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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

聖事活動
地點:

時間:

每月彌撒

Ju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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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天上午十點半 （Every Sunday Morning 10:30 AM)
六月05日上午 10:30 聖神降臨節
輔祭:Francis Liu, Alec 侯,Alan 侯
輔祭: Peter Lau, Frances Jiang,
六月12日上午 10:30 天主聖三節 (常11)
Elizabeth Choy
六月19日上午 10:30 基督聖體聖血節 (常12) 輔祭: Francis Liu, Frances Jiang,
Elizabeth Choy
六月26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聖詠團加練 時/地:
北區時:
地點:
中區時:
地點: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南區時:
地點:

練唱時間與地點將由團長Manle另行連繫
六月24日(星期五) 晚上7:30-9:30
Zoom Meeting
詳情請與于德蘭連繫
六月17日 (星期五) 晚上7:30-9:00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六月10日 (星期五) 晚上7:00-9:30
地點請與聯絡人聯繫

南南區時: 六月17日 (星期五) 晚上8:00-10:00
地點:
Zoom Meeting
詳情請與Bruce連繫

輔祭: 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帶領人: 葉聖桄
主題: 聖詠118-125篇
聯絡人:潘煥霞
(714) 964-7886
主題:TBD
聯絡人:黃秀紛
(949) 468-7187
主題:主日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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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wang828@gmail.com
???@gmail.com 。

《月刊訊息》
 教宗方濟各 5 月 18 日在公開接見活動的要理講授中，以《舊約》人物約伯的經歷為例，論述有關老
年的主題。教宗指出，約伯明白天主不是迫害者，而是溫柔的父親，為他“伸張正義”。請看來自
梵蒂岡新聞網的報導《憤怒的祈禱勝過冷酷虛偽的道德説教》。
 父母親都是家庭的重要支柱，對孩子的成長有著最直接與深刻的影響力。6 月 19 日是父親節，本刊
特別選錄一篇《家庭氛圍的營造》，讓年輕的父母們對如何教養孩子成為天主的好兒女多一份值得
參考的見證。
《本會訊》
 五月八日適逢母親節，當天彌撒由本堂神
父Fr. Smith 主祭，好久不見的白神父也
正好來到南加州共同參與彌撒聖祭。彌撒
之後所有母親都接受了神父們的祝福並與
兩位神父合影留念。

 五月二十九日是耶穌升天節，彌撒由耶穌會士 Fr. Steve
Corder，S.J. 主祭。Fr. Corder 曾任 Loyola Institute of
Spirituality 主任多年，後擔任洛杉磯耶穌會初學院院長至
今。徵得 Fr. Corder 的同意，本刊將神父當日精彩的英文證
道刊登於《Homily》，分享給錯過的朋友們。

南南區查經班特別通知
我們於七月和八月請了兩位信仰上的先進，為我們作特别的分享
及帶领。為了配合演講者的時間，這兩次的查經，將在星期五晚上
7:30 pm 到 9:00 pm 以 Zoom Meeting 的方式舉行。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與李偉鈞弟兄聯繫取得 Zoom Meeting 的相關資訊。
Email:

bruceli5@cox.net

Cell Phone:

(949) 813-9508

七月份(7/15)請到葉修女為我們主講及分享：
“如何保存在天主的愛内生活”
八月份(8/19)請到何敏姊妹為我們主講及分享：
“如何用自己的生活為主作見証及這生活見証是必要的嗎”

