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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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 聖事活動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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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一主日)     輔祭: Francis Liu,Alec 侯,Alan 侯

三月13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二主日) 輔祭: Peter Lau,Frances Jiang,Peter何

三月20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三主日)          輔祭: Francis Liu, Frances Jiang

      Coco Benedetti

三月27日上午 10:30 (四旬期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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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10日(星期四) 晚上7:30-9:30 帶領人: 葉聖桄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聖詠90-99篇

詳情請與于德蘭連繫

中區時: 三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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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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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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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三月6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葉聖桄

地點: Zoom Meeting Meeting ID: 892 9937 0411
主題: 教會的禮儀及節慶 Passcode: 0000

時間: 三月20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蕭莉芳

地點: Zoom Meeting Meeting ID: 892 9937 0411
主題: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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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座 2月 24日發表教宗方濟各《2022年四旬期文告》。教宗指出，疫情大流行讓我們觸及到我們每

個人和社會的脆弱性，四旬期則讓我們體驗信靠天主的慰籍。沒有人能獨自獲救，首先是沒有天主

任何人都不能得救。請看來自梵蒂岡新聞網的報導《教宗 2022年四旬期文告：我們行善不要厭倦》。 

 本月與大家分享一篇轉載自野聲月刊的文章《外在禮儀與內在虔敬》，希望大家溫故知新，重新瞭

解教堂內的禮儀並盡量在每次進堂時遵循教會的規定。 

 從瑞士到台灣，奉獻台東一甲子的魏主安神父於二月十三日在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安祥過世，享壽

九十一歲，教友都感恩他一生對台灣的愛與奉獻。讓我們由《令人感念的魏主安神父安息回天家了》

這篇文章來認識與緬懷這位可敬的牧者。 

《本會訊》 

 

 

 

四旬期避靜簡介與報名連結 

主題:  跟緊主 / Follow Christ closely  

講師:  彭育申修女 / Sr. Elaine Peng 

地點:   SEAS Church in Rowland Heights, California and Zoom 線上避靜 

時間:  3/19/2022, 9:00am 報到，9:30 – 4:00pm 避靜  

       (包括二次 15分鐘休息和午休時間) 

費用:  自由奉獻，建議避靜每人$10，羅蘭崗天主堂避靜午餐費每人$5 

報名:  1) 3/17/22 報名截止。 

       2) 報名線上的連結🔗：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F11ge-

SFaQ1k-Z5bJfnPjSQgaHllOASGn1QlcN0qInFjWwQ/viewform?usp=pp_url 

          如果沒收到報名確認電郵，請查看 Spam file (垃圾郵件)。 

       3) 為了網路安全，避靜的 Zoom ID、Passcode 以及網路連結將在 

          3/18 電郵寄給您。                       

      歡迎大家來參加四旬期避靜，同時我們也支持彭修女在中國傳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F11ge-SFaQ1k-Z5bJfnPjSQgaHllOASGn1QlcN0qInFjWwQ/viewform?usp=pp_ur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F11ge-SFaQ1k-Z5bJfnPjSQgaHllOASGn1QlcN0qInFjWwQ/viewform?usp=pp_url


 

 

 

 我們天主教會資深教友于金山擔任全球最大僑團，兩任紐約中華公所主席，為 125 年第一位由非粵

籍的台灣留學生擔任，打破老僑界歴史記錄。在其任期中與美國主流交流良好為華人爭取權益，在

改善治安、美化環境、抵抗反亞裔仇恨，對抗疫情多所建樹。紐約市長表揚其貢獻特頒表揚狀，訂

於 2022 年 2 月 25 日為「于金山日」，實屬我們天主教友之光，華人之光。 

 二月六日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OCCCA）在基督主教座堂舉辦了“慶祝中國農曆新年”的彌撒暨祭

祖活動。彌撒後舉行敬天祭祖典禮，由吳神父帶領執事及教友們向中華列祖列宗牌位上香、獻花、

獻酒、獻菓並行三躹躬禮，場面簡單隆重。 (Photo by Manle) 

 

 

 

 

 

 

 

 

 

 



 

 

 

 

 

 

 

  



 

 

 

 



 

 

 

 

 

 

 

 

 

 

 

 

 

 

 

 

 

 

 

神父發紅包給為彌撒禮儀服務的青少年和小朋友們，以表嘉許。 

 

 二月二十七日李偉平神父在彌撒中為今年

慕道班的學員舉行了舉薦禮，祝福學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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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 2022年四旬期文告：我們行善不要厭倦 
梵蒂岡新聞網 

