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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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 聖事活動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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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04日上午 10:30 (耶穌復活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四月11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二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四月18日上午 10:30（復活期第三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四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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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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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17日 (星期六) 下午3:30-5:30 帶領人: 徐少平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約 23-33章

詳情請與謝偉麗連繫

中區時: 四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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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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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16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主題:德訓篇 2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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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座 2月 12日公布了教宗方濟各 2021年四旬期文告，題為《“看，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四旬期：

更新信、望、愛三德的時期》。文告籲請信友們“更新我們的信德，汲取‘希望的活水’，並以開

放的胸懷接受天主的愛”。請看來自梵蒂岡新聞網的報導《教宗 2021年四旬期文告，籲請信友在基

督内更新信、望、愛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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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4月13日是于斌樞機主教的120歲誕辰，本刊特別為大家介紹一篇紀念文《感恩念護我佑我的

于斌校長》，讓我們一起來緬懷這位好牧者。 

 感謝劉卓台執事將他 2020年底中風住院至完全康復的醫療過程與心歷路程與大家分享。從劉執事的

詳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將一切交給天主時是多麼地淡定，平靜與幸福。請看《關鍵時刻》一文。 

 全球天主教會都非常重視四旬期，鼓勵教友們應該準備身心善度四旬期以迎接復活佳節，紀念基督

逾越死亡，光榮復活。特別感謝那健全弟兄的分享《四旬期：更新信,望,愛的時期》。 

《本會訊》 

 

 

 

好消息!經本會理事會及熱心教友們的通力合作，我們團體每周 

的中文彌撒已於三月十四日起在 Zoom網路平台恢復舉行。 

感謝吳神父與白神父應允撥出有限的休息時間為我們做彌撒， 

希望大家廣邀親朋好友每周都能在網上相見，共同參與感恩聖祭。 

Zoom網路平台的 Meeting ID 和 Passcode 每周都是相同的。 
 

時間：    每周日 3:00 pm  

Meeting ID： 862 8955 3792  

Passcode：   0000 

以上訊息如有更動會長將以 email通知 

大家。 

 

 

 



 

 

 

 三月十三日由李偉平神父帶領的 Zoom四旬期退省吸引了許多教友參加，當日主題是耶穌禱文。大家

都覺得獲益良多，有如此簡單易行的禱文可以陪伴我們隨時隨地與主親近。謝謝李偉鈞弟兄分享他

當日的心得《耶穌禱文，四旬期的退省主題》。 

 恭喜我們團體的小兄弟 Kevin Lin已於 4/3 日在主教府基督主教座堂受洗成為天主大家庭的一員，

聖名為 John,葉聖桄夫婦為其代父母，當天中午預習及晚上望復活大彌撒偉麗及 May Lau 夫婦均趕

到恭賀!Kevin 母親 Susan 及哥哥 Derick 弟弟 Nick 均在旁分享喜悅！ 

  



 

 

 

教宗 2021年四旬期文告，籲請信友在基督内更新信、望、愛三德 
梵蒂岡新聞網 

聖座 2 月 12日公布了教宗方濟各 2021年四旬期文告，該文告聚焦於超性三樞德。主題為《“看，我們

上耶路撒冷去”（瑪二十 18）。四旬期：更新信、望、愛三德的時期》，籲請信友在基督内更新信、

望、愛三德。 

教宗首先指出：“為了履行天父的旨意，耶穌向祂的門徒們宣報祂的苦難、死亡和復活，向他們揭示了

祂使命的深刻意義，並召叫他們與祂在一起，為拯救世界。” 

“在走向復活慶典的四旬期之旅的時期，讓我們謹記那位‘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斐二 8）”的那一位。“在這個悔改的時期，讓我們更新我們的信德，汲取‘希望的活水’，並以開

放的胸懷接受天主的愛，這愛使我們在基督内成為弟兄姐妹。” 

教宗解釋道，耶穌在宣講中提出的“守齋、祈禱和施捨”（參閲：瑪六 1-18）是我們悔改的條件和表

現方式。這三樣德行體現出我們誠實的信德、活潑的望德和實際行動的愛德。 

首先是更新信德，教宗寫道：“信德呼喚我們接受真理，並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成為真理的見證

