者歡呼結束詞（profert acclamationem）：「上主的聖言」，參禮會眾予以回應，

藉此對以信德和感恩之情接受的天主之聖言，表示敬意。 

1-5 如何讀經？  

― 讀經時的態度應該是宣讀，而非一般的誦讀，因為它是一個喜訊 / 信息及隆重啟示的宣報。 

― 應在讀經台上宣讀：聖堂中第二重要位置… 在有會眾參與的彌撒中，常應在讀經台上讀經。 

― 事前應作適當的準備：對所讀聖經章節的研讀、默想，宣讀的技巧…  

1-6答唱詠-   

總論 61：第一篇讀經後有答唱詠，它是聖道禮儀的一部分。答唱詠具有重要的禮儀及牧靈價值，因為

它協助人們默想天主之聖言。 

答唱詠要與所讀的聖經配合，通常應取自《讀經集》（Lectionarium）。 

答唱詠最好能採用歌唱方式，或至少詠唱會眾回答的那部分。聖詠員（psalmista）或唱經員，於讀經

台或其他適宜的地方領唱聖詠詩節，參禮會眾坐下恭聽，亦常以答句（responsum）答唱（除非該聖詠

是一氣呵成，而無需答唱）。為使會眾便於答唱，可按禮儀年各時期及聖人類別，選一些答唱詠和答句，

作為歌唱答唱詠時之用，以取代每篇讀經後所答唱的經文。若不能詠唱聖詠時，則用有助於默想天主之

聖言的適當方式來誦念。 



 

 

 

如果我們想知道人類向上主祈禱的心態，想了解古聖賢的生活態度，我們不妨細讀聖經中的一百五十

篇聖詠。 

這些聖詠，基本上是詩歌，而以色列民用此表達人生的奧秘，人神的關係。 

聖詠中，有些是向天父祈求；有些是默想上主的奧秘；也包括有人生的痛苦、哀求、歡樂、感恩的詩

篇。 

透過聖詠，我們可以洞悉人生憂慮和恬靜。 

雖然聖詠已是三千年前的作品，但細嚼詩篇中的詩句，必能找出很多與今天生活相同的例子，諸如： 

「人藉山林幽谷去親近上主，上主藉一草一木給予我們啓示。」 

「光照人心的智慧名言，予人安詳愉快的感受。」 

凡此種種，都顯出聖詠是全世界最多人愛看的詩篇。 

聖詠看來是人心深處的呼聲，但耶穌基督的一生，卻滿全了聖詠的描述。我們今天用聖詠作祈禱，也

本着「藉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内」去引用聖詠作爲祈禱。再者，自初期教會至今，一直沿用聖

詠作祈禱的基礎。今日我們的早禱、晚禱，也用聖詠去表達今日天主子民的禱聲。 

因此，教會在每個主日的聖道禮儀中，都選用一篇聖詠作爲祈禱，以回應上主的説話。通常教會所選的

聖詠，是配合當日讀經的主題。我們知道：人不能只是聽取而不回應。 

― 答唱詠是聆聽聖言後的答覆，回應；來自古老的習慣。（參出十五 1、21；撒前二 5；多十三 11）… 

― 答唱詠幫助我們更深入領悟所聽聖言…  

1-7如何唱答唱詠？  

我們使用聖詠有很多方法：由讀經員或領唱者帶領，而由全體教友答唱；也可以全體一同詠唱全篇聖

詠；也可單獨由讀經員誦讀或獨唱者詠唱，而全體信衆細心聆聽。 

― 傳統方式：一人領唱，會眾唱答句。 

― 也可以直接方式誦念 / 詠唱。  

― 最好由讀經員以外的人（聖詠員）領唱…  

1-8選用什麼聖詠？  

― 通常取自「聖經選讀集」…應該是聖詠或聖歌（canticle） 

― 也可取自「陞階經集」（Graduale），就是那些依照禮儀節期特別編寫的通用的答唱詠（如李振邦       

   的禮儀歌曲）。 

― 不可選用「純以人的文辭編著的歌曲」取代答唱詠；就如，「不可用人間聖賢的著作取代福音…」 

   是一樣的道理。  

下期將從「三、彌撒的第一部份：聖道禮儀 - 1.讀經-聆聽聖言的 1-9新約聖經選讀（讀經二）談起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聖誕的天機 
陸達誠神父 