聖座新聞室 2 月 24 日舉行記者會，介紹教宗方濟各《2022 年四旬期文告》，文告主題取自聖保祿宗徒

致《迦拉達書》6章 9至 10節，即“我們行善不要厭倦，如果不鬆懈，到了適當的時節，必可收穫。所

以，我們一有機會，就應向衆人行善”。 

教宗在文告中強調，四旬期是“個人和團體更新的好時機，它將引領我們度過耶穌死而復活的逾越奧

跡”。“在我們的生活中貪婪和傲慢、貪求獲利、積累和消費常常占上風”。四旬期邀請我們皈依，改

變心態，如此讓生活才有真理與美善，不是占有而是施予，不是積累而是播種美善與分享。 

播種與收穫 

教宗指出，在四旬期内，我們蒙召“通過接納天主的聖言來回應天主的恩典，這聖言使我們的生活結出

果實”。教宗寫道：“這個播種美善的召喚不應被視為一個負擔，而是一份恩典”。“為他人播種美善

使我們擺脫計較個人得失的狹隘邏輯，賦予我們以不求回報的寬廣心胸來行事，使我們進入天主仁慈計

劃的奇妙視野。天主聖言擴展並提升我們的視野，向我們宣告最真實的收穫乃是末世性的收穫，是末日、

沒有日落那一天的收穫”。 

教宗強調，耶穌用“種子落在地裡死了結出果實的圖像，來描述祂死亡與復活的奧跡”（參閲：若十二

24）；聖保祿重拾這句話提到我們肉身的復活，“播種的是可朽坏的，復活起來的是不可朽坏的；播種

的是可羞辱的，復活起來的是光榮的”。（格前十五 42-44） 

我們不要厭倦行善和祈禱 

面對我們“因迫在眉睫的挑戰而擔憂和缺乏對策而沮喪”，我們的誘惑“是封閉在個人主義的自私中，

對他人的痛苦不聞不問”。但天主“給予疲倦的人力量，使勞苦者精力倍增”。四旬期邀請我們將我們

的信德和望德寄於上主（參閲：《伯多祿前書》一 21）。只有定睛注視耶穌基督（參閲：《希伯來書》

十二 2），我們才能接納宗徒的這勸誡：我們行善不要厭倦（參閲：《迦拉達書》六 9）。 

教宗敦促信友，不要厭倦祈禱。 “我們需要祈禱，因為我們需要天主”。“如果疫情大流行讓我們觸

及到我們個人和社會的脆弱性，那麽這四旬期則讓我們經驗相信天主的慰籍，沒有這慰籍我們就不能存

立（參閲：《依撒意亞》七 9）。”“沒有人能獨自獲救，因為在歷史的風暴中，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但首先是，沒有天主任何人都不能得救，因為只有耶穌基督的逾越奧跡才能使人戰勝死亡的暗流”。 

我們不要厭倦請求寬恕 

“我們不要厭倦拔除我們生活中的邪惡。我們不要厭倦在懺悔與修和聖事中請求寬恕，因為我們知道天

主從不厭倦寬恕；我們不要厭倦與貪慾作鬥爭，這是促成自私和各種邪惡的脆弱，它在漫長的世紀中找

到不同的途徑使人陷於罪惡”（參閲：《衆位弟兄》第 166 號）。“這些途徑之一就是對數位媒體上癮

的危險，它使人際關係陷入貧瘠”（同上第 43 號）。四旬期是“抗拒這誘惑的一個好時機，它可以培

養一種由真實相遇，面對面的更完整的人際交流”（同上第 43、50號）。 

我們要去尋找有需要的人 

“我們不要厭倦在勤奮的愛德中為近人行善。”教宗繼續寫道，在這四旬期，“我們以喜樂實踐施捨

（參閲：《格林多後書》九 7）”。“天主供給播種者種子，又賜予養育我們每個人的食糧，這不僅使

我們飽飫，也讓我們能慷慨地向他人行善” 。教宗解釋道，我們要以特別的方式善度這四旬期，“關

懷我們身邊的人，讓那些受傷的弟兄姐妹成為我們的近人”。四旬期是“尋找而不是回避那些有需要者”



 

 

 

