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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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 聖事活動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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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05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二主日)          輔祭: Francis Liu,Alec 侯,Alan 侯

十二月12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三主日)          輔祭: Peter Lau,Frances Jiang,Peter何

十二月19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四主日)          輔祭: Francis Liu, Frances Jiang

                      基督君王節                      Coco Benedetti

十二月26日上午 10:30 (聖家節)          輔祭: 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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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星期四) 晚上7:30-9:30 帶領人: 周珣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聖詠 52-62篇

詳情請與劉卓台連繫

中區時: 十二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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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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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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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十二月5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李偉鈞

地點: Zoom Meeting Meeting ID: 892 9937 0411
主題: 教會的成立到現在的梵蒂岡 Passcode: 0000

時間: 十二月19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劉卓台

地點: Zoom Meeting Meeting ID: 892 9937 0411

主題: 愛的誡命 Passcode: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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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月刊訊息》 

 教宗方濟各 11 月 21 日在慶祝教區層級世界青年日和基督普世君王節的彌撒講道中，鼓勵當今的青

年“在一切都崩塌的時候要挺身站立”，勇敢地“逆流前行”，“不走捷徑，不做荒謬之事”。請

看來自梵蒂岡新聞網的報導《教宗激勵青年：勇於夢想，心懷耶穌，共度生活難關》。 

 11 月 28 日是將臨期第一主日，教會進入將臨期。本月選錄一篇《將臨期和聖誕節》，讓我們更加

了解教會禮儀安排的原由和將臨期的意義，期能善度將臨期準備主耶穌的降臨。 

《本會訊》 

 恭喜曼麗姊妹的小孫女 Carmella 於 11/7日在希望之塔(Tower of Hope)頂樓小聖堂舉行的彌撒中受

洗，正式成為天主的兒女。當日小 Carmella乖巧可人，受到所有參與彌撒的教友們誠摯的祝福。 

 

 

 

 

 

 

 

 十月二十三日吳神父

替朱嶠的兩個可愛的小孫子

Ryan and Maru 領洗。祝福 

Ryan and Maru 主恩滿溢也恭

喜朱嶠和葉青夫婦及家人親

友們!  

  



 

 

 

 10/22 慶祝橙縣主教 70歲生日彌撒，本會參加教友於彌撒後與 Bishop Tim 和 Father Smith 合照。 

 

 

 

 

 

 

 

 

 

 

 

 

 

 

 

 

 

 

 

 

 

 十一月二十一日吳神父在彌撒中為今年慕道班的學

員 Susan 舉行收錄禮，祝福 Susan 姊妹能在慕道班

中認識天主教信仰，體悟信仰的真諦，領受到天主

愛的恩賜，早日進入天主教的大家庭。 

 

 

 

 

 



 

 

 

 我們團體及聖詠團應本堂 Rector Fr. Christopher Smith 的邀請，於今年 11 月 25日星期四感恩

節上午 9:30共同參與 Christ Cathedral多族裔共融的感恩彌撒並在彌撒前獻唱真福八端。主教府

的音樂指導禮遇我們華人團體第一次參加這感恩節彌撒，特別安排聖詠團坐在最中間的位置，讓團

員們都受寵若驚。 

 

 

 

 

 

 



 

 

 

 

 



 

 

 

 



 

 

 

 



 

 

 

  



 

 

 

教宗激勵青年：勇於夢想，心懷耶穌，共度生活難關 
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方濟各 11月 21日早晨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彌撒慶祝基督普世君王節，當天普世教會也慶祝教區層

級的世界青年日，教宗在彌撒講道中指出了基督的兩個形象，第一個形象是在聖若望的《默示錄》和讀

經一中達尼爾先知所預言的，“祂要乘雲降來”；第二個形象是，基督站在比拉多面前說：“我是君

王。” 

教宗在省思這兩個形象時，首先鼓勵青年在“邁向 2023 年里斯本世界青年日的旅程中，停下來思考耶

穌的這兩個形象”。 

教宗解釋道，第一個形象是駕雲而來的耶穌，這讓人聯想到基督在世界窮盡之時的榮耀降臨。教宗說：

“它使我們認識到，我們生命最後的裁判將屬於耶穌。”“祂乘雲而來讓我們安心”，仿佛在說：“當

風暴聚集在你生活的上空時，我不會丟下你獨自一人，我始終與你同在，我來會帶來明亮的天空。” 

另外，先知達尼爾“告訴我們，在夜間的異像中，他看到上主乘雲降來”。教宗鼓勵青年“在夜間的異

像中觀看”，換句話說，即使在黑暗中也要讓你們的眼睛保持明亮。教宗說：“在我們心中所承受的或

是在我們的周遭看到的任何黑暗中，絕不要停止尋求光明。” 

接著，教宗說，青年被賦予一個激動人心並具挑戰的使命：“在我們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在崩塌的時候要