憤怒的祈禱勝過冷酷虛偽的道德説教
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方濟各 5 月 18 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以《舊約》人物約伯的信德繼續論
述要理講授中有關老年的主題。教宗表示，面對“過多的災難”和壓在我們身上“成堆的重擔”，如疫
情和烏克蘭戰爭，約伯這樣年長者的見證對我們能有所幫助。約伯先是抗議“惡的奧秘”，然後堅信上
主的溫柔及必為他伸張正義。
教宗說：“因喪失一切而感到憤怒和沮喪，還要面對道德説教，為戰勝這後者的誘惑，進入他的學校對
我們將有益處。我們還記得這個故事嗎？約伯失去了他生命中的一切，失去了財富，失去了家庭，失去
了兒子，甚至失去了健康，滿身瘡痍地留在那裡，與三個朋友對話，然後又有第四個，他們來問候他。”
天主一開口發言，就表揚了約伯，“因為他明白了天主隱藏在祂靜默後面的溫柔奧跡”。天主也斥責約
伯的朋友們“自以為知道一切，知道天主和痛苦，他們來是為安慰約伯，卻以他們已有的公式來判斷
他”。教宗說：“天主也叫我們預防這種虛偽和自負的虔誠主義！預防那種道德主義的虔誠和只守教規
的虔誠，它使我們有某種程度的自負，將我們引向法利塞主義和偽善。”
上主責怪約伯的朋友們，因為他們講論上主“不如我僕約伯講論的正確”，約伯也要“為你們祈禱，好
讓我要看他的情面，不懲罰你們的糊塗，因為你們講論我，不如我僕約伯講的正確” 。（參閲：約四
二 7-8）
教宗說，這些話出人意料，因為看了那些描述約伯抗議的火熱篇章後，我們感到不知所措。但在上主看
來，“約伯説的對，因為他拒絕將天主視為‘迫害者’”。因此，在讓約伯為他的那些不良的朋友祈禱
後，天主“將約伯所有的財產”雙倍歸還給他。
教宗解釋，“這信德轉變的關鍵點正是在約伯傾訴的高峰”，就是在他説出，他確實知道仍將看見天主、
視天主為他的“伸冤者”而非“外人”的時候。約伯的故事代表了生活中的真實情況，“即臨在一個人、
一個家庭或一個民族頭上過於沉重的考驗、與人的微薄和脆弱不成比例的考驗。就如人們所説，在生活
中經常是‘禍不單行’。有些人被一系列災難所壓倒，這似乎實在很過分且不公平”。
面對惡的奧秘，受害者有抗議的權利，“天主授予任何人這樣的權利，甚至説到底，是天主本身喚起了
這權利”。教宗提到，有時遇到一些人對他說，他因“這個或那個問題，而向天主作出抗議”。教宗就
對他們說，“抗議也是祈禱的一種方式”，天主會垂聽。“天主是父親，祂並不擔心我們以抗議為祈
禱”。我們應在個人的祈禱中放開自己，“不要禁錮在既定公式的祈禱中！”
“祈禱必須是這樣的，自發如同一個孩子懇求父親那樣，把他口中的一切都全盤道出，因為他知道父親
瞭解他。在悲劇的第一時刻，天主的‘沉默’就有這層含義。天主並不回避對祂的抗議，但起初先讓約
伯傾訴他的抗議。也許有時我們應學習天主的這種尊重和溫柔。天主不喜歡約伯的朋友們那種百科全書
式的解釋和反思。”
教宗説明，“那種虔誠能解釋一切，心卻是冷的。天主不喜歡這樣做，卻更喜歡約伯的抗議或約伯的緘
默”。最終，約伯的那種信仰宣認，即“持續不斷地呼求天主、請求最終的公義”，使他那近乎以神秘
經驗說出的話更為完善：“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祢。”（四二 5）
今天，有多少人在度過些許兇險、些許陰暗的經歷後，能夠向前邁進，對天主的認識也比過去更深。教
宗表示，“我們也能像約伯那樣說，我以前對祢有點記憶，或聽説過，現在我看見了祢，因為我遇到了
祢”。