者。”“在這四旬期，接受並活出在基督内啓示的真理，意即我們首先要接受教會世代相傳的天主聖言。

這真理就是基督本身，祂徹底接受我們的人性生命，使自己成為道路，這道路引領我們走向生命的圓

滿。” 

“守齋是刻苦節儉的生活經驗，它讓那生活在内心純樸的人重新發現天主的恩典、明了我們受造的事實、

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創造並且在祂内獲得滿全。守齋有助於我們愛主愛人”。“四旬期是一個相信的時

刻，就是在生活中接納天主，並讓祂與我們‘同住’（參閲：若十四 23）。” 

其次，教宗把望德的更新與耶穌在井旁向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聯繫起來，教宗指出，“望德是使我

們的腳步繼續前進的活水”。教宗解釋，耶穌曾向水井旁的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當祂說能賜給她“活

水”（參閲：若四 10）時，起初，她還不了解祂的意思，自然想到的是物質的水，而耶穌指的是聖神，

祂要在復活的奧跡中豐富地賜予這活水，賜給不會令我們失望的望德。耶穌宣布祂的苦難聖死時，也宣

報希望說“第三天，祂要復活”（瑪二十 19）。 

儘管在生活在這脆弱和不確定的時刻，談論望德似乎充滿挑戰，然而“四旬期是一個希望的時期，讓我

們的目光轉向天主的耐心，在我們常常糟踐受造物的同時，天主仍然繼續照料著它們”。“在沉思與靜

默的祈禱中，望德給予我們啓發和内在的光明，照亮我們生命中的挑戰和選擇。這就是為什麽要聚在一

起祈禱，並在暗中與溫柔的天父相遇。（參閱：瑪六 6）” 

“以望德的精神度四旬期，意即在耶穌基督內，感覺到在一個新的時期成為見證人，在這新時期天主

‘更新一切’（參閱：默二十一 1-6）。” 

最後，教宗闡釋更新的愛德“是跟隨耶穌的足跡，關懷和同情每個人”，愛德是“信德與望德的最高表

現形式”。教宗解釋道：“愛德是心靈的跳動，它使我們走出自我，並與他人建立分享和共融關係。”

教宗強調“從團體愛的出發能夠邁向愛德文明”。他說：“愛是賦予我們生命意義的恩賜，並使我們將

那些處於窮困的人視為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弟兄姐妹。如果以愛去分享，即使是一點點，也不會枯竭，

反而會成為生命和喜樂的源泉。” 



 

 

 

教宗繼續寫道：“以愛來度四旬期，意思就是關懷照顧那些因新冠疫情而受苦、被遺棄或焦慮的人。在

未來極其不確定的情況中，讓我們牢記天主對祂僕人說的話‘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依四十三

1），並且懷著愛德說出一句信任的話語，讓他人感受到天主愛他們有如自己的兒女。” 

教宗總結道：“生命的每一個階段都是信、望、愛的時刻。眾人受邀善度四旬期，視之為悔改、祈禱和

分享我們所有的歷程；但願四旬期的這項邀請能幫助我們團體或個人再活出來自生活基督的信德、天主

聖神的噓氣所激發的望德，以及從天父的慈悲之心、永不枯竭的泉源湧流出來的愛德。” 

最後，教宗在文告中向聖母祈求：“願永遠忠信地在十字架下、在教會中心的救主之母瑪利亞，以她關

懷的臨在支持我們。願復活主的降福陪伴著我們眾人踏上復活之光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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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祭 / 感恩禮儀 –  

