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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全天下母親，母親節快樂！ 

 

  



 

 

 

五月份 聖事活動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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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01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三主日)     輔祭:Francis Liu, Alec 侯,Alan 侯

五月08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四主日) 輔祭: Peter Lau,Frances Jiang,Peter何

五月15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五主日) 輔祭: Francis Liu,Frances Jiang

五月22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六主日)     輔祭: 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五月29日上午 10:30 (復活期第七主日)          輔祭: Bryan梁,Sophie梁,Coco Bened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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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27日(星期五) 晚上7:30-9:30 帶領人: 徐少平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聖詠107-117篇

詳情請與謝偉麗連繫

中區時: 五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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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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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20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主題:主日經文
地點: Zoom Meeting

詳情請與Bruce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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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月獻給聖母最好的禮物是玫瑰經。

 

 

每月彌撒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月刊訊息》 

 教宗方濟各依循傳統於復活主日當天發表復活節文告，並向羅馬及普世頒賜降福。教宗再次提及烏

克蘭戰爭，以及多個遭受衝突、暴力、社會緊張和悲慘人道處境折磨的國家。教宗稱和平是「所有

人的首要責任」。請看來自梵蒂岡新聞網的報導《教宗方濟各 2022年復活節文告：我們要讓基督的

和平得勝！》。 

 時序又進入了溫馨的五月，母親節也不遠了。本刊特別選錄一篇轉載自網路的母親節專題文章--

《撒慕爾先知的母親--亞納》。 

 

 

聖教會訂五月為聖母月。五月特別敬禮聖母的習慣始於十三 

世紀末葉，其主要目的是要藉這敬禮使當時一些源自羅馬 

及日爾曼的外教傳統之慶典基督化。 

教宗保祿六世於 1965年更頒佈了「論五月」通諭，他說： 

「在這月裏，信友在教堂或在家裏，衷心向聖母獻上特別 

熱誠與摯愛的禱詞與崇敬。並且在這月裏，天主慈愛的 

恩惠也經由她的寶座豐盛地賜給我們」；他要我們利用 

這個五月敬禮特別為和平祈禱，稱這個敬禮是令人欣喜和 

感到安慰的敬禮，「藉此敬禮，聖母受到尊敬，教友也 

滿獲神恩」。       (節錄自網路) 

 

 

《本會訊》 

 四月十六日復活節前夕本屆兩位

慕道友，Susan姊妹與Nick弟兄，

於橙縣主教座堂領受了入門三件

聖 事：聖洗、聖體、堅振，加入

至聖至公的天主教大家庭。願天

主的聖寵特別祝佑他們；也期盼

大家繼續把這寶貴的信仰傳揚出

去（帶領朋友來參加慕道班），

讓更多的朋友與我們共享天主的

恩寵。 

  



 

 

 

 

 

 



 

 

 

 

 

 

 

 

 

 

 

 

 

 

 

 

 

 

 

 



 

 

 

 四月十七日吳神父在復活節彌撒中代表聯誼會贈送

給前晚才領受入門聖事的新教友們玫瑰經念珠等小

聖物，盼望新教友們在靈修的道路上日益精進，成

為我們教會及團體最好的見證。 

  



 

 

 

 

 

 

 

 

      五月八日是母親節，祝福所有的母親節日快樂！ 

      請教友們陪同媽媽並邀請親友一同來參加彌撒聖祭， 

      為母親祈福。本會將準備康乃馨送給每位母親以表 

      祝福。彌撒之後歡迎大家至天天漁港餐廳聚餐。 

 

 

 

  



 

 

 

教宗方濟各 2022年復活節文告：我們要讓基督的和平得勝！ 
梵蒂岡新聞網 

「我們要讓基督的平安進入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家園和我們的國家！」教宗方濟各在 2022 年復活節文

告中發出了這項邀請。教宗於 4 月 17 日復活主日正午在聖伯多祿大殿中央陽台宣讀這篇復活節文告，

並向羅馬及普世頒賜降福。 

文告開門見山提到復活主耶穌對祂的門徒們說的話：「願你們平安！」教宗從「基督的平安」談到現今

世界急切需要的和平，並將目光放在受戰爭摧殘的烏克蘭等國家，以及生活不太平的拉丁美洲等地區。

教宗鼓勵眾人讓「基督的和平得勝」，而且每個人都要為和平貢獻己力。這是人人應盡的「首要責任」。 

以下是教宗方濟各 2022年復活節文吿全文：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復活節快樂！ 