的好時機；“是為了召喚而不是忽視那些渴望聆聽和獲得善言的人；是探訪，而不是遺棄那受孤獨之苦

的人們”。 

如果我們不鬆懈，我們終將收穫 

最後，教宗在文告中也勸勉我們，要祈求“天主賜予農夫的恆心忍耐（參閲：《依撒意亞》五五 7），

絕不放棄行善，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跌倒的人，就要把手伸向天父，祂總會把我們扶起。迷失、

被邪惡的誘惑所欺騙人，就要趕緊回到天父那裡，祂寬宏大量”。在這個皈依的時期，我們“藉著天主

的恩寵和教會的共融獲得支持，我們要永不厭倦行善：守齋準備土壤，祈禱來灌溉，仁愛結出果實”。

教宗最後寫道：“我們憑著信德堅信，如果我們不鬆懈，到了適當的時節，必可收穫，以堅忍的恩典，

我們必將獲得為我們和他人得救恩所應許的財富。”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外在禮儀與內在虔敬 
轉載自野聲月刊  朱自成 

歐洲許多教堂已成為旅遊景點，遊客不一定是教友，對教會禮儀多不了解，特別是中國的遊客，對天主

教會更是陌生。旅行社和導遊為避免失禮，特別列出參觀教堂注意事項：脫帽、安靜、不可飲食，衣著

避免無領、露肩、露膝、露腰、露胸、涼鞋（拖鞋、夾腳鞋），最古老的要求是人和聖像不能合影，有

些教堂內不許照相，有些教堂不管；關掉手機。 

外教遊客對待進入教堂是如此尊重的態度，反觀我們教友對進堂的態度，是不是應該更虔敬一些？現今

社會標榜「人權」，人有自由、自主權，在宗教上也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許多人認為，只要我們內心

虔敬就夠了，外在禮儀並不重要。但是如果我們外在不注重禮儀，又怎能表現出我們內心虔敬呢？況且

外在行為是內心想法的表現，外在行為更會影響我們內心的想法。 

對於進堂參與彌撒，本文搜集了一些教會規定、堂區做法、教友習慣，可能有人認為這些是不合時宜的

做法，有人不敢苟同；你可以不贊成，但是身為天主教信徒，你不能不知道有這些規矩。 

參與彌撒：教會過去舉行彌撒統一用拉丁文，信徒聽不懂，參加彌撒只能瞻望禮節，所以稱為「望彌

撒」；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禮儀改革，教會提倡用本地語言舉行彌撒，要求信友有意識地、主動地、

虔誠地、完善地「參與彌撒」。 

遲到：彌撒不管訂在幾點，總是會有人遲到，有人甚至已經忘了彌撒開始時是「懺悔」禮，因為他每次

進堂都是念光榮頌、或讀經、或神父證道了。有位神父說得好，如果是會見主教或樞機主教、甚至教宗，

你絕對不會遲到；但這些人都是「人」，而你與神的聚會卻遲到，你將神放在什麼地位（特別是禮儀服

事人員）？ 

關手機：每次彌撒前，禮儀人員都會提醒「請關掉手機或調為靜音」；有人質疑，彌撒全程參與，手機

自然應該要關機，為什麼需要調成靜音，難道手機震動時，你還會拿出來看一下，是否有「大事」？更

甚者，還有人在主日彌撒過程中滑手機、發簡訊、發群組，我們一週和天主見面僅一個小時，就不能把

世俗大事拋開？ 

脫帽：外教遊客參觀教堂都需要脫帽，更何況是教友進堂；特別是前往領聖體時，除了頭紗，不應戴任

何帽子。可能有人注意到，主教、樞機主教、教宗在獻祭彌撒時會戴一頂小帽，但是在舉揚聖體、聖血

時，不管你的身分為何，那頂小帽都會脫掉。 

雙手合十：是一種手勢，也稱為合掌，這是基督徒一個很傳統的動作，意味尊敬、服從、祝福、問候，

將自己奉獻的意思；也有教友雙手手指交叉抱握，一般用在祈禱的時候。而教友在教堂內部行走時，特

別是在前往領聖體時，雙手合十代表我們對天主、對聖體的尊敬。彌撒服事人員如果空手，都應雙手合

十，特別是讀經員進堂時、或聖體員上祭台時，輔祭人員站立或跪下時，最起碼也應雙手交叉握抱。 

進堂詠：我一直以為進堂詠是用來歡迎主禮進場的聖歌，看了資料才知道，進堂詠的目的是讓聚集的基

督徒在歌聲中形成一個團體、一個身體，使信友與主禮一起與主相遇。所以，主禮不是進堂詠的重點，

在歌聲中團結合一、與主相遇才是重點。我們不是聽音樂、看表演的觀眾，而是主動、積極、有意識參

與感恩祭禮的基督徒。 

讀經：讀經不只是念聖經，而是天主在對我們說話，所以讀經台只能宣讀聖言，一般堂區事務不能在讀

經台報告。同時，開始讀經時，接待員應將教堂所有的門關閉，遲到的教友應在門外暫候，等待讀經、

答唱詠、福音、或神父證道，當中到一段落時迅速在後方入座。有許多教友遲到仍大搖大擺地走向前方

入座，這是極其不恭敬的行為。 



 