挺身站立；成為哨兵，準備在夜晚的異像中看到光明；在廢墟中成為建設者；有夢想的能力。”教宗說：

“感謝你們，因為在一個只考慮眼前利益、傾向於扼殺宏偉理想的世界裡，你們沒有失去夢想的能力。

這有助於我們成年人，也有助於全教會。” 

在講到耶穌在比拉多面前說“我是君王”的第二個形象時，教宗描述我們是如何“被耶穌的決意、祂的

勇氣和祂絕對的自由所震撼”。教宗解釋：“耶穌沒有隱藏祂的身份、沒有掩飾祂的意圖、也沒有利用

比拉多為祂開脫的借口。”“祂以源自於真理的勇氣回答說：‘我是君王。’祂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教宗接著解釋，通過跟隨耶穌和内心的自由，我們看到生命的“真實面目”，而不會被“當下的時尚和

消費主義的光鮮亮麗所矇騙”。教宗補充道：“我們在這裡不是為了被世界的歌舞昇平、光彩奪目所迷

惑，而是為了掌握我們的生命，咬牙度過生活的難關，好使生命達至圓滿。”“這樣一來，有了耶穌的

自由，我們就能找到逆流而行所需的勇氣。” 

在結束講道時，教宗鼓勵青年：“要對真理充滿激情，這樣，你們就可以懷著你們的夢想說，‘我的生

活不被世界的思維方式所俘虜，我是自由的，因為藉由正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將臨期和聖誕節 
轉載自網路(與聖言同行) 

為了完成使命，「在世界各地散發馨香，就是傳播福音並使人認識基督」（格後 2:14）。教會把每一

年的時間劃分為幾個階段，稱其為禮儀年。每一階段都以一個大節日為參考點。 

每一年就這樣被一連串的節日標誌出來，目的是為了引導人們反省，一步接一步地揭示基督奧秘的不同

層面：「從降孕、誕生，直到升天、聖神降臨和充滿喜樂希望的期待，及最後主的再來」（禮儀憲章

102）。 

聖誕節和將臨期 

社會陽曆年始於一月一日，而教會禮儀年始於將臨期的第一個主日。這好像很有道理，一個人的生命應

該由他出生的日子開始算起。 

不過，教會如此制訂禮儀年從起初就不是這個原因。初期教會是以一周為循環來紀念耶穌的復活，沒有

其他節日。直到君士坦丁大帝時代，每一周的第一

天一直被稱為太陽日。基督徒並沒有停止工作的習

慣，不過在這一天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聆聽天主聖

言，慶祝擘餅，更早的時候甚至是真的共同吃飯。 

不久之後，教會感覺到需要在一年內確定一個特殊

的日子，以此為高峰，紀念耶穌，於是確定了復活

節。在第二世紀中葉，復活節已經被全部基督徒團

體共同接納認可了。但是人們又覺得一年裡僅僅一

天來慶祝基督復活，時間太短了，於是延長為七個

七天，也就是七週，來慶祝喜樂，直到第五十天的

聖神降臨節。 

聖誕節進入基督徒禮儀年曆是很晚的事情了。在公

元三百五十四年，教會把十二月二十五號確定為紀

念耶穌基督誕生的日子。很顯然，我們沒有找到任

何關於納匝肋人耶穌誕生的文件，不知道他誕生的

確實日子，也不明確到底是哪一年。選定這一天來

紀念耶穌誕生，是因為當時羅馬人在這一天慶祝冬

至和春天的開始。這個節日的標記是喜樂，從此太陽開始變得更加燦爛，白天更長了。 

最初幾個世紀，對於異教節日和禮儀，教會採取的態度一般都是重新詮釋，賦予新意，而不是拒絕或者

排斥。如此，教會沒有對羅馬神祇論戰，而是把不可戰勝的太陽神節日的名字和意義給予轉化。基督徒

指出：耶穌是太陽，「照亮那坐在黑暗和死亡陰影裡的人，引導我們的腳步，走上和平的道路」（路

1:79）；耶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若 1:9 ）；是「明亮的晨星」（默 22:16）。 

創作於公元二百五十年的朱里家族的陵墓壁畫，位於梵蒂岡地下墓窟，是羅馬第一批基督徒的馬賽克藝

術，其中，藝術家很有創意的把基督表現為駕駛太陽車的太陽神。 

公元六百年左右，基督徒意識到聖誕節應該有一個準備時期。因此而誕生了將臨期的一系列主日，並且

決定由將臨期的第一個主日開始禮儀年，也就是在十一月末或在十二月初。 



 

 

 