耶穌、被釘死的那一位，復活了！祂來到哀悼祂的人中間──他們門戶都關著，充滿恐懼和焦慮。耶穌

來到他們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若二十 19）。祂把手腳和肋膀的創傷指給他們看：那不是

鬼魂，那就是祂，是同一個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和被埋葬的耶穌。在那些不相信的門徒的眼前，祂再

次說：「願你們平安！」（若二十 21） 

在這次戰時的復活節，我們也帶著難以相信的眼神。我們目睹太多的血、太多的暴力。我們的心也充滿

恐懼和焦慮，同時我們許多的弟兄姊妹必須緊閉門戶，以逃避烽火。我們也難以相信耶穌真的復活了，

難以相信祂真的戰勝了死亡。這或許會是一個幻覺嗎？是我們想像出來的結果？ 

不，這並非是幻覺！今天格外迴響起東方教會的信徒十分珍視的復活宣報：「基督復活了！祂真的復

活！」今天在四旬期過完、但它似乎不要結束之際，我們更需要主基督。我們的身後是長達兩年疫情和

它留下的種種沉重痕跡。大家一度到了一起走出隧道，手牽手，同心協力、資源共享的時刻……，我們

現在反而顯示出，我們內還沒有耶穌的精神：仍是加音的精神──不把亞伯爾看為兄弟，卻把他當作對

手，並且計謀要如何將他消滅。我們需要那被釘死而復活的耶穌，為能相信愛的勝利，為能希望和好。

今天，我們更需要祂來到我們當中並能再次對我們說：「願你們平安！」 

只有祂才能做到這點。今天只有祂才有權利向我們宣報和平。只有耶穌才能，因為祂遍體鱗傷──那是

我們的創傷。那是我們雙倍的創傷：因為那些創傷是我們對祂造成的、是因我們的罪、我們的心硬、手

足相殘的仇恨而造成的；而那些創傷是我們的，因為祂為我們背負它們，祂並沒有把它們從祂光榮的軀

體清除掉，祂要永遠把它們保留在身上。這些創傷是祂愛我們的一個不可消除的印記，一個恆久的代禱，

好使天父看見這些創傷而垂憐我們和整個世界。在復活耶穌身體上的那些創傷展現出祂用愛的武器為我

們奮鬥了和獲得勝利，好使我們能擁有平安，處身於平安，在平安中生活。 

我們定睛注視那些光榮的創傷時，我們不信的眼晴便打開，我們僵硬的心便敞開，並接納復活節的宣報，

即：「願你們平安！」 

弟兄姊妹們，我們要讓基督的平安進入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家園和我們的國家！ 

願飽受蹂躪的烏克蘭平安，烏克蘭被暴力和毀壞所摧殘，陷入殘酷無情、沒有意義的戰爭。在這苦難和

死亡的可怕之夜，願一道新的希望曙光升起！願眾人選擇和平。在人們受苦時，但願不再有人擦拳磨掌。

拜託、拜託，我們不可對戰爭習以為常，讓我們所有的人大聲呼求和平，從陽台和大街小巷呼喊！和平！

願各國的負責人聆聽人們的和平呼聲。願他們聆聽將近 70 年前科學家提出的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



 

 

 

究竟是要終結人類，或者人類將會放棄戰爭呢？」（《羅素──愛因斯坦宣言》，1955年 7月 9日）我

們究竟是要終結人類，或者人類將會放棄戰爭呢？ 

我心中關切烏克蘭所有數不盡的受害者、上百萬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失散的家庭、孤獨的老人、破碎

的生命，以及被夷為平地的城市。在我的眼中，我看到那些孤苦無依和逃離戰爭的孩子們的眼神。看見

他們這樣，我們不能不關切他們的痛苦呼聲，以及世上其他眾多受苦兒童的痛苦呼聲：他們有些人因饑

荒或缺乏醫療而死亡，有些人遭受侵害和暴力，有些人連出生的權利都被否定。 

在戰爭的痛苦中仍然不缺鼓舞人心的標記，例如在整個歐洲許多家庭和團體打開大門收容了難民和移民。

願這些數不勝數的愛德行動成為對我們社會的降福，並使我們有時因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而墮落的社會，

