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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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 聖事活動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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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06日上午 10:30 (基督聖體聖血節)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六月13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六月20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月彌撒暫停。

六月27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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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17日 (星期四) 晚上8:00-10:00 帶領人: 于德蘭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聖詠 1-20篇

詳情請與葉聖桄連繫

中區時: 六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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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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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18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主題:The Purpose Drive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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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神降臨後的第一個常年期主日，教會慶祝天主聖三節，也就是慶祝天主聖父、天主聖子和天主聖

神三位一體的節日。天主聖三的道理是教會的核心信仰，讓我們看看加爾默羅會士陳新偉神父是如

何闡述天主聖三之深邃和奧秘，請看《天主聖三節 成全的愛》一文。 

 本月繼續刊登刊蘇神父所寫的《彌撒知多少？》第十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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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訊》 

 因應 COVID-19疫情，本堂中文彌撒依舊暫停，現暫時改為每周日下午三點在 Zoom 網路平台舉行彌撒。 

六月二十日 zoom 彌撒是上午 10:30 由吳神父主持。 

 

 

 

每年 5 月被天主教教會定為聖母月，紀念及敬拜耶穌

的母親；天主教橙縣主教座堂 5 月 14 日下午 5時

起，舉辦一項由各族裔參與盛大的聖母加冕及遊行活

動。華人團首次推出「中華聖母」像，此像中聖母扶

抱著耶穌，頭頂皇冠，身著典麗色彩的中式衣服，十

分引人注目。 

其他族裔的教友們爭相與中華聖母合影。遊行後各聖

母像推進美麗的大教堂，大衆參與了加冕感恩彌撒，

得到喜樂的心靈饗宴，並祈求聖母保佑世人的平靜與

健康。在美國教會的各族裔都有自己的聖母像。所以

各團體把自己的聖母像用許多漂亮的鮮花佈置圍繞，

一起來慶祝聖母月，使得這項活動變得格外的多姿多

采。 

「中華聖母」是 1900 庚子拳亂時，在河北省東閭鄉的

一座天主教堂內教友們在拳民攻擊時祈禱而顯現，使

近萬難民在拳民的攻擊中髪毫未損。事後教堂的法籍

神父請一位畫家畫出了一幅聖母與小耶穌在一起的油

畫，來紀念這件奇蹟。這件聖母顯現的事蹟及這幅油

畫分別經中國主教團（1924）及教宗比約 11世

（1928）的降福及公告，而使華人從此有了「中華聖母」(Our Lady of China)。 

(轉載自世界日報) 

 



 

 

 

 五月 14日基督主教座堂舉辦敬拜聖母的活動，此次是本會加入

基督主教座堂後第一次推出屬於華人的中華聖母像共襄盛舉。

當日在會長的大力推動和許多教友的積極參與下，順利參加了

聖母月的這項活動。這也是一年多以來本會教友們第一次有機

會共聚一堂重拾往日大家一起參與彌撒的喜悅，大家都感動不

已，感謝天主的眷顧與保佑同時更為全球疫情的早日平息虔心

祈禱。感謝王宣及葉聖桄弟兄等位多時來的努力及奉獻了許多

時間及心力。 

 

 

 

  



 

 

 

 



 

 

 

 

 

 

 

 

 

 

 

 

 

 

 

 

 

 

 

 

 

 我們尊敬的慈藹可親長者，耶穌會士 Fr. Gordon 將於六月初退休，遷居北加，大家深感不捨。五

月 16日 Fr. Gordon 與吳神父為我們在 Zoom平台共祭彌撒，這也是他老人家退休前為本會教友們做

的最後一台彌撒。感謝 Fr. Gordon 多年來對本會的愛護與冀望，大家也祈主佑 Fr. Gordon 退休後

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五月 21日眾多教友為白神父晉鐸六周年聚餐慶賀。 

 

 

 

 

 

 

 

 

 

 

 

 

 

 

 

 

 五月 28 日葉聖桄弟兄在主教府拍到的天空景象，雲

如白鴿及十字架，與大家分享。 

 

 

 

  



 

 

 