 

 

證道：神父講道一直是教友在彌撒中關注的重點，私下還會評論哪位神父講道最「動聽」。其實神父講

道代表天主在對我們說話，動聽與否不是重點，講道內容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所以除了神父、主教和

執事外，任何教友（非神職人員）都不能講道。 

聖體齋：聖體不是「代表」或「象徵」耶穌基督聖體，聖體「就是」耶穌基督聖體。所以教會規定，領

聖體前一個小時不能吃東西，以示恭敬。同理，教堂內不能帶進世俗食物，以免與神聖的聖體混淆。有

的教堂設有哺乳室，有的教堂堅決不准在教堂內吃東西，包括哺乳。如果有需要，教友應事前餵好嬰兒，

畢竟彌撒只有一個小時。 

領聖體：全體會眾答「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裡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之後，主

禮領受聖體、聖血，聖詠團開始唱領主詠，會眾才能離開座位、排隊，準備恭領聖體。 

前往領聖體時應雙手合十，到領聖體時，應雙手交叉重疊伸出，一般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當聽到聖

體人員說「基督聖體」時，應答「阿們」，表示同意、相信這是基督聖體，願意與基督合一；絕對不可

不作聲，或說謝謝。 

因為疫情關係，教友都戴著口罩，領完聖體後應向左（或右）橫跨一步，立定，揭開口罩吃下，再走回

座位，不可邊走邊將聖體送入口中，更不應將聖體帶離領聖體區。手中如果還有屑屑，應吃掉（舔掉），

不可拍手拍掉。接待員如果看到有人拿著聖體已經走進座位區，應立即讓信友（不論是否教友）吃下。

聖體絕對禁止放入私人皮包或物品內，更絕對禁止帶出教堂。 

聖體人員手中接到聖體後，應立即到定位讓信友領聖體，不可在祭台上猶豫、滑步、不知何去何從。聖

體人員手中拿著聖體時，不可以做其他事情，如開門、握手等動作。梵二之後將彌撒正名為「感恩聖

祭」，就是提醒信友，教堂是天主的聖殿，不是俱樂部；彌撒是祭典，不是社交聚會。我們除了內心虔

敬外，還應注重外在禮儀，以虔敬的心來與主相遇。讓我們彼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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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念的魏主安神父安息回天家了 
轉載自 FB 盧俊義牧師專欄 