將臨期的意義是什麼？ 

將臨，這個詞彙本來是羅馬人和希臘人用來指他們的神祇來臨。在一年的某一天，他們要把神祇的塑像

供奉出來，這些神祇會在這個時候來到信徒中間，為信徒分施恩寵，廣佈惠賜。將臨，這個詞彙也指君

王駕臨於自己國土上的某個城市訪問，或者是指國王登基的日子。 

基督徒把所有這些含義都用在了自己的天主耶穌基督身上，將臨期就是基督徒準備迎接救主駕臨的時

期。 

說到這裡，有些人肯定要問：「耶穌不是已經來到了嗎？為什麼我們還要準備，似乎要迎接祂再一次來

臨？」 

聖誕節不是耶穌的生日，將臨期原來也不是準備迎接祂的來臨，這些節日曾經只是異教徒迎接無敵太陽

神的日子。 

天主的路與我們的路不同 

有時會發生這樣一種情況，我們期待一位朋友，可是卻沒有遇到他。那也許是等錯了地方，或者時間不

對。 

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我們與天主的關係中。 

天主在人類歷史上，在人的生活中已經來了很多次，也展示了在什麼地方可以與祂相遇；但是可能我們

等錯了地方，到最後白白等候而沒有遇到。 

列舉一些地方，我們常常在那裡等候天主：在生病的時候，我們期待天主來醫好我們；在經濟遇到困難

的時候，我們期待天上來的好運擊中我們，從而時來運轉；在孤獨的時候，我們希望天主派人來安慰我

們；在失敗的時候，我們期待天主來幫助我們，使我們成功；在遇到不正義的時候，我們祈求天主展示

祂的正義；在老年的時候，我們求天主賦予我們更多的活力、熱情、聰敏等等。為此我們堅持不懈地祈

禱，試圖把天主帶入我們自己的牛角尖中，讓祂按照我們個人的規劃來執行，命令祂不要耽誤時間，不

要失約。我們迷茫，我們焦急地探問，而天主卻

總是沒有顯現，我們幾乎總是失望、頹喪、困

惑。 

一個聖誕節，在奧茲威辛集中營，比克腦營區，

一群婦女被帶向毒氣室，她們嘗試逃跑，但是全

部被殺了。一個拉比的兒子面對這個場景呼喊：

「上主啊，向他們顯示祢的威能吧！這一切都是

與祢為敵的！」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那時，

這個孩子高喊：「上主，祢不存在！」 

我們向天主呼求祂的威能，可是祂卻向我們展示

了祂的十字架；我們希望與祂一同成功、勝利，

可是祂卻選擇了失敗在十字架上。 

天主從來不會滿足我們的夢想，而是實現祂的計

劃。與天主在約定的會晤中相見並不是一件輕而

易舉的事情，要想見到祂需要用合適的方式、在

合適的時間，以及知道祂蒞臨的目的。最重要的



 

 

 

是讓我們自己保持警醒，時刻注意，及時辨析，甄別我們的希望，用心探究是否與天主給予我們的計劃

配合。 

在原始混沌的黑暗中，天主帶來光明（創 1:1-2）；在亞巴郎不生育的黑暗中，天主與他訂立盟約，承

諾他的子孫後代會像天上的星辰一樣多得數不清（創 15）；。「萬籟俱寂，黑夜已奔馳一半路程時」

（智 18:14），天主造訪了祂的人民，把他們從埃及法老的奴役下解救出來。 

天主蒞臨澄清稠密的黑暗：在我們的迷茫和痛苦中，在我們誤入歧途和頹喪失望中，在我們被侮辱和被

拋棄時，祂帶領我們進入和平。尤其是在我們崇拜偶像的黑暗中，把造物神化，讓功名利祿、子孫後

代、關係、友情、健康等等把我們牽制，這時只有天主能夠歸還我們自由。 

索求、爭奪、討價還價、不擇手段，這些東西都阻礙我們獲得真實的生命，直到影響睡眠，讓我們心神

不寧。我們掙扎、辯論、備受折磨，可是仍然不能擺脫奴役我們的枷鎖。耶穌來了，就是為把我們從這

些奴役中解放，但是這需要我們準備自己，在祂習慣通行的道路上期待祂。 

 

 

教宗的祈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1 年 12 月 
 

福傳意向:為教理講授者(福傳員) 

願宣講天主聖言的教理講授者(福傳員)能以聖神的力量，勇敢而

有創意地為天主聖言作證。 

 

 

 

 

 

通功代禱 

                                                                          

    王凱琳姐妹的母親十一月八日晨於睡夢中安返天鄉。 

      請大家為王伯母安息主懷永享福樂祈禱。 

      為凱琳及家人節哀順變，出入平安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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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go.dynamiccatholic.com/e/874791/tion-utm-content-09172120image/n41nxb/1092597911?h%3DY7C73GFuKm9uKWcdzgRMffaJotqXAf8QIG6QDlcBXkM&data=04|01||7bd91d6b1a8043d7da9808d9803b9931|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1|0|637681815732715533|Unknown|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1000&sdata=ICpHOiApMcRc9eLP0%2BP1jKTO0HGQ2RWqaxKj%2BKYAcUc%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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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