回到這次要理講授的主題，教宗指出：“年長者找到這種見證的道路，這條路將因失去的怨恨轉化為對
天主許諾的恆心期待。在團體面對過度的邪惡時，他們是不可替代的守衛者。基督徒的目光在注視十字
苦像時，學到的正是這一點。”
教宗最後期望眾基督徒，學習許多祖父母和年長者的這種信賴交付的情懷，像聖母瑪利亞那樣，將有時
是心碎的祈禱與天主聖子的祈禱結合在一起，祂在十字架上將自己交付於天父。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Fr. Steve Corder’s homily for Ascension Sunday on 5/29/22 with help from Pope Francis
In the last hours of his life, Jesus prays. In those moments, as he prepares to take leave of his disciples and
this world, Jesus prays for his friends. Even though he goes to be again with the Father, Jesus continues to love
us and pray for us. From his prayer, we learn how to deal with dramatic and painful moments in our own lives.
Let us think about one particular word that Jesus uses in his prayer to Father: it is the word “keep”. As we
celebrate the Ascension of the Lord together today, what are we being called to keep?
In the first place, to keep the faith. We need to keep the faith lest we yield to grief or plunge into the
despair of those who no longer see a way forward. In the Gospel, John tells us that Jesus, before uttering a word,
“looked up to heaven” (Jn 17:1). Jesus lifts his eyes to God. He does not resign himself to evil; he does not let
himself be overwhelmed by grief; he does not retreat into the bitterness of the defeated and disappointed; instead,
he looks to heaven. This was the same advice he had given his disciples: when Jerusalem is invaded by armies,
and people are fleeing in dismay amid fear and devastation, he tells them to “stand up and raise your heads,
because your redemption is drawing near” (Lk 21:28). To keep the faith is to keep our gaze lifted up to heaven.
To keep the faith is to refuse to yield to the logic of hatred and vengeance, but to keep our gaze fixed on the God
of love, who calls us to b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one another.
Prayer leads us to trust in God even in times of difficulty. It helps us to hope when things seem hopeless
and it sustains us in our everyday struggles. Prayer is not a retreat, an escape, in the face of problems. Instead, it
is the only weapon at our disposal for keeping love and hope alive amid the weapons of death. It is not easy to
lift our gaze when we are hurting, but faith helps us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turn in on ourselves. We may want to
protest, to cry out to God in our pain.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do so, for this too is prayer. The Lord always
hears the cry of his people and dries their tears.
Second, to keep unity. Jesus asks the Father to preserve the unity of his disciples, so that they may be
“completely one” (Jn 17:21), one family in which love and fraternity reign. He knew what was in the heart of his
disciples; he had seen them argue at times about who was the greatest, who should be in charge. This is the deadly
disease of division. Sins against unity abound: envy, jealousy,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interests rather than the
common good, the tendency to judge others. Those little conflicts of ours find a reflection in great conflicts. The
final appeal that Jesus makes before his Passover is an appeal for unity.
We are called to keep unity, to take seriously this heartfelt plea of Jesus to the Father: to be completely
one, to be a family, to find the courage to live in friendship, love and fraternity. Each of us can make an effort to
be, in little things, a builder of fraternity, a sower of fraternity, someone who works to rebuild what is broken
rather than fomenting violence. We are also called to do this as a Church; let us promote dialogue, respect for
others, care for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communion.
Finally, and third, we are called to keep the truth. Jesus asks the Father to consecrate his disciples in truth
as they will be s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arry on his mission. Truth, for the apostle John, is Christ himself,
the revelation of the Father’s love. Jesus prays that his disciples, although living in the world, will not follow the
criteria of this world. They are not to let themselves be enticed by idols, but to keep their friendship with Christ.
The Lord wants us to be consecrated in the truth and the beauty of the Gospel, so that we can testify to the joy of
God’s kingdom even as we face our struggles together.
Jesus’ prayer helps us keep the faith, even in times of difficulty, to be builders of unity and to risk our
lives for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Let us not lose hope. Jesus continues to intercede before the Father. In this
prayer Jesus intercedes for all of us, praying that the Father will keep us centered in his love and the promise of
the resurrection. Jesus says to each of us even as he ascends to the Father, “Remain in my love.”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家庭氛圍的營造
陳衛兵(主業團成員)
聖施禮華說：「日復一日地聖化家庭生活，以愛去創造一個真正的家庭氣氛。」（聖施禮華，《基督剛
經過》，23）希望透過這篇文章，來分享我們家庭是如何實踐主業團創辦人聖施禮華的教導。