來自瑞士天主教「白冷外方傳道會」的魏主安神父，在 2 月 13日下午一點安息回天家，享年 91歲。雖

然知道這日子一定會來到，但心裡還是相當不捨，感念甚深。 

魏主安神父（Rev. Vonwyl Gottfried）是在 1931年 6月 26日生於瑞士，在 1952 年加入瑞士天主教白

冷會外方傳道會，那年他 21歲，接受長達六年修院嚴格的訓練後，在 1958年晉鐸為神父，然後受分派

在自己的故鄉教會牧養五年。 

1963年，魏主安神父和另一位苗干城神父（Auf der Maur Hansjörg）兩人同時被受差派到咱台灣來傳

福音。他們就從瑞士搭火車到法國馬賽港搭乘貨輪來到基隆港，因為是提前一天到，兩人抵達時，並沒

有任何人到港口接他們，他們兩人就這樣一邊詢問並轉乘長途車程，才平安地抵達台東白冷會辦公室報

到。他們都需要先學習在地的語言，但他兩人不是去語言學校學，而是由曾在中國東北齊齊哈爾當過牧

區主教，對華語甚為熟練而在 1955 年就已經先來到台東的「布培信神父」（Rev. Alois Burke）親自

教導他們學華語。 

初次來到台東那刻，魏主安神父就已經做好要長久在此生活、扎根的心理準備。特別是當他一面學習華

語，也同時被差派去台東海邊的一個小漁港「富岡」開始牧靈的工作時，那時他看到富岡還沒有電，而

單從台東到富岡，彎彎曲曲的土石路，確實相當顛簸。這時，他寫信回去瑞士給他的母親，其中有一段

話是這樣子說的： 

「媽媽，您知道這裡沒有電，水，是有點鹹味的井水，交通非常不容易。我想以後我們可能再也沒有機

會相見面了，要等到回天家的時候才能有機會再相聚、見面。我知道當您接到這信時，您的眼淚會流下

來，而你那些珍貴的眼淚會成為粒粒珍珠般，可以串起來成為一條很美的項鍊掛在您的胸前，美麗至極！

媽媽，我愛您。」 

魏主安神父到了富岡，才發現在那裡除了要學講台語，也要講阿美族語。他真的很有語言天賦，就像其

他白冷會的神父一樣，真的是奇才，可以同時學習好幾種不同的語言。魏神父是一面跟布神父學華語，

一面在富岡跟當地的台灣人學台語，也同時和阿美族人學他們的母語。後來，最後派到馬蘭去牧靈時，

那是卑南族的聚落，他又開始跟他們學習卑南族語。過去的時間，他除了在富岡外，也在都蘭牧靈，這

裡也是阿美族的聚落，因此他的阿美語可說是頂呱呱。也曾在寶桑露天主堂，在這裡，他的台語就像在

富岡一樣，很快就郎朗上口。直到晚年，常有採訪的記者要採訪他，或訪客要找他聊天談話，他常會說

「我欲用台語講比較卡好勢」。但大家都清楚知道，他的華語也不輸給台語。但最溜的還是阿美語。 

幾乎來台灣的天主教神父都會在他們的教區推動一項對偏遠鄉村貢獻甚大，特別是原住民社區影響甚大

的事工，就是「儲蓄互助運動」。這對於沒有甚麼儲蓄概念的原住民來說，是一項很新又極大挑戰。這

些神父們清楚知道，若是他們在這方面落實儲蓄習慣，就會減輕舉債，不會被逼到必須販賣子女的壓力，

更可幫助他們改善經濟生活。 

瑞士天主教白冷會雖然是在 1895 年才創會成立，可算是比較晚期的修會，但修會創立之初，有感於瑞

士有許多貧窮人家急需要關心幫忙，有鑒於此，創立修會就已決定走一條不同於一般修會的樣式，除了

招收貧困人家的孩子，也教育這些進入修會的孩子要重視社會服務。因為進入修會的修士很多是出自貧

困家庭，深知貧窮人家生活的痛苦。因此，當該修會差派訓練完成的神父、修士進入中國東北的齊齊哈

爾最貧困的社區，很快就落根下來，且幫助許多貧困的家庭的孩子學得一技之長。這也是為什麼在他們

1951 年離開東北，兩年後的 1953 年輾轉來到咱台灣時，不是到都會區，是選擇到後山的台東，而第一

個來的錫質平神父，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創辦聞名國際的技能中學「公東高工」，就是要讓白冷會牧區



 

 

 