天主聖三節 成全的愛 
文／陳新偉神父 圖／翁宏傑 

天主三位一體是教會信仰的根源，也是教友在領洗入教的時候，必須宣誓的信仰，並因天主聖父、聖

子和聖神之名接受領洗。天主聖三道理之深邃和奧秘，不是單憑理智來分析的，因為這其中涉及的是關

係，天上地上的關係， 在和外在的合一，所以非理智可全然透視，而必須藉著信、望、愛三超德的恩

寵，這是來自天主賜予，而不是人憑著理智可以獲得的認識，對這深邃及奧秘，更多是來自天主親自對

靈魂的灌注。這些理智無法全然可以理解的，卻在《聖經》中，天主透過自己，藉著自己的聖子啟示

給了我們。理智遇到天主啟示的撞擊，就在天主聖三這個根本的奧蹟內。 

以靈性的生命體認聖三之愛 

天主聖三是信仰的根源，這根源意味著，我們每個

歸依天主教信仰的人都必須認識。我們所謂的「認

識」，不一定要很有學問。有學問但卻不信，那麼

學問往往反而成了恩寵的阻礙；信了，再加上學

問，結出的果實將更加豐碩。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第 5 章中提及，我們需

要神修，也就是由擁有修和默觀經驗和博學兼備的

人來指導靈魂，但如果博學者沒有經歷過聖三的奧

蹟洗禮，他們的生命只能停留在世間的層次，無法

提升到足夠理解靈性生命的境界。 

我曾用人有限的感官或從書本和社會大眾傳播、新

聞中獲取的信息，加上從小在對基督信仰排斥的環

境中成長，絕對理性的信仰者，不可以認可有絲毫

的模稜兩可，無法論證的道理。直到面對生命時，

活生生的生命時，意識形態開始被撞擊了。愛不全

然有道理，恨也一樣，人的生命有太多理智說不上

來的，但卻是存在於我們生活的，這時，才知道，

理智其實有可能成為幸福的障礙。 

身心靈需要天主聖三的恩寵 

天主聖三的洗禮是天主賜予人聖化的禮物，正如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第 13章 13節所言：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天主的愛情，以及聖神的相通，常與你們眾人相偕。」這句話是聖保祿宗徒

用來向格林多人問候與祝福的，現今拉丁禮節教會也採用這句話作為彌撒聖祭的開場致候詞。 

這也是耶穌教導以聖三之名的領洗，表示一個完整生命的多層性，人的生命，需要天主的慈悲，基督

的恩寵及聖神的共融，而擁有身心靈所需要的恩寵，人才能真正成全，人才真正進入成全的生命裡。 

我在慕道班學習天主教的要理那段時期，福音道理和基督的生命無法滿足我理智的疑惑，然而，卻在祈

禱中，不是來自理智，而是由心中浮現的，心理學上所謂的潛意識的撞擊，我突然感受到一股衝擊，看

到了自己的罪過與不堪。這一霎那的痛楚，讓我突然明白了：「悔改的領洗！」心中一陣酸楚，不經意

的說出了：「阿爸，父！」再次回應了福音的語言，也就是聖神說的，不是我說的話語。 



 

 

 

恩典之始是與聖三建立關係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天主聖三和我的關係，這是恩寵的起點，這起點讓我終於和主耶穌基督邂逅了，

從那一刻起，我就走入了靈性生命的攀登路上。「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

同在。」每台彌撒的致候詞，明顯地證實了天主聖三的道理，而且也指出了信友們超性生活的根源和基

本原理。從小德蘭的領悟中，知曉了聖三的真諦：我們是因主的愛而生，卻因捨棄主的愛而失去恩寵，

所以，耶穌基督重新為我們找回那原本屬於主的愛，讓靈魂重新找到自己所屬的愛的根源。 

耶穌基督的生命就是聖三的生命，這是得救的保證，升天的確定，永恆生命的見證；我們該擁有耶穌

基督同樣的至聖人性，也就是善度超性的生活。 

信德下的仰望全心歸於聖三 

《申命紀》告訴我們，天主將一個民族從另一個民族領出來，這對這民族而言，就是他們的救贖，所

以，他們該牢記在心中，天主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事；同樣的，耶穌基督為天國子民所做的一切，都牢記

在門徒心中，凡信祂的，也成為了祂的承繼者，也是天主的繼承者，是基督的同繼承者，同享基督的恩

寵，因為是藉著基督，我們獲得了救贖，我們白白地贏得了一切恩寵；這一切恩寵，全是出於聖父之慈

愛，並藉著聖神分施於我們信友（參閱弗 1：3-14）。 

只要我們同基督在一起，如果與基督同苦也不要害怕，我們也將與祂一同受光榮。這是福音的承諾，所

以，福音的真理，生命和主耶穌所做的承諾，都是日後聖神的工作，聖神繼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施放基