1-5：奉獻禮時收集獻金」  

此刻也可以接受或收集信友為濟貧，或為教會所帶來的獻儀和其他禮物；但不可將它們放在祭台上，而

應置於其他適宜的地方。 

基督的聖言，在聖道禮中宣報了以後，要求全體信友去回應。回應當然非單指信仰方面，亦應當以實際

行動來表示，就如對團體或堂區的需要，特別對窮苦者的幫助，都應按力捐獻。 

關心有需要的人，是基督徒的本份，也是愛德的具體表現。比如聖保祿宗徒對格林多教友的訓誨（格

前·16:1-4），他提醒他們作爲一個聖徒，均應每主日對有需要者捐款。 

基督徒的世界觀，視錢之為物，應是爲光榮天主及對有需要的人予以援助的，而我們對人的慷慨，必成

爲上主所悅納的犧牲；因爲我們若不以實際的行動去關懷我們的弟兄，一切都是虛假的。 

同時，雅各伯書第二章，十五至十七節也談到，捐獻或以日用品來幫助教會及他人時，我們應有純正的

態度及目的：基督徒的捐獻，是因爲他們先已接受了，而天主對我們的仁慈，卻遠比我們所付出的更多

更大。 

有關這些觀念，在福音中也有三處談及（參閲瑪·6:1-4；谷·12:41-44；瑪·5:16）。在今天，我們的團

體，包括堂區的經費，堂區活動的開支，每個教友均有責任幫助。 

我們崇拜上主時，捐獻和謝恩是有密切關係的，當我們全心全意按福音的教誨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時，我

們的捐獻也就表示謝恩了。 

暗裏行善，上主必予報答的。捐獻這一行動，絕無定額，全出於個人的能力和自由，但最重要的是：每

一位教友應該知道自己的堂區，如何運用這些獻儀，是否用於有需要的人身上。 

作爲一個眞正的基督徒，更應該隨時隨地去幫助有急需的人，並不能因每主日有所捐獻，便覺盡了義務，

便以爲足夠了。 

奉獻其他禮品？  

― 「宗徒傳統」（第三世紀著作）提到，教友也奉獻油、乳酪、橄欖、各類水果、花卉等。為窮人、

為神職生活…  

― 從第十一世紀開始，逐漸以金錢代替實物。主日彌撒中的奉獻即由此而來。  

1-6. 獻禮經  

總論 77： 把禮品安放好，並完成相關的禮節後，主祭便邀請信友與他一同祈禱，並以「獻禮經」結束

預備禮品儀式，並準備念「感恩經」。會眾連合於主祭的祈禱，一起歡呼「阿們」，使之成為自己的祈

禱。 



 

 

 

預備祭臺及禮品後，獻禮經便結束這部份的禮儀，所以這經文有時也叫「禮品經」。 

首先神父邀請教友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 

全體信友回答：「望上主從禰的手中，收納……」 

教友答句中強調兩點：  

1) 全體信友藉神父的手舉行聖祭；  

2) 聖祭的目的是為光榮祂的聖名及教會的益處。在對答的時候，我們不可因習慣性而變得機械化，而

應細思其中含意。 

教友答經後，神父唸出或唱出獻禮經，目的是祈求上主接受並收納我們將要奉獻及分享的基督的體血，

也幫助我們去體驗和誠心誠意地參與感恩經。 

獻禮經是簡短的經文，它在節日或主日，也會表達出當日的主題。 

神父唸或唱罷獻禮經，教友答阿們，表示同意及參與。所以在阿們後，應有一點靜默的時間，因爲作爲

感恩祭中心的感恩經，快要開始。這個時刻，神父及教友都應收斂心神，不做出任何多餘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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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聖祭禮儀儀的第二部份-感恩經(感恩祈禱禮) 」談起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感恩念護我佑我的于斌校長 

張萬有（台北輔仁大學校友） 

今年的4月13日是于斌校長的120歲誕辰，回想我一路走來，得到輔大首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的愛及訓

誨，仍感念不已！我願分享我對于校長的親身感受，一起緬懷這位好牧者。 

插班輔大 鍥而不捨求見于校長 

憶當年，我擁著自以為是的建國中學光環，但沒想到，大專聯考卻給了我一記重拳，沒有考上自己希望

的大學，雖心有不甘，但還是得面對。我在中原化工系讀完大一，成績雖輕鬆過關，並不覺得有什麼前

景，潛在自負感又讓我異想天開，想換跑道另闢康莊之道。剛好看到報上刊載輔仁大學招收中文系二年

級插班生的廣告，使我精神為之一振。 

報名當天，我直奔新莊，填好表格交給管事的果助教，助教看來溫文爾雅，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他看