培養愛德 互勉肖似天主
耶穌說：「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
們是我的門徒。」（若13：34-35）
聖施禮華說：「我們不是用一顆心去愛天主，用另一顆心去愛人。我們可憐的心，由血肉造成，以人性
的感情去愛，但和基督的愛結合時，也充滿了超性的愛，這就是我們要在靈魂裡培養的愛德，而這愛德
會帶領我們在他人身上，發現天主的肖像。」（聖施禮華，《天主之友》，229）
我的寶貝們，爸爸媽媽非常愛你們！不管你們是老大還是老么，你們眼睛大還是小、直髮還是捲髮、機
靈還是憨厚、冷漠還是熱情、剛強還是柔順、像爸爸還是像媽媽，我們對你們的愛都是一樣的。因為你
們都是天主的肖像，是天主給爸爸媽媽最美、最獨特的禮物！

寬容為懷 亦懂請求原諒
耶穌說：「父啊！寬赦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23：34）
聖施禮華說：「每次讀到『義人七次跌倒』（箴24：16）這句話，我的心靈就不禁在愛和憂傷中顫慄，
這顯示主和我們相遇，並告訴我們祂是何等仁慈、溫柔寬容無邊，請堅信天主不想我們做可憐蟲，但祂
深知我們的卑劣，會使我們在軟弱中成聖。（《天主之友》，215）
請求原諒，永遠不嫌晚。一句誠懇的「對不起！」化解了多少家庭的紛爭！「被接納」與「被寬容」是
成長的必要養分。

愛的調和 和兒女做朋友
耶穌說：「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
了。」（若15：15）
聖施禮華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我經常勸告父母嘗試成為孩子的朋友。父母撫養孩子所需要的權威，完
全可以透過友誼來調和，這代表在某方面把自己與自己的孩子視作同等。孩子總是希望獲得這份親切
感，希望與他們的父母建立這種友愛關係，即使是那些看來不聽話和不做反應的孩子，也是如此。」
有一天，我和兩位青春期的孩子聊天，老二說：「媽媽，這一兩個月不管我們做錯什麼，妳和爸爸都很
少動怒。雖然妳說過，跟我們起衝突，對我們說教，和我們爭辯，並不會改變我們，只會讓我們更遠離
你們。但是這樣，你們會不會越來越退讓，而我們越來越囂張，行為越來越偏離呢？」
聽了她問我這個問題，我心裡暗自開心，會講出這些話的孩子，怎麼會不懂得自我反省呢？我答覆說：
「不會的，我相信我的孩子知道是非對錯，你們一定可以感受父母的退讓，是因為愛你們，我相信你們
一定會慢慢地覺察到彼此都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我相信，我的孩子未來能成為照亮世界的光。」

家庭交流 互動學習成長
耶穌說：「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15：13）

聖施禮華由福音的記載中，談到耶穌經常在伯達尼的朋友家中，受到歡迎和愛戴；當拉匝祿死後，他的
兩個姊妹以完全的信任向耶穌說：「主！若是祢在這裡，我的兄弟決不會死！」（若11：32）。看見她
們的悲傷，耶穌忍不住落淚。因為在她們的家中，耶穌感到輕鬆自在，而且可以完全打開自己的心。
我們家定期安排與不同的家庭聚餐，我們非常喜歡透過與不同家庭的互動，共同討論工作上、家庭上以
及教養孩子上所面臨的種種挑戰，也彼此分享不同的、有趣的親子活動。
聚餐除了促進家庭間的友誼，也促進家庭間的成長。而且也提供孩子們分享及為他人服務的機會。一開
始，孩子會為了事先準備及事後清潔整理，有一些小小的抱怨，但是慢慢地，他們反而期待這樣的聚
會。