督的恩寵。我們的信仰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因信稱義，如果我們能在信德下，讓靈魂仰望著耶

穌，這信德下的仰望，聖神的恩寵也會隨之而來。 

天主聖三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本，也是我們此生的生命根本，更是人類存在與否的根本。肉體是天主給

的，我們要珍惜，但更該珍惜的是我們的靈魂，因為肉身會腐朽，耶穌基督的恩寵為我們保守著美麗的

靈魂，而聖神完成天主對我們的承諾，直到世界的末日，天主父的慈愛，基督的恩寵，聖神的恩賜，

是我們一生，是世人一輩子的厄瑪奴爾，一輩子的愛，一輩子的救贖！ 

擁有聖三之愛才能在地若天 

是的，我們不是已經走入了聖三的恩寵內了嗎？弟兄姊妹們，我們的身體，已經改變了嗎？因著有了耶

穌基督的生命，我們得到了聖化的恩寵，而在失去恩寵時，耶穌基督的聖神又在我們想起耶穌基督時，

注視著祂的十字架時，在領受祂的聖體聖血時，再次將生命和恩寵賜予我們。 

弟兄姊妹們，天主聖三的奧秘，其實就是愛的奧蹟！我們人唯一的得救來源就是能夠得到聖三的愛，

那不是情欲的愛，不是種族、血緣或友情的愛，而是為靈魂得救而願意為生命付出和奉獻的愛，也就是

博愛，靈性的愛，成全的愛，簡單而言就是經由基督所活出的愛。 

唯有這個愛，才能帶來合一，帶來和平。人類擁有這種愛，就是人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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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內容： 

四、彌撒的第二部份：聖祭禮儀-  

3. 領聖體禮及禱詞  

總論 80：彌撒聖祭既是逾越聖筵，便應遵照主的命令，讓準備妥當的信友，領受主的體血，作為精神

的食糧。擘餅和其他預備的禮節，都是為了直接引導信友領受共融的聖事。 

3-1 天主經  

主祭邀請我們誦唸耶穌教導的經文，向天父祈求。念天主經是正式展開領聖體禮，也被視爲領聖體前

的準備，因爲該段經文有兩大祈求意向： (一) 求賜日用糧； (二) 求主寬恕我們的罪。 

「求你今天賜給我們日用的食糧」，為信友而言，這非單指普通的食物，也是指基督的體血。創造萬

物的天主，使五穀生長，養育蒼生，而天主也使這些人力的產品（餅和酒）成爲耶穌基督的體血，作

爲我們靈性的食糧。我們領受祂的體血，作祂的見證，繼續祂的贖世工作，在地上把「天國」建立起

來。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這句向天父的祈求，實在適合作爲領聖體前的準備，

因爲心存恨怨，又焉能與人分享同一的餅？焉能發揮共融的精神？瑪竇福音第五章第廿三至廿四節，

耶穌就教訓我們：「你若在祭壇前，準備獻禮物時，若想起你的弟兄有什麽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禮物，

留在祭壇前，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然後才來獻禮。」這正告訴我們領聖體前最重要的準備功夫。 

我們用天主經及「天下萬國……」的禱文，作爲領聖體的準備，所以在感恩祭中，天主經並非祭獻的

高峯（感恩經才是感恩祭的高峯）。初期教會，在感恩經後便立即擘餅及分送聖體聖血。但在歷史的

演變中，天主經慢慢成爲教友妥善領受基督體血的準備。聖詠團或教友在唱或誦唸天主經時，不用過

份的隆重，以免破壞教友準備心靈、收斂心神的目的。 

我們在感恩祭中誦唸天主經，並沒有用「阿們」去結束。在教會很早的時候，就已把天主經最後的祈

求加以擴展，我們現在用弟鐸書第二章第十三節的禱詞：「上主，我們期待著永生的幸福……」，並

用「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于禰」這段讚主詞去回應。這篇讚詞，遠自第一世紀末，已