變得歡迎眾人。 

願在歐洲的衝突使我們更關心其它局勢緊張、飽受煎熬和痛苦難耐的情況。世界太多的地方深受其影響，

而我們既不能夠也不想遺忘它們。 

願多年來被分裂和衝突撕裂的中東享有和平。在今天這光榮的日子，我們要為耶路撒冷，以及愛慕這聖

城的人們（參閱：詠 121〔122〕）——基督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祈求平安。願以色列人和巴勒

斯坦人，以及聖城所有的居民，與那些朝聖者，一起體驗到平安的美好，活出兄弟情誼，並能自由地前

往不同的朝聖地，彼此尊重對方的權利。 

願平安與修和臨在黎巴嫩、敘利亞和伊拉克人民身上，特別是在中東生活的所有基督徒團體之間。 

願利比亞也享有平安，好能在多年緊張局勢後恢復穩定；願也門享有平安，該國飽受衝突之苦、罹難者

不斷增加，卻被眾人遺忘：願幾天前達成的停火能使百姓重燃希望。 

我們懇求復活的主賜給緬甸修和之恩，那裡持續上演仇恨與暴力的悲慘景象；我們也為阿富汗懇求恩典，

那裡危險的社會緊張局勢並未舒緩，淒慘的人道主義危機正在折磨百姓。 

願整個非洲享有平安，好使這片大陸遭受的剝削，以及恐怖襲擊造成的浴血事件——特別是發生在薩赫

勒地區的情況——得以停止，並且各民族能在手足情誼內能找到具體的支持。願遭逢嚴重人道主義危機

的埃塞俄比亞能重新找到對話與修和的道路，願剛果民主共和國能終止暴力。願受到毀滅性洪災打擊的

南非東部人民不乏祈禱與團結。 

願復活主基督陪伴並援救拉丁美洲人民。他們在疫情這段艱辛時期發現在某些情況下社會條件變得惡劣，

犯罪、暴力、腐敗和販毒的案件也使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讓我們懇求復活的主陪伴加拿大天主教會與原住民正在走的和解道路。求復活主基督的聖神治癒過往的

傷疤，促使人心探求真相、增進友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每個戰爭本身都會帶來殃及全人類的後果：從悲痛哀戚到難民悲劇，以及經濟和糧

食危機，我們早已見到這一切的跡象。面對戰爭延燒的徵兆，以及生命的許多痛苦挫敗，主基督、戰勝

罪、恐懼和死亡的那位，敦促世人不要屈服於邪惡和暴力。弟兄姊妹們，我們要讓基督的和平得勝！和

平是可行的、是應盡的義務，和平是所有人的首要責任！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母親節專題—撒慕爾先知的母親 – 亞納 

來源：天主教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經文參考撒上一、二） 

在舊約時代，一位婦女的社會定位與其夫或其子緊密相連；她不是被稱為某人的妻子，就是被稱為誰的

母親。因此，婦女除了成為人妻或母親之外，一般來說，別無其他留名的機會了。在這種背景下，「無

子嗣」為婦女而言便是意謂著缺乏社群中的定位。此種失去存在意義的痛苦，有時被視為一種懲罰或恥

辱是不難理解的，更別說是因此而被冷落或訕笑了。 

亞納，便是處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的一位婦女，她不但因無子嗣而傷心，更因丈夫另娶之妾的訕笑而愁苦

