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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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既因信德成義，便是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

天主和好了。(羅馬書 5:1) 

 

 

你們不要判斷人，免得你們受判斷，因為你們用什麼判斷來判斷，你們也要受

什麼判斷。(瑪竇福音 7：1-2) 

 

 



 

 

 

三月份 聖事活動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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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07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三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三月14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四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三月21日上午 10:30（四旬期第五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三月28日上午 10:30（聖枝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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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20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 張玉京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約 11-22章

詳情請與周珣連繫

中區時: 三月19日 (星期五) 晚上7:30-9:00 聯絡人:潘煥霞

地點: (714) 964-7886

主題:TBD

南區時: 三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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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19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主題:德訓篇 23-24章

地點: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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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7日教宗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聖灰禮儀彌撒，勉勵信友走上一條邁向逾越奧跡的謙卑之

路。教宗說：「在人生最痛苦的傷口裡，天主懷著無限慈愛等待我們。」請看來自梵蒂岡新聞網的

報導《教宗主持聖灰禮儀：四旬期是回到天父身邊的時機》。 

 本月繼續刊登刊蘇神父所寫的《彌撒知多少？》第八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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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宣布今年禮儀年為特別敬禮大聖若瑟年，我們該如何善度大聖若瑟年呢？請看慈幼會士

安德神父所寫的《從大聖若瑟年看教友生活的更新》一文。 

 農曆春節剛剛過，與大家分享一篇本會于德蘭姊妹所寫的《不一樣的新年同樣全心交託》短文，相信本

會教友們都有類似的心情與盼望，祈求天主俯聽我們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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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農曆春節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不能像往年一樣共聚一堂參加春節彌撒及祭祖典禮。感

謝會長，理事會成員及熱心教友們精心規劃了使用 Zoom 網路平台舉行新春彌撒及祭祖典禮。特別感

謝吳神父在百忙中為教友們舉行彌撒聖祭並代領教友們祭祖。儀式結束後大家也在網路上互祝新

春，期許新的一年裡大家能回到教堂望彌撒。 

  



 

 

 

 
 

 
恭喜曼麗二度做外婆，Elaine和Matt夫婦於二月十六日喜獲女兒Carmella，Emmett有個可愛的小妹妹

了! 願天主賜福曼麗全家，小天使Carmella健康快樂的成長。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主持聖灰禮儀：四旬期是回到天父身邊的時機 
梵蒂岡新聞網 

四旬期是一段回到天主身邊的旅途，我們在其中重新發現與天父的重要關係。我們切莫跟隨曇花一現的

凡塵俗物，卻要以天主作為生命航行的目標。教宗方濟各 2月 17日週三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了聖灰禮