與天主經連在一起，東方禮的教友及基督教會，一直保存下來，我們現時再與分離的兄弟共用這讚主

詞，更能使我們領主的行動，富有合一共融的意義。所以，天主經是天父兒女的祈禱，強調天父與其

子民的關係；是祈禱而非歡呼。  

總論 81：我們在天主經中祈求日用的食糧，這對信友而言，尤指基督聖體。我們也求主寬免罪過，為

能以真正聖潔的心靈領受那聖潔者。主祭邀請眾信友祈禱，信友與他一起念天主經。然後主祭一人繼續

念「附禱經」（embolismus），會眾則以讚頌詞作結束。附禱經是把天主經的最後一項祈求加以發揮，

為全體信友祈求脫免凶惡的權勢。 

3-2 互祝平安  

在新約中，常以「愛的親吻」、「互祝平安」或「聖吻」，去描述團體中的互相祝福，也表示基督徒的

愛心及精神（羅·16:16；伯前·5:14；格前·16:20；格後·13:12；得前·5:26）。這本來是基督徒的習慣，

後來逐漸成爲禮儀的一部份。有些地方，這「平安禮」或「聖吻」是在聖道禮儀後、慕道者離開后立即

舉行，因這禮儀是基督徒神聖的祝賀，純為領過洗的人而設的。 



 

 

 

故此，在東方禮中，是在預備祭臺及禮品前舉行平安禮，因爲這標記也表示修和的意義（見瑪·5:23-

24）；在奉獻禮品之前，先要與有仇怨的弟兄和好。而羅馬禮自從第四世紀開始，平安禮便改在領聖體

前舉行，意義上也從修和的心態，轉變為在基督内的互祝平安，強調將要領聖體的教友，與團體中其他

教友的和好關係，好去領受同一個主的體血。梵二後，教會強調平安禮是標誌著教會在基督内的團結。 

平安禮開始時，主祭向基督祈求。感恩祭中甚少向基督祈求的，這是其中之一。經文能使人記起耶穌在

最後晚餐中所說的話（若·14:27）。基督所說的平安，絕非世界所能給予的，而是聖經中指人與自己、

人與宇宙、人與團體、及人與天主的和諧，彼此的共融合一。 

所以這一份和諧，是整個感恩祭最重要的效果。宣讀這經文後，主禮向團體祝基督的平安，接著執事邀

請大家互祝平安。這邀請就如同基督在復活時顯現給門徒時所說的：「祝你們平安」。基督所給予的平

安，正維繫著我們彼此間的團結。 

我們要緊記：這簡單的平安禮，在意義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刻，絕非是朋友間的問好時候，也不是說

歡迎話或到處握手談笑的時間，因爲要請安問好，理應在禮儀前去做。「互祝平安」是誠心祈禱祝福的

時刻，我們衷心渴望並願意與自己、宇宙、團體及天主和諧共融。平安禮與剛唸完的感恩經、及將要領

的聖體，有密切的關係，因爲若缺乏這份眞正的和諧共融，那麽所謂感恩、讚頌、紀念和祭獻，都歸於

烏有了。 

今天，教會鼓勵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地方教會，用當地的方式去互祝基督的平安。平安禮應該是隆重、

莊嚴和自然的。我們可以用鞠躬、握手、兒童與父母間的親吻等方式，但不論用哪種方式，都應該誠意

地向對方說聲：「祝你平安」或「祝你享有基督的平安」。 

我們在互祝平安時，要全心投入，並渴望全世界的人，與自己、宇宙、團體及天主，在基督内團結，彼

此合而爲一。 

─ 東方禮儀傳統：平安禮在準備禮品之前，按照瑪五 24 所說。 

─ 西方傳統：天主經之後，領聖體之前，可能是為實踐天主經所祈求的：求天主寬恕，如同我們寬恕     

   別人一樣。  

─ 互祝平安的方式  

總論 82： 接著是「平安禮」，教會藉此為自己及普世人類祝禱和平與團結，而信友在藉領聖事共融之

前，也以此禮表達教會內的共融和相親相愛。 

有關平安禮的舉行方式，應由主教團依照當地傳統習慣而制定。但各人宜只向自己身旁的人，恭謹地

（sobrie）行平安禮。 

下期將從「四、彌撒的第二部份：聖祭禮儀- 3. 領聖體禮及禱詞- 3-3 分餅禮(擘餅)」談起。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通功代禱 

                                                                          

陳麗琴的母親 陳媽媽 Grace Chen 於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辭世， 

享年九十六歲。 

請為陳媽媽的亡靈祈禱，求主早日接她老人家安返 

天鄕，永享福樂。 

 

                 

  



 

 

 

 

 

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1 年 6 月 

 

 

福傳意向:為婚姻之美 

願準備結婚的年輕人能得到基督徒團體的支持；願他們以慷慨、

忠實和忍耐的精神，在愛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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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