不已；這種雙重的悲痛，連丈夫厄耳卡納的安慰也無法稍減（撒上一 8）。但最後，就如同撒辣與依撒

伯爾轉憂為喜的結局一樣，她被稱為「 偉大先知撒慕爾的母親 － 亞納」。 

一位給予的母親 

如故事所述，亞納在無子嗣的艱困處境下，並非只是沉緬於痛苦之中。做為一位偉大先知的預備者，她

和許多信德的典範一樣，放棄在人世間找尋同情與憐憫的可能性，轉而尋求上主，並許諾若喜獲麟兒，

必然將其獻予上主（撒上一 11）。 

天主確實俯聽了這位渴望為人母者的哀求，最後使她孕育了舊約中最重要的先知之一 － 撒慕爾。果然，

在嬰孩撒慕爾可以離開母懷之後，亞納便將其奉獻於主，讓他終身侍立於上主的面前。為此，上主繼續

祝福亞納，讓她在撒慕爾被奉獻後，仍有許多的子女能承歡膝下（撒上二 21）。 

一位教導子女信仰的母親 

「撒慕爾年幼時即在上主的面前供職」（撒上二 18）。一個三歲的小孩如何懂得敬拜上主？除非先前

他即在親人的耳濡目染之下習得如何恭敬天主，而此人必是他最親近的母親亞納，因為她向來敬畏上主。 

撒上一 24-28描述，奉獻孩童那日，當亞納與司祭厄里說完話後，聖經便接著描述道：「亞納與孩童撒

慕爾便在該處朝拜上主。」（思高版僅有「亞納便把他留在上主那裏」的敘述，而英文版耶路撒冷聖經

的這句話卻是：「They then worshipped Yahweh there.」）因此，最早教導撒慕爾全心敬禮天主的不

是厄里，而是他的母親亞納。亞納，這位敬畏天主的母親，在撒慕爾還年幼之時，便將希伯來人最寶貴

的信仰，放在孩童撒慕爾的心靈裡了。 

一位全心預備上主僕人的母親 

從亞納蒙天主垂允而喜獲一子起，她就經驗到因此一嬰孩所帶來的「救恩」，因為她不再因無子而愁苦，

頭也能隨之仰起；她的喜悅來自於天主所賞賜的一個全新身分 －母親。然而，喜樂並未沖昏這位初為

人母的亞納，因為她沒有忘記自己在殿中的許諾，反而一步步地預備這個嬰孩成為上主真正的僕人。 

按故事描述，亞納為了悉心撫育撒慕爾，寧可留在家裡照顧嬰孩，而犧牲與丈夫一同前往史羅參與年度

祭獻的機會（撒上一 22）。其實，在亞納的心裡，小撒慕爾早就奉獻給上主了，因為她願意這嬰孩永

遠地侍立在天主前。這段期間的全心照料與呵護，只為了確保這小孩真能穩妥地走向天主；除此之外，

亞納奉獻其子後，仍舊每年來到殿裡探視撒慕爾，並年年為他帶來自己親手編織的小外衣（撒上二

19）。因此，亞納不僅關注了撒慕爾的靈性生活，更時常預備他的生活所需，好使這小孩能在天主的召

喚下，一步步地成為真正的天主之人。 

撒慕爾，因著與天主的親密往來和其在以民歷史中的卓絕貢獻，他成為揭開以色列王國歷史序幕的偉大

先知，並且開啟了大先知時代的序頁。但這一切，全從一位母親的渴求開始！當絕望的處境沒有擊倒亞

納時，信德便從靈魂的深處湧現，渴求的心成了一支射向天主的飛箭，繼而喜悅取代了過去的悲傷！從



 

 

 

痛苦到渴求，從喜樂的預備到奉獻，亞納適時地為撒慕爾奠定了成為「天主之人」的典範，而撒慕爾則

為以色列預備了一個偉大的君王－ 達味。 

從亞納對自身疾苦的關切，到其子撒慕爾為以色列王國所揭開的光榮序頁，這一切全在天主的聖意與亞

納的無私奉獻中鋪陳開來。這種天與人的「合作模式」，使人想起同時是信德和母親典範的聖母瑪利亞。

她如亞納細心地撫育和預備了世界的救主耶穌；更有甚者，為了天主普世的救贖計畫，她不僅奉獻了耶

穌，更奉獻了全部的自己。為此，相較於亞納的無子之痛，聖母在耶穌十字架下的痛楚更是椎心；同樣，

聖母從復活基督的顯現中所獲得的安慰，亦更甚於亞納喜獲麟兒時的喜悅。 

亞納，為以色列預備了撒慕爾；聖母，則為世界預備了救主耶穌。現在，讓我們隨同亞納與聖母的讚頌

之詞歌頌上主，因為，祂為我們世人預備了這些好母親。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2 年 5 月 
 

請為年輕人的信仰祈禱 

祈願每一位蒙召活出圓滿生命的年輕人，從聖母瑪利亞身上學會

聆聽的方式、深刻分辨的能力、信德的勇氣，以及獻身服務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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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