儀彌撒並在講道中強調了上述重點。教宗勸勉道，在四旬期內，我們要分辨心靈的歸向。這段旅途可能

有重重阻礙，一如當年以色列子民出埃及那樣困難。因此，教宗稱四旬期是「逃離奴役、走向自由的出

谷經驗」，而這段與天主修和的旅途，無法單靠一己之力完成，因為它的起點是要承認「自己需要慈

悲」。 

新冠疫情當前，教宗方濟各今年改在聖伯多祿大殿宗座祭台主持聖灰禮儀彌撒，而非如同以往那樣在羅

馬市中心的阿文帝諾山丘舉行禮儀。為遵守防疫規範，參禮人數受到嚴格限制。日前，聖座禮儀及聖事

部公布了疫情下的施放聖灰方式：戴口罩，以及為所有的人只誦唸一次《羅馬彌撒經書》中的經文。因

此，教宗祝福了聖灰後，為在場所有的人誦唸一次：「人啊，你要記住，你原來是灰土，將來還要歸於

灰土。」接著，教宗從科馬斯特里樞機手上領受聖灰後，為在場眾位樞機施放聖灰。其餘的信友則從幾

位會士那裡領聖灰。 

在彌撒講道中，教宗指出 ，我們應當反省，我們的心靈是否像個「舞者」那樣，「一下子愛著上主，

一下子愛著世界」；或者，我們的心靈堅定不移地存留在天主內。在俯首領受聖灰的記號方面，教宗談

論了這條歸途更深層的涵義。他說：「在四旬期結束之際，我們要再次俯身，為弟兄們濯足。」 

「四旬期意味著謙卑低下，深入我們內心，並面向他人。它意味著明白救恩不是為光榮而攀升，卻是為

了去愛而俯首躬身。它意味著把自己變小。在這段旅途中，為了不迷路，我們要佇立在耶穌的十字架

前：那是天主無聲的講台。讓我們每天注視著祂的傷痕，那些祂帶進天國、每天在轉禱時獻給天父看的

傷痕。讓我們每天注視著祂的傷痕，在那些傷口中承認我們的缺失、我們的不足、罪過的傷痕，以及讓

我們受傷的打擊。而正是在那些傷口裡，我們看見天主並未對我們指指點點，而是向我們張開雙手。」 

因此，教宗鼓勵眾人親吻耶穌的傷口。教宗強調，「在人生最痛苦的傷口裡，天主懷著無限慈愛等待我

們。因為在那裡、在我們最脆弱的地方，在我們羞愧不已的地方，祂前來與我們相遇」。現在，天主邀

請我們回到祂身邊，重獲被愛的喜樂。 

當天的第一篇讀經取自《岳厄爾先知書》。教宗由此省思了上主的斷語：「你們應全心歸向我」（二

12）。教宗表示，為了繼續這段旅途，我們要記得天主聖言所說的歸途：蕩子的比喻展現出，促使我們

重新啓程的是「天父的寬恕」，而前去辦告解則是邁出的第一步。關於這點，教宗叮囑司鐸們在聽告解

時，必須懷著慈父心腸，不要手持鞭子，卻要張手擁抱。 

再者，我們也要回到耶穌身邊，就像獲得治癒的癩病人那樣回去感謝祂（參閱：路十七 12-19）。教宗

說：「我們人人都有靈性上的疾病，無法單憑一己之力來醫治；我們人人都有根深蒂固的壞習慣，無法

單憑一己之力來拔除；我們人人都有一些使我們裹足不前的恐懼，無法單憑一己之力來克服。我們要效

法那位癩病人，回到耶穌那裡，跪伏在祂的腳前。我們需要耶穌的醫治。」 

因此，我們需要來到耶穌面前，把自己的傷痕和罪過交託給祂。領聖灰的禮儀幫助我們謹記，我們原來

是灰土，將來還要歸於灰土。教宗再次強調，天主正是在我們這些灰土上噓了一口氣，那一口氣就是祂

賜給我們生命的聖神。「從那一刻起，我們不能繼續過著灰土的生活，倒退回曇花一現的凡塵俗物。讓

我們回到聖神那裡，祂是賜予生命者；讓我們回到那使我們死灰復燃的聖神火焰，那教導我們去愛的聖

神火焰，我們雖然始終是灰土，但我們將會有如一首禮儀歌曲所唱的一般，成為『愛的灰燼』。讓我們

再次祈求聖神，重新發現讚頌的火焰，它焚燒的是埋怨和認命的灰燼」。 



 

 

 

然而，這條走向天主的「回程」有個先決條件，就是由天主先展開「去程」，前來尋找我們。教宗闡

明，事實上，天父「走出家門，前來尋找我們」；「那治癒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受了傷；那改變我們

生命的聖神，大力而溫柔地在我們的灰土上噓氣」。因此，我們要接受修和。 

「唯有天主先採取行動，我們的心靈才能皈依並藉由行為舉止表現出來。促使我們回到祂身邊的，並非

我們的能力或功勞，而是祂賞賜的恩寵。在福音中，耶穌表明：那使我們成義的，不是我們在人前實踐

的正義，而是與天父的真誠關係」。教宗最後提醒說，歸途乃是一條謙卑之路。那拯救我們的，是天賜

的恩寵：它純粹是一份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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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彌撒禮儀流程-即其結構來認識彌撒的各部分及其意義- 三、彌

撒的第一部份：聖道禮儀 - 4. 信友禱詞」 

貳、從彌撒禮儀流程-即其結構來認識彌撒的各部分及其意義-  

四、彌撒的第二部份：聖祭(感恩)禮儀   

總論 72：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中制定了逾越節的「祭獻」（sacrificium）與「聖筵」（convivium），

藉此使十字架上的祭獻得以在教會內繼續臨現，因主祭是代表主基督，舉行主基督親自所舉行的，並傳

授給門徒們，為紀念祂而舉行的（祭宴）。基督拿起麵餅和爵杯，感謝了，並分給祂的門徒說：「你們

大家拿去吃……喝；這是我的身體……這一杯就是我的血；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參瑪二六