了報名單後，竟露出詭異的表情，還拿我的名字「萬有」消遣了一番，然後說：「依照中華民國基本高

等教育法，從來沒有過化工系能轉中文系的，我不能拒絕你報名，但也不能批准你的報名。」頓時，我

被他的氣焰震懾住了，後來還是忍著再低聲下氣請求果先生法外開恩指引明燈，他回說：「如果于校長

答應，我就受理。」我的天啊！暑假裡輔大校園空空蕩蕩的，到哪裡去找于校長呢？一轉身，後面站著

一位長者是總務主任王伯尼蒙席，他熱心相告，再三叮嚀，謁見校長一定要趕早，因為于校長通常晨起

散步後就外出忙碌鎮日。 

厚愛訓勉 仁者風範提攜年輕人 

我在次日清晨4時許就到吉林路輔大辦事處附近徘徊了3小時後，終於在一

家早餐店看到身材魁梧的于校長和一位秘書正在用餐，我畢恭畢敬上前行

個禮，再陳述我轉系轉校的心願。校長說：「萬有，我們做長輩的看到很

聰明的年輕人常為謀取自身利益努力，而沒能思考對社會對國家能付出什

麼，今天聽到你對傳統文化有正確的認知，我很高興，你知道，中華文化

是博大而講求倫理的，個人的福祉是照顧好大環境後，名正言順的副產

物，如果有能力的人都被私欲薰心，沒有『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那

誰來濟弱扶貧？今天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年輕人，我願意成全你，同時希

望你務必永遠堂堂正正，兢兢業業，凡事先要為別人著想，其次才是自

己，社會永遠是互相扶持共存的。」 

承蒙這位宗教家于校長厚愛賜福，愛護年輕人，我幸運順利通過轉學考

試，正式成為輔仁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的學子。我在輔仁大學3年時光匆匆而過，記得我們那屆畢業典禮

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更記得于校長對畢業生們的期許，他說：「天主愛世人，是一個啟示也是對每一

個人責任的付與，每一個人要學習去愛周遭的人。」 

校長言簡意賅，語重心長，與3年前對我當面的訓勉相同，這就是仁者畢生的職志啊！也是天主教愛人

精神的精髓啊！ 

存愛利他 赴美圓夢不忘深期許 

當我接到美國天主教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院秋季班錄取通知單時，已經服完兵役。我一直思索沒有獎學

金的入學許可，即使半工半讀，還是繳不起學費的，看來很可能只是空歡喜一場。 



 

 

 

奇妙的是一周後，《中央日報》有一則新聞，美國聖若望大學為了肯定于校長對社會的貢獻，特別提供

每年一個名額的于斌樞機獎學金來培養後進。我心裡在想，是不是天主又在顯靈助我了嗎？我立即飛趕

到學校向錢志純神父申請一份成績單，而後直奔4樓校長室求見于校長。于校長見到我，直呼我的名

字，4年不見，想不到他竟然還記得我這個不起眼的學生。 

接下來，他就問我還記不記得他以前告訴我的話？我馬上不加思索的回應：「為別人第一，為自己第

二。」老人家嘉許地點了點頭，沒有二話，就把這獎學金的機會賜予我了，同時吩咐秘書電告聖若望大

學這個決定。我得到校長的應許後，離開文學院4樓校長辦公室時用手敲了敲牆壁，看看手會不會痛？

以證明自己不是在做夢，我真是太開心了！ 

當我辦妥出國手續，想向于校長辭行，聽說校長身體不適，住在榮總醫院，趕往探望。于校長本來半臥

在床上，非常親切坐起身和我握手，和緩扼要地講述其一生奮鬥的經歷，在旁的高思謙主教問我：「你

是校長的親戚嗎？這番話有很多我都沒聽過。」最後，于校長以告誡的語氣提醒：「你是第一位獲得以

于斌獎學金赴美聖若望大學求學的，要銘記我對你的期許，不要做讓自己失望的人！」我離開病房，在

外佇立良久，萬般思緒湧上心頭，默默回思于校長臨行訓勉，歸納如下：「要保持永遠的愛心，要保持

永遠服務的熱誠，終身堅持這種愛與服務的精神，來面對周遭的人。」這就是于校長一貫的精神！ 

一以貫之 戮力愛與服務謝恩澤 

我登上赴美的飛機，往窗外一望，台北漸漸在視線中消失，我又想到于校長「一以貫之」的訓示，淚水

不能自已地不禁奪眶而出。于校長啊，我敬愛的偉大校長！ 

在美國前幾年的生活，讀書課外打工外，也是入境問俗，而能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初入職場，