聖化家庭 親子共同祈禱
耶穌說：「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
答你。」（瑪6：6）
聖施禮華向一位友人談及「祈禱」，他說：「就是談天主，談你自己：你的快樂、憂愁、成功與失
敗、高尚的抱負、每日的擔憂，甚至你的弱點！感恩和祈求；真愛和賠補。簡單地說，認識祂，也認
識你自己：與祂交往！」
聖施禮華經常鼓勵我們，有家庭共同祈禱的時間，譬如，一起念玫瑰經。有一天我和最小的女兒
一起為俄烏戰爭早日平息祈禱。祈禱中，她突然說：「媽媽，還是我們把它錄下來，傳給耶穌。」
我笑著說：「耶穌不需要用手機呀！」她問：「那祂會不會聽不到？」我回答：「耶穌無所不在，祂
也在妳和我的心裡面。」

服務他人 引人認識歸主
耶穌說：「若我為主子的，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若13：14）
聖施禮華說：「我多麼熱愛『服務』這個詞語！為我的君王服務，並通過祂為一切因祂聖血而得到救贖
的人們服務。因為唯有通過服務，我們才能認識和熱愛基督，並使他人認識和熱愛基督。」（《基督剛
經過》，182）

以身作則 全家都在進步
耶穌對不結果子、不長進的無花果樹咒罵說：「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了！」（谷11：14）
聖施禮華說：「你常領聖事，祈禱，你是個貞潔的人。可是，若你不學習，你就稱不上好人；你不過是
個還好的人。」（聖施禮華，《道路》，337）
去年疫情停課期間，先生和我安排孩子居家的網路授課及整日的活動。他負責課業，我負責分配孩子們
的家事及打理他們的餐點。孩子們無聊時總是往廚房跑，期待有新的餐點。因此，我不斷研究創意料
理，也挑戰手作烘焙。
有一天，老大跑到廚房一直開冰箱，我問她，想吃什麼，我就去做。她回答，除了煮飯以外，妳就不能
做些別的嗎？她正值青春期，語氣有點不禮貌，但我忍下來了。後來我反思，十幾年來，除了工作和家
事，自己似乎沒有別的興趣。於是，我詢問孩子的繪畫老師，是否收我為徒？孩子們看到我勇於嘗試學
繪畫，比我更興奮！經常到我的房間，欣賞我的新作品，也評論優、缺點，他們非常善良，總是鼓勵我
繼續學習。

過了一陣子，老大有一次和我聊起，說她很喜歡現在家裡的氛圍！我問：「是什麼氛圍呢？」她回答：
「整個家，都在進步的感覺！」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2 年 6 月
請為家庭祈禱
祈願全世界的基督徒家庭都能以具體的行動，活出無條件的愛和
日常生活中的聖德。

通功代禱
我們敬愛的姜睦本(David Chiang)弟兄於五月二十六日清晨
安息主懷。
請為姜弟兄安返天鄉永享福樂祈禱。
求主賜 Theresa 姜姐妹及家人以神慰，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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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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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區長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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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區 :
南
區 :
南 南 區 :
小組負責人
聖詠團團長 :
關懷小組負責人

吳仲基神父
劉神父（退休）
劉卓台執事

(714) 529-1821
ilau88@yahoo.com
(562) 522-5055
徐少平
駱修偉
侯穎輝
謝偉麗
于德蘭
陳夙慧
鄭仲凱
王凱琳

(562) 430-0278
(909) 860-9862
(626）839-4878
(714) 928-8321
(714）256-9688
(949) 400-6896
(949) 230-0188
(657）378-9028

張玉京
潘煥霞
孫美祥
陳夙慧

(714)
(714)
(949)
(949)

潘曼麗
余惠美

(714) 520-5951
(949) 350-1077

535-5848
964-7886
485-4845
653-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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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