17-28）教會按照耶穌基督所說和所做的，安排了整個感恩禮儀。 

聖祭禮儀分為三部分：1.準備禮品（餅酒）；2.感恩祈禱禮；3.領聖體禮。  

1. 準備禮品  

以往，聖祭禮開始的部份稱爲奉獻。梵二後的禮儀改革，使這部份的名稱更加正確，因而易名為「預

備祭臺及禮品」，以表示這部份最基本、最實際的意義。 

在彌撒的第一部份聖道禮儀中，我們以讀經臺作爲禮儀的中心，而在第二部份聖祭禮儀中，則以祭臺

作爲祭獻的核心，所以我們有絕大的理由去妥善佈置這神聖的地方。 

1-1預備禮品：將準備好的餅和攙合了水的酒放置在聖堂內適當的地方。 

1-2準備祭臺：祭臺是主的餐桌，是整個感恩禮儀的中心。 

首先在祭臺上舖上祭臺布，然後放上聖體布（corporale 九摺布）、聖爵布（purificatorium）、彌撒

經書（Missale） 及聖爵放置在祭台上。 

接着準備蠟燭或油燈，但蠟燭或油燈也未必一定要放在祭臺上，把它們放在祭臺附近均可。 

在進行預備禮品時，可詠唱一首適合的聖歌。 

1-3 送上禮品：最好由信友獻上餅和酒，並由主祭或執事於適宜的位置接受，然後送到祭台上。而且，

每次聖祭中，該由不同的教友負責獻禮，因爲每一位教友都有同樣的權利和光榮。 

教友把禮品獻上，表示感恩祭是屬於他們的；表示教友的積極參與；其實也是教友自己的本份。 

但金錢或其他物品，不應放在祭臺上面，因爲捐獻是為窮人，酒餅纔是祭獻中的必須品。 

總論 75：主祭把餅酒置於祭台上，同時念指定的經文；主祭可向置於祭台上的禮品奉香，然後向十字

架和祭台奉香，表示教會的獻禮和祈禱猶如馨香，上升到天主台前。其後，主祭基於他的聖職，而會眾

也基於由聖洗所獲得的身分，可接受執事或其他輔禮人員奉香。 

總論 76：然後，主祭在祭台旁洗手，以表達他潔淨內心的願望。 

1-4. 麵餅及酒- 

在感恩祭典中，餅酒經由主禮者呼求聖神祝聖之後，成爲了耶穌的真實犧牲和祭品，此犧牲成了我們

的靈性食物，滋養我們的超性生命，成為救贖我們的生命之糧、救恩之杯。 



 

 

 

麵餅（麵包）-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按猶太人逾越節的習俗，是用無酵餅的，而且當時多以麥烘成；但依教會的傳統，

在一些地方，無酵餅及麵包均有使用。現在按羅馬傳統的禮儀是用無酵餅；東方教會則仍用麵包。 

假若我們看看製造麵包的過程，我們可知道麵包是由許多麥粒，磨碎成粉，加水搓捏，才能烘出來。像

無酵餅或麵包的製作過程，都提醒我們，該如同麥粒，不斷死於自己，塑造成新人，貢獻世界；同時

彼此團結成爲一個基督的妙體。 

我們更不可忘記，在感恩的彌撒聖祭中，當我們分享了這生命之糧後，我們便是基督的妙身；當我們也

懇為人服務犧牲、時常行愛德時，也要使世人認識基督，且得到祂的救贖。 

葡萄酒 - 

酒也是一種標記，雖然喝葡萄酒的人不多，但從壓榨、發酵、蒸釀的製造過程中，也明白那種貢獻自己

的犧牲精神。所以耶穌也按猶太的風俗，在最後晚餐中以葡萄酒做祂的聖血（路·22:18），而我們也

在分飲這聖血時，表示出我們彼此的合一團結。 

― 十六世紀前用紅酒：耶穌最後晚餐中用紅酒…之後開使用白酒…今天均可用…  

― 酒為何要攙水？在彌撒聖祭中，主禮將水滴入酒當中，這樣的攙合是象徵天主的慷慨大方，自甘攝

取我們的人性，願我們藉此攙合的動作，也能分享祂的天主性。 

祭臺本就是一個標記，代表基督，是舉行聖祭、聖餐，及表達友愛的地方，而聖體聖血就是它的焦點，

所以所有的用品應是清潔華麗的，絕對不可堆放雜物，更不應把它裝飾成一個大花臺或燭臺。 

下期將從「貳、從彌撒禮儀流程-即其結構-來認識彌撒的各部分及其意義- 四、聖祭 / 感恩禮儀 - 1-

5：奉獻禮時收集獻金」談起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從大聖若瑟年看教友生活的更新 
安德神父（慈幼會士） 