家庭生計及子女學費負擔沈重，常想到于校長的囑咐「凡事不要只從個人立場想，要想到他人」；也幸

而內人心敏冷靜堅強，她扛起操持家務、教養子女全責，讓我全力發展事業。而今，我轉業在醫療實驗

領域發展有些成果，能為維護世人的健康效力，內心萬分感激讓天主教「愛與服務精神」深植我心的恩

人長者。 

1970年出國時，我才是20出頭的小伙子，而今已年逾古稀，來到異鄉逾半個世紀，于校長的耳提面命，

念茲在茲，莫敢一日或忘，成為我一生的座右銘。我何其幸運，蒙于校長恩澤賜予我生命中兩次重大的

契機，而今我能回報於萬一的就是在有生之年，點燃己力，傳播于校長仁慈博愛的宗教胸懷，盡力照亮

社會，使人間更為溫暖，以不負于校長對我的期望！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關鍵時刻 

      劉卓台執事 

2020 年已經過去，可是這一年的種種變化 - 疫情、美國大選，都會在我們心中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

象。對於我個人來說，在十月底發生的事件，更會是一個全新的經驗。 

十月二十日在爾灣兒子家，晚上九點多，是和他去打網球的時間。可是從椅子上一站起來，發現右腳麻

痺，只能拖著腳走，以為是坐久了，腿麻了，所以還是讓兒子開車到球場，希望到時候腳恢復正常，還

是可以打球。沒想到到了球場，走下車都困難，在球埸邊看著明亮空曠的球場，只能望場興嘆，和兒子

説，打不成了，回家吧。回到家，除了右腳腿麻，說話、思維都沒有太大不同，坐在沙發上，想說休息

一下，大概會過去。可是兒子説不行，大概是中風了，要趕快去醫院。老婆大人在旁邊也説要快去，兒

子更是馬上整了一個背包，要帶我去醫院。我雖然早先和兒子討論，如果要去醫院，要去那一家最好，

可是心理還是有一絲僥悻之心，希望過一下自己會好。但拗不過兒子和老婆，只好被扶著上車。 

到了爾灣賀格醫院（Hoag Irvine)急診室，他們一聽說可能是中風，過來了四、五個人，接我進入醫院，

詢問狀況，做手腳力道及語言能力測試，並準備做 CT 掃描，如臨大敵。急診室醫生特別關注我何時開

始有中風症狀。我回想，那天早上八點和球友們開始打網球，在暖身時，手上球拍不自覺的掉落地下好

幾次，心中很納悶，但也如常的打完雙打，只是覺得當天反應不是很靈敏。中午回家吃午飯，還和太太

說，今天球打得不是很順。下午睡了個午覺，吃過晚飯後，還和老婆做了例行的四十幾分鐘的散步，根

本沒有想到會是中風。 

我把這一天的情況向醫務人員報告後，他們開始為我作 CT 掃描。躺在測試台上，我開始覺得不但右腿，

連右手也開始麻痺。等作完掃描，我開始連話都說不清楚，拼命想回答問題，只聽到自己咕嚕咕嚕的話

語，不知所云，情況急轉直下。這時醫生說，中風之後的四小時內，可以用強力的溶栓劑（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以服用或注射方式，打通血栓。你已經超過這個時間，下一步是四到

二十四小時內，可以用機械式導管血栓清除手術（thrombectomy)， 用導管由鼠蹊部動脈進入，在 X光

顯像的引導下，經過頸部，直到腦部血管血栓處，打散並取出血塊，可是有一定風險。那時覺得還有方

法可治療，就很好了，即刻同意。醫生說得簽同意書，我右手已經不靈活，只能請老婆簽了。這種手術

的機器只有新港灘賀格（Hoag Newport Beach) 才有，立刻叫了救護車由爾灣賀格送我過去。15 分鐘

後到了那裡，麻醉醫師已在待命，立刻進行手術。那時已是夜裡十一點半了。 

等我醒來，迷迷糊糊的，一位護士過來説，你的手術結束了，現在在加護病房（ICU)，又來檢查我手腳

有無力氣，手指握力，說話能力。並且問說，你老婆說你一醒來，就打電話給她，你要不要自己打？又

把我的手機遞給我，原來老婆把我手機、充電線都在手術前交給護士了。和老婆通電話，聽到她那興奮、

快樂的聲音，也讓我在疲憊中感到一份喜悅，那時已是零晨三點十一分了。等到清晨五點半，我覺得手

腳都有力氣，說話也很淸楚，好像沒有大礙。而在加護病房，護士每個鐘頭都要來查看手腳力氣，語言

能力，思考清晰程度。還好，手術之後，我的情況一直保持穩定，而且漸漸好起來。其間作了一次詳細

腦部核磁共振掃描（MRI)，胸腔超音波檢測。為我作導管血栓清除手術的醫生來看我的狀況，我見到他，

心中充滿感激之情，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最後腦科布朗醫生來看我，説找到發生中風的原因了。他們