裡的年輕一代學子有機會在困苦環境中茁壯成長起來。這也是紀守常神父在蘭嶼贏得「蘭嶼之父」尊榮

之因。更令我們敬佩的是，當白冷會知道台灣長老教會胡文池牧師在翻譯布農語新約聖經，他們就特地

派了一位專員來協助打字、編排，然後把編排好的打字版直接送給聖經公會去印，不但這樣，白冷會還

出錢資助聖經公會印布農語新約聖經，這樣寬闊的胸襟，令我們感佩萬分。 

致力於本土化傳道的魏主安神父，除了傾全力牧靈工作外，也協助開辦花東地區原住民「義務使徒訓練

班」，以推動本土化傳教，他和葛德神父在小馬和平山朝聖地開辦「義務使徒訓練班」，引起當時擔任

高雄教區單國璽主教的重視，特地在 1998 年請魏神父到高雄協助開班授課。除此外，魏神父也以閩南

語開設查經經，並刊印閩南語《要理問答》、《主日讀經》等刊物，積極培訓東部教區的傳道員。也因

為重視本土化，白冷會所有神職人員幾乎都融入了牧區的文化，這也是我們可以看到魏神父和其他神父

會接受也尊重原住民的傳統宗教禮儀之因。 

1979 年，魏主安神父首次發現右手臂有腫塊，到羅東聖母醫院接受范鳳龍醫師（Oki）的手術治療，當

時范醫師就已經懷疑魏神父罹患最惡劣的「黑色素瘤」。然後在2015年8月中發現黑色素瘤再次復發，

且有轉移到肺，因此在當年 9月 3日進入馬偕台東分院手術治療。術後經過台東基督教醫院癌症團隊的

協助，在當年 10 月 27 日開始，轉送到台北和信醫院進行化療診治。當時已經 85 歲的魏神父，原本聽

到建議他上台北和信進行免疫療法的治療時，他一再堅持反對，並說他已經年老，這種龐大的免疫醫療

費用可以留給年輕人。當時遊說他接受，是這樣告訴他說：「和信醫院不會收你的醫療費用，因為你很

愛台灣人，也促成台東聖母醫院創立，請你放心，和信醫院要替台灣人報答你。」而他是一再地問說：

「真的嗎？」回答都是「真的」，這樣才說動他上來台北。其實，是有一群人已經替他準備好醫療費用

存放在和信醫院備用。而最令我們感動，也要特別感謝台灣小野公司確實為魏神父協助提供免疫治療無

償藥物，減輕了魏神父醫療上的重大負擔。另外令我們令人感動的，是當魏神父要上台北和信醫院化療

的消息傳開後，有一公司的老闆就決定主動負責松山機場接送的工作，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這位公司老

闆的名字，而他也不想讓人知道。每次都有一位高中退休的張佳雄校長陪伴魏神父上台北和信醫院診治，

這位公司老闆都會很準時地接送。這樣魏神父持續接受免疫療法直至 2017 年 3 月 6 日，腫瘤神奇的完

全消失無蹤，進入追蹤期。讓魏神父有機會在當年 4月 19 日至 5月 25日回到瑞士老家，與久違的家人

重逢見面，度過一段愉悅的日子。不但這樣，從瑞士回來後，魏神父還是和往常一樣繼續四處去關心信

徒的靈命和生活、工作，直到2019年6月，因為中風而發現腦部有腫瘤，雖經過第二次的放射線治療，

神父病情終究逐漸惡化，2020 年 3 月 16 日最後一次在和信門診之後，體力難以負擔台東台北兩地來回。

從此因在行動上不變而需要倚靠輪椅，也因此才停止牧靈的工作。大多時間都在台東聖母醫院和白冷會

台東修會療養。2021 年，他的身體狀況很明顯惡化下來。 

從 1963 年開始在台灣直到 2022 年 2 月 13 日回天家為止，在這長達六十年期間裡，其中有五年，也就

是 2003 年到 2008 年，魏主安神父被推選為瑞士白冷會總會參議員和擔任瑞士區會會長而必須住在瑞士

外，其餘時間都是在台灣，晚年的時間都在馬蘭天主堂。原本瑞士總會希望他持續擔任參議員，但他請

求大家讓他回來台灣，因為他深愛台灣，他說這裡是他的故鄉。 

2013 年，魏主安神父獲得台東縣榮譽縣民殊榮。2017 年 8 月 3 日獲得內政部給予咱國家的身分證，他

非常興奮地說很幸運有機會參加民意代表選舉的投票。他因此說：「能成為台灣人，是他來到台灣後得

到最甜美的果實。」他真的是把一生都獻給了咱台灣了！ 

2022年 2月 13日下午一點，他在台東白冷會修會宿舍安息回天家。享年 91歲。當晚歐思定修士打電話

給我，說：「魏神父特別選擇過完年才回天家，讓我們忙完過年，才有時間來辦理他的事。」 



 

 

 

瑞士白冷會在台東最輝煌的時代曾多達近 50 位神父、修士散佈在整個台東地區，包括綠島和蘭嶼，以

及高雄小港等。魏主安神父離開，現在就剩下歐思定修士和吳若石神父兩個人。而他們都已經超過 85

歲了。接續下來的，就是他們栽培出來的本土神父。 

以往這些瑞士神父、修士，有的因身體出狀況而回國，也有的是終生在台東，並把身體也安葬在台東小

馬天主堂後院的墓園。那是白冷會開拓小馬天主堂後，就準備要在咱台灣東部扎根而預留的墓園。若你

有機會到台東海岸線路過，就在成功鎮（俗名「新港」）附近的小馬村，不妨暫停下來，去探探這些安

葬那後院墓園的神父們，向他們行個最敬禮，表示誠摯地謝意。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2 年 3 月 
 

請為基督徒回應生命倫理挑戰祈禱 

祈願我們這些基督徒在面對新的生命倫理挑戰，始終以祈禱和社

會行動捍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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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