首先祝福大家有個愉快農曆新年，今年是「牛年」，大家都非常知道，牛所代表的特質和象徵，牠代表

著吃苦耐勞、知恩圖報和忠心耿耿，牛給人的形象就是無私地向牠所服務的人類付出；也許這只是一個

巧合，但是牛年的特質，正好符合我們所要慶祝大聖若瑟年的意涵，他是所有父親和工人的主保。 

教宗方濟各宣布今年禮儀年為特別敬禮大聖若瑟年，他是聖母的淨配及主耶穌基督人世間的父親，這項

諭令的時間正好就是教宗真福碧岳九世在 1870年 12月 8 日頒發的牧函中，宣布大聖若瑟為普世教會主

保 150 周年的紀念。 

敬禮大聖若瑟年的理由 

敬禮大聖若瑟以及召叫大家注意在當前舉世混亂的局面之下，選擇大聖若瑟作為主保年具有實質意義；

這一段時間正是許多人因為求職面臨困難，也正是我們發現對周遭平凡而辛勤工作的人有相當程度地虧

欠；我們更意識到透過新聞媒體訊息，人們經常處於人性的脆弱和面對死亡的恐懼；教會提醒我們，我

們在天上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聯盟，他們猶如無名英雄一般，長時間存在於陰森幽谷中持續不斷工作，是

工人們和善終者的保護者。 

在大聖若瑟年中，教會將頒發特別額外的降福，也就是「全大赦」；凡教友在大聖若瑟年中，按照正常

的程序（辦理和好聖事、領聖體、為教宗祈禱意向祈禱），都可以獲得全大赦。 

我們該如何善度大聖若瑟年？ 

1.學習、閱讀、默想大聖若瑟的美德，並且效法他的榜樣。教宗方濟各在牧函中，列舉大聖若瑟特殊

的美德：他是一位溫和慈愛的父親，一位服從且寬容的父親，有創造力和勇敢的父親，一位勤勉的父親，

一位默默耕耘、幾乎很少露面也很少被注意的，然而，他卻是時時陪伴並處處照顧聖家。 

2.為大聖若瑟奉獻 33 天的祈禱：我們對於向聖母奉獻祈禱非常熟悉，特別是聖類思葛利寧蒙福所倡議，

以奉獻 33 天的心靈預備方式孝愛聖母，我們也邀請並鼓勵大家以同樣方式來敬禮大聖若瑟，從 2 月 15

日開始到 3月 19日（大聖若瑟瞻禮日）或從 3月 30日起至 5月 1日（聖若瑟勞工主保日），每日誦念

〈大聖若瑟祈禱文〉，同時進行特別靈修工作奉獻給大聖若瑟。 

3.在大聖若瑟兩個慶日舉行特別敬禮：讓今年 3 月 19 日及 5 月 1 日兩台聖若瑟瞻禮的感恩聖祭有不一

樣特殊的意義。 

4.舉辦徒步朝聖活動：可選擇從某一個聖堂或朝聖地到另一個教堂的朝聖活動，台北總教區有幾所聖

堂是以聖若瑟為主保的聖堂，例如：八德路聖若瑟堂、新北市泰山蘆洲聖若瑟天主堂、宜蘭礁溪聖若瑟

天主堂、宜蘭冬山聖若瑟天主堂等，都可以規畫徒步之旅。 

5.向勞工主保作祈求：特別注意大聖若瑟是所有勞工的楷模，每天將我們所有活動和工作都交託給大

聖若瑟，呼求他為我們代禱，好使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們都能得償所願，每個人也都可以有尊嚴的工作。 

6.向善終主保作祈求：在這個新冠狀病毒肆虐的疫情期間，讓我們特別預備好一個喜樂的死亡，大聖

若瑟也是善終主保，當他在人世間最後的時光，有著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陪在他的身邊；因此教會也

將這一份特殊的恩寵擴展到所有在疫情期間的年長者、患病者、瀕臨死亡者，以及那些因法令規定而受

到限制無法離開家門的人，讓他們也能夠得到善終主保的祝佑。只要他們遠離罪惡，並且有意願盡可能

地回歸到正常的情況，如果誠心誠意地誦念〈大聖若瑟祈禱文〉，呼求病患之痊及善終主保大聖若瑟，



 

 

 