看到我有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 A-fib)的情況，當心房不能準確跳動，而只作快速輕微顫

動時，血液在心房流轉，沒有立刻進入心室，容易形成血栓，送出心臟後，就有可能造成血管阻塞。所

以以後要服用稀血劑，如 Eliquis 就是一種有效的藥，可以幫助打散血栓，降低中風的機率。我聽了，

心中也安定下來。 

 



 

 

 

這是我第一次住加護病房，真是一個新的經驗。醫生、護士進進出

出，一方面覺得很受到關愛，一方面又覺得不堪其擾，無法休息。

加護病房是沒有浴厠的，大小便都得在病床上，小便還容易，可是

你有沒有想過躺在床上如何上大號？好不容易上到一半，醫生來查

房，噓寒問暖一番，剛走，護士又進來量血壓，看你手腳力度，說

話能力，他們可不管你在做什麼的。還好只在加護病房住了兩晚，

就搬到恢復病房。在那兒就輕鬆多了，而且有了手機，對外聯絡方

便多了，只是因為新冠疫情，家人還是無法到醫院探望。住了兩晚，

出院前，復健護士來做最後的檢測，先用一個大腰帶綁住我，以策

安全，要我在醫院走廊行走，並且上下樓梯，她來觀察。我只走了

十秒鐘，她就放手了。結論是出院後，我不需再做復健，只要我去

看腦科及心臟科醫生，追蹤治療。 

出院時老婆和兒子來醫院門口接我，護士用輪椅推我到大門，

因為新冠疫情，四天未見。三人相見，相擁而泣，恍如隔世。

回顧這次中風的經驗，正如醫生多次提及，你發現中風症狀，

及時送到急診室，才能及早移除血栓，讓腦部傷害減到最低，

你真要謝謝你兒子救了你一命。當然更要感謝天主巧妙的安

排及恩賜：今年遇到疫情，無法到中國，不然的話，我和老

婆十月底都會在大陸服務；媳婦帶著兩個小孩到韓國娘家避 

加護病房中享用醫院提供的餐點 

疫，我和老婆才去爾灣陪兒子住；因著兒子和老婆的堅持，我才能及早去到南加數一數二的賀格醫院;

當時南加疫情不是特別特別嚴重，在急診室可以得到及時照顧。在急診室時，我心中並沒有很多的焦慮，

只是知道賀格的聲譽，相信他們的醫生，更相信天主的安排，只是按部就班的去接受治療。我想這麼多

年神長們在信仰上的教導，執事陪訓的學習，和弟兄姊妹們的鼓勵，讓我更了解基督的信仰，遇到困難

時更加倚賴天主。 

只是靜下來思考，卻覺得更要戒慎恐懼。我平時常運動，打網球，覺得身體還不錯，但還是無法避免中

風。腦部血管阻塞引起的中風，很容易造成腦部永久性、嚴重性的損害，將來身體復原就很困難了。而

導管清除血栓的技術（thrombectomy）是 2012年才被美國 FDA批准，到 2015年才慢慢開始使用。而稀

血劑 Eliquis 也是 2012 年才被 FDA 批准，2014 才准許用來治心房顫動引起的疾病。這些都拜現代醫學

發展所賜，才有新的、有效的治療方式。可是如果不能及早發現中風的症狀，及早就醫，這一切現代科

技都愛莫能助。這讓我深深感受到，這真正的關鍵時刻，就在及早發現，及早就醫啊！ 

目前我正由心臓科及電生理學醫生(electrophysiologist)會診，來確定心房顫動形成的原因及治療的

方法。我繼續服用稀血劑及心率調整藥物，也服用降膽固醇的藥。更遵從醫生的建議，保持運動，每週

打兩次網球，每天和老婆散步 60 到 90 分鐘。雖然以後情況還不是很明朗，但我心中充滿感恩，對生

命更加熱愛，對親人朋友也更加珍惜。也希望這篇短文，對朋友們的健康維護有所幫助，大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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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 更新信,望,愛的時期 
悔改, 祈禱, 分享歷程 