一年一度最受歡迎的聖誕節又來臨了，美麗的彩燈、動聽的樂曲、溫馨的禮儀把有信仰的弟兄姊妹帶入

一個充滿愉悅的神聖空間裏。它牽動的回憶是童心的歡樂。只有兒童和具有童心的人才能體嚐聖誕節的

安慰。為很多人，聖誕節是一個商機，而非天機，因為在互送禮物、飽嚐美食的情況下，金錢滾滾進入

商人的口袋之中，談不上有什麼神聖意識。可是隱隱地支持這個節日的原始熱情，絕不可能消失。因為

聖誕節的內涵是天主愛人，並向人宣佈了希望的喜訊。那些沒有信仰只為賺錢而忙忙碌碌的人，大概也

不至於全昧天機吧。 

天機是什麼呢？天機是指因著這個嬰孩的誕生，人類可以聽到天主的聲音，並體嚐天主愛人的事實。古

人有言：「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先人要聽上天的啟示，但沒有聽到。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孔

子，大概最後抱憾而終。但是耶穌的降生，給人帶來了「道」。由此道入，天國可即矣。 

小耶穌如何帶來「道」呢？我們從二處福音就可知道。其一是耶穌受洗時，天主說：「這是我滿心歡喜

的兒子」；其二是耶穌在大博爾山顯聖容時，天主又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聽從祂吧！」整本聖經，

包括新、舊約，天主直接講話的記錄只有這二次，而講話的內容只為宣稱耶穌的身份和祂有「道」的絕

對權威。天主要說的是：「你們要無條件地接受我的愛子，並從祂那裏聽到我要告訴你們的一切。」耶

穌的來臨逆轉了「天何言哉」的悲嘆，天人之隔終於消泯，因為天有言了。 

老子的道德經談論的道有五、六千字，天主的道只有一句話：「你們聽從祂吧！」以後便回到永恆的靜

默之中，天主不再發聲，卻由聖子代言。聖子三十歲開始傳道，講了不少話，祂自己也說：「父要我講

的，我全講了」。祂盡完了「道」的本分，才離開人間。耶穌的道中之道便是「父」。就像天父在上述

二次機會中刻骨銘心地宣稱耶穌是祂的愛子，耶穌在一切場合中講的一切道都以父為中心，祂做的一切

都為了承行父旨。耶穌的救恩就是使聽祂道的人都能進入「祂與父」的親密關係中。祂告訴吾人所謂的

「天人合一」就是進入天父與聖子的愛流之中。天父與聖子之愛不只強大，而且是忠實的、恆久不變的

愛。天主自身因這份愛已自足，享有圓滿的幸福，人若能進入這份愛中，人必分享神本有的幸福。 

這個無言的嬰孩現在躺在馬棚裏。祂的純真使所

有見到祂的男女老幼歡樂無比。接觸到祂，就接

觸到祂與父的那份莫可名言的幸福關係內。人終

於分享了神的幸福，這是人的唯一真正需要。聖

嬰的來臨保證了我們每一人都能有此幸福。 

聖母與聖若瑟是首先得此特恩者。他們不只拜訪

過或抱過聖嬰，還日日夜夜與祂在一起，長達十

年、廿年或更久。跟著耶穌，他們進入與天父最

親密、最自然之父子／父女的關係中。聖三的原

始生命被人分享的歷史肇始於聖家。所以有聖家

氣氛的馬槽變成了人類永世嚮往的和諧與幸福的

象徵。難怪全球的居民，不論信不信耶穌，都無

法抗拒聖誕的魅力，非要參與之才得心之止。耶

穌聖誕帶來的是人性急切等待的天機，基督徒

要，其他一切人也要。讓我們大開我們的心門

吧！讓基督的愛瀰漫於一切人，瀰漫於寶島的所

有同胞。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0 年 12 月 

 

福傳意向:為祈禱生活 

願我們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關係能從天主聖言和祈禱生活中獲得滋

養。 

 

 

宗教不是一種形式，而是實在的生活，一種崇高而神奇的生活。 

宗教是同上主的交往與默契，是一種寧靜而深邃的熱誠，光芒萬丈的愛、行動的力量、心頭洋溢的喜樂。 

             ——Henri-Frederic Ariel    (周增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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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