全心全意將所有病痛和不安交託給我們所信賴的主，我們也請求神父們撥出更多的時間來為生病的人提

供聖事服務。 

7.經常誦念〈大聖若瑟祈禱文〉：因為大聖若瑟是普世教會的王子和主保，禱文是特別敬禮大聖若瑟

的正式祈禱詞，是教會正式認可的可以公開及私下使用的 6 篇正式禱文中的 1 篇，是教宗碧岳十世在

1909年認可教會公開使用的禱文，誦念〈大聖若瑟祈禱文〉可獲部分大赦。 

8.組織聖若瑟餐桌：這是天主教會從歐洲中世紀就開始的一項傳統，起源自一次毀滅性的乾旱和水患

後，為表示感恩而組織的團體，基督徒們向大聖若瑟求助，終於一場絕處逢生的大雨從天降下，讓所有

人歡欣鼓舞！在獲得豐收之後，為了表達大家的感激，他們準備了特別的食物來讚美大聖若瑟，並且邀

請窮苦的人分享食物，在感謝和光榮大聖若瑟之後，他們將食物分送給所有貧苦的人。在各堂區和社區

裡，也可以組織類似活動，將袋裝食品送給遊民、乞討者，和在周圍生計困難的人們。 

9.慶祝父親節：在這一年度裡，讓我們以大聖若瑟做為所有父親的楷模，並尊崇他的光榮，讓我們為

堂區的所有父親舉辦一個特別的慶祝活動。 

10.社群媒體宣傳：運用各種不同的社群媒體平臺，宣傳並教導大家有關大聖若瑟年的意義，使更多人

能夠因此得到心靈上的益處。 

最後，我以教宗方濟各《以父親的心》牧函中所寫的一段話做為結語：「宣布大聖若瑟年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增加我們這一位偉大的聖人的愛，鼓勵大家祈求大聖若瑟為我們代禱，並且效法他的美德與熱情。」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不一樣的新年 同樣全心交託 
于德蘭 

去年（2020年）是極為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就像個無情的網，將整個世界籠罩在巨大陰影下，工

作、日常生活大受影響，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是必要措施。 

在美國如此先進的國家，因領導人的防疫不力以及國民生活自由的習性等等因素，如今已演變成重災

區，再加上前陣子的種族暴動，加州野火肆虐⋯⋯等等天災人禍不斷，旅遊業、餐廳等各行各業均受重

創。 

被關了一年的美國人當然包括在美華人在內都感到心情苦悶。但我們反而比較能靜下心來內省，打開自

己心中的門窗和主接近⋯⋯無形中祈禱時間也增加了，與上主建立了更堅固的關係，常常與主對話，並將

一切交託，增加信心，這是一種恩賜。 

朋友之間平日多了電話的相互問候， line和電郵更頻繁了，甚至最新流行的一種電腦視訊軟體 

Zoom，也被作為團體舉行視訊會議，以及朋友感情交流的平台；朋友們發揮守望相助之情，幫忙購物，

互相送些吃的，小心翼翼放在門口，坐在車上打個招呼，即開車而去。 

年長者為了安全，不能一同參加彌撒聖祭是最大的遺憾。疫情嚴峻，美國很多教會規定年長者可得到寛

免，不用去教堂參與彌撒，可在家上網參與直播彌撒；華人團體教友們也是在 Zoom 上參與聖誕彌撒，

久久不見，益增想念之情。 

新年轉眼就來到，但我們不能開派對群聚，目前都在等待新的疫苗接種。在美華人旅行大幅減少甚至多

不出門了，過年就採購些食品，自己人在家做些好吃的，疫情期間，我好些朋友在家做包子、包餃子，

試做各樣點心，廚藝大增，預備農曆春節過年時，在家大顯身手。 

今年大家也可老實待在家中，在電視上看好萊塢、紐約、華府等地的璀燦煙火，不必去人擠人增加風

險。我家大兒行醫，現在看診多透過電腦視頻看診，也算是安全，但新年仍要上班；小兒子在 NBC 電

視台工作，往年新年公司都有大型聚餐活動，今年也改在 Zoom上舉行；教會團體，親戚們也會在 

Zoom上互相恭喜祝福；這也得感謝現代科技的進步，大家至少在網路視訊上見到，也是不得已中最好

的感情交流之折衷辦法了。 

在新的一年開始之際，無論親友相隔遠近均可默默地為彼此祈禱。我們要特別求天主賜福，憐憫世人之

罪愆，使人們早日熬過新冠疫情這段痛苦焦慮的日子，求主賜予人類享有平靜安寧美好的 2021年，使

世界恢復原來的運行秩序，期待希望的曙光到來！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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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1 年 3 月 

 

 

福傳意向：為和好聖事 

願我們能以更新的精神體驗和好聖事，品嚐天主無限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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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postleshipofprayer.tw/index.php/2017-may-prayer-and-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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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