                 “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那健全 

教會每年藉四十天的四旬期, 與耶穌在曠野的奧跡聯繫在一起, 以祈禱, 悔罪及補贖, 準備心靈舉行基

督苦難及復活的奧跡。 

在走向復活節的四旬期之旅中, 這段悔改的時期, 讓我們更新我們的信仰, 從“ 活水 ”中汲取希望, 

以開放的心接受天主的愛。 

耶穌宣講的齋戒, 祈禱和施捨, 是我們悔改表達的方式。神貧與克己（齋戒）, 關心愛護受傷的人 （施

捨）, 像孩子一般與天父對話（祈禱）, 使我們在生命中體示真誠的信德, 活潑的望德和有務實的愛德。 

1.信德： 召喚我們接受真理, 這真理就是基督本身, 基督徹底擁抱我們的人性, 使自己成為道路, 為   

  引領眾人到達生命的圓滿。 

  齋戒是克己的經驗, 幫助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 視人如己。讓我們断絕一切焦慮, 迎接來到我                  

  們中間的那一位： 我們的救主, 天主之子, 祂滿溢恩竉和真理。 

2.望德： 希望為我們旅程的 “活水” 

  耶穌說的是聖神, 祂要藉著逾越奧蹟豐富地恩賜這活水,賜給天主子民不會失望的希望。我們以開放    

  的心接受天父的寬恕。 

  把希望放在和好上, 與天主和好, 在和好聖事中領受寬恕, 是我們悔改的核心, 轉而把寬恕帶給他   

  人。 

  透過收斂心神和靜心祈禱, 成為在耶穌基督內的見證人, 接受基督帶來的希望。 

3.愛德： 緊隨基督足跡, 關懷憐憫衆人, 樂於看到他人成長。走出自我, 與他人建立分享和共融的連 

  結。 

  愛是一種恩賜, 懷著愛心去分享, 成為生命及快樂的泉源.正如耶穌的撒種精神, 以個人思維模式分   

  享並為耶穌基督的見證, 讓生命中結滿果實。 

  唯有經過愛德轉化的目光, 才能看到他人的尊嚴,重視窮人和受難人擁有的尊嚴,尊重他們特有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 讓他們真實地與社會融合。 

讓我們走向天主的領航者! 

 

 

 

 

 

  



 

 

 

耶穌禱文 - 四旬期的退省主題 
李偉鈞 

作了這麼久的教友，從來也沒有特別注意到或聽過

“耶穌禱文”。更也分不清主祷文和耶穌禱文的區

别。藉著李偉平神父带領的橙縣華人天主教四旬期退

省，我不僅認識了耶穌禱文為何，而且能體會到其在

信仰上所可能結出的果實。 

耶穌禱文就是：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求你垂憐我罪

人。（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記得退省那天，我在每日晨禱中

正默想到德訓篇 23章第 2節”誰能督策我的思念，誰

能在我心中給予智慧的訓導”。我感受到天主藉耶稣

禱文回覆了我那天的晨禱默思。 

生活有時千頭萬緒，有意無意間很容易就陷入週遭的

環境中，而被很多雜念所困惑或產生不安。這幾句短

短的的禱文，說出我們對耶穌的依賴及信靠-不論大

事或小事 - 耶穌皆願意参與我們生命及生活中的每

一部分。承認祂是天主子，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

非經過祂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當我們承認自己是罪

人，向耶穌請求垂憐時，我們是承認自己的不足，誠

懇地向他祈求來參與我們的生活。耶穌是多麽渴望和

我們建立關係，祂也回覆我們的祈求，來加深我們的

關係。簡言之，就是事事依靠，凡事相信。這也就是真福八端中第一端所説的“神貧”- 神貧的人是有

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通功代禱 

                                                                          

請為 Michael Jin 祈禱，求主耶穌垂憐他，求主賜

他力量增強信德，引領他以平靜的心靈面對病痛，

求主護佑 Michael早日康復。 

 

                 

 

 



 

 

 

 



 

 

 

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1 年 4 月 

 

 

總意向：為基本權利  

我們為那些身處獨裁、專制政權及民主面臨危機地區，仍奮力爭

取基本權利的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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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