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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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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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04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二主日 輔祭:Francis Liu, Alec侯,Alan侯

十二月11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三主日 輔祭: Peter Lau, Frances Jiang, 

Elizabeth Choy

十二月18日上午 10:30  將臨期第四主日 輔祭:Francis Liu, Frances Jiang, 

Elizabeth Choy

十二月25日上午 10:30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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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活動暫停

地點:

中區時: 十二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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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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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活動暫停
地點:

時間: 十二月04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劉卓台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愛的誡命

時間: 十二月11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朱嶠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天主愛的計劃

時間: 十二月18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葉聖桄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聖母，一個偉大的母親

通訊組: 陳夙慧 Su-Hui Wang (949) 653-5828

 

 

每月彌撒

聖經研讀／

聖經頌禱

慕道班

  



 

 

 

《月刊訊息》 

 教宗方濟各於 11月 16日在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第八次以分辨為主題展開要理講授。教宗這次講解

了神枯的課題，建議我們在神枯中不要逃避，因為缺少感受，我們就會缺乏人情味。神枯是生命成

長的良機。詳情請看《教宗公開接見：心靈陷入黑暗時要尋求耶穌，祂總會答覆》一文。 

 將臨期乃教會禮儀年曆的開端，2022年的將臨期是從 11月 27日至 12月 24日(聖誕節前夕)。將臨

期是一段準備時期，但不是準備如何歡渡聖誕，而是為我們的將來作準備。將臨期教堂的祭台旁都

會有將臨環的布置，請看摘自網路的《將臨環--聖誕的標記》讓我們更了解將臨環的意義。 

《本會訊》 

 我們團體及聖詠團應本堂主任神父 Father Bao Thai 的

邀請，於今年 11月 26日星期四感恩節上午 9:00 共同

參與 Christ Cathedral 多族裔共融的感恩彌撒並在彌

撒前獻唱。今年已是聖詠團第二次受邀演唱，因多位聖

詠團成員不克參加，團員們只好號召有興趣的教友們積

極參與，總算募得好幾位救火隊員，指揮陳麗琴也特別

選了一首好聽易學又能感動人心的歌曲“我主溫柔擁

抱”。在短短兩次的練習之後大家就匆忙上陣了。當日

每人的歌聲都唱出了發自內心的感恩與幸福感。彌撒結

束後主教座堂的聖詠團指揮還豎起大拇指讚賞大家的演

出並向指揮陳麗琴表達感謝。 

 

 

感恩節彌撒前的最後衝刺練習 



 

 

 

 

 

 

 

 

 

 

 

 

 

 

感恩彌撒之後聖詠團與 Father Smith 和 Father Bao Thai 合影留念 

 

 

  



 

 

 

 十一月二十日吳神父在彌撒中為今年慕道班的學員們舉行收錄禮，祝福三位慕道者能在慕道班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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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am1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click.email.dynamiccatholic.com/?qs%3D1b2b88a23e281311f42e2262a1f36b5749629a24acfbde5f9a15c079183c30f16aa1e64075db1cb2338d7541e1cddd3dc91b65c8a341d1ed785120d478630c38&data=05|01||c7487d97065848605be008dab88f7aa8|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1|0|638025223629262815|Unknown|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3000|||&sdata=hcVrLCtnUS039WYQvt%2BVfNjqYA3NhlfUmDVM5v2EzRo%3D&reserved=0


 

 

 

  



 

 

 

教宗公開接見：心靈陷入黑暗時要尋求耶穌，祂總會答覆 
梵蒂岡新聞網 

神枯是教宗方濟各以分辨為主題的第八次要理講授的主軸。教宗於 11月 16日在例行的週三公開接見中

闡明，神枯意味著「心靈陷入完全的黑暗悲傷」；它可以是成長的機會，因為我們「如果缺少健康的不

滿、悲傷」，如果缺乏「健康的獨處能力」，恐怕會「始終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無法深入其核心。 

「神枯激起『心靈撼動』：一個人感到哀傷時，彷彿心靈搖擺不定；此時，他提高警覺，保持警惕和謙

遜，而這能保護我們不隨風起舞、任性妄為。這些是在生命中、在靈性生命中進步的必要條件。完滿的

寧靜假若『一塵不染』、毫無情緒，而且以此作為選擇和行為舉止的標準，那麼我們就會缺乏人性：我

們不能不關心感受，作為人類，感受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 

一個摒棄感受的人，會冷漠地看待他人的苦難，無法接受我們的磨難。教宗指出，「這不是生活。這有

如活在實驗室裡，為了不沾染上微生物、不生病而自我封閉」。 

相反地，「健康的急切不安」會是個關鍵的推動力，能成為人生的轉折點。奧斯定、富高等聖人都是如

此。教宗指出，其代價是要下定決心、奮勇向前。這一點人人都做得到，這是我們大家為了走出冷漠狀

態所付出的代價。 

再者，神枯也邀請我們白白付出，不只為了滿足個人情緒而採取行動。「神枯狀態為我們提供成長的機

會。我們要把握良機與上主、與所愛的人展開一段更成熟、更美好的關係」，一段不光是互通有無的關

係。 

教宗解釋道，正如我們從小跟父母索要東西時，是出於自身的喜好；同樣地，我們向上主祈禱求恩時，

通常也沒有真正地以上主作為考量。這就是當初圍繞著耶穌的許多人「求治癒，求援助物資，而非只求

與祂同在」。 

然而，恰恰是與基督同在，才是「進入一段真實、誠懇的關係的美好方式」，而且這樣的關係涵蓋了個

人的人性、磨難和孤獨。教宗表示，基督渴望與我們徹底分享祂的生命。我們應該學著「不帶其它目

的」地與上主同在，一如我們與自己深愛的人們同在那樣，我們渴望更加認識他們，因為與他們在一起

多麼美好。 

「靈性生命不是我們隨意運用的技巧，不是由我們規劃的內在『幸福』項目。不，這是與生活的基督的

關係，無法被我們分門別類。因此，神枯是清晰明確地反對那把天主當作一種建議、純粹投射我們的欲

望的經驗。」 

這也顯示出祈禱深不可測的結果：事實上，「那些以往常讓我們激動不已的經驗和聖經章節」，可能會

掀不起一絲漣漪；同時，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經驗、相遇和經文，例如十字架的經驗，有時也會出乎意

料地帶來平安。 

教宗強調，神枯教導我們「在困難前」絕不該灰心喪志，卻要秉持決心、在天主聖寵的助祐下迎頭應

對。當我們內心不停有聲音勸我們放棄祈禱時，我們要學習揭穿試探者的面具，或是只要「反其道而

行」即可。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將臨環——聖誕的標記 
Maria Law 

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有很多有形可見的標記﹐這些標記都讓我們聯想

到一些事物﹐而產生一種情懷、思念、或嚮往。換言之﹐真實的標記能

帶領我們從可見的事物﹐去追求渴慕那不可見的天主。  

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聖誕節有不同的慶祝方法及標記如馬槽、聖誕

樹、將臨環等。在這裏﹐我們嘗試看看將臨環的起源及其意義。  

將臨環源於北歐的異教習俗﹐與冬至有關。冬至那一天是太陽離開赤道

最遠的日子﹐在北歐也是白日最短、黑夜最長的日子。故此人們用常青

樹枝繞在馬車輪上﹐作些佈置﹐然後把蠟燭燃點﹐放在其中。這習俗的

意義象徵著期待太陽早日回來﹐驅散長夜的黑暗。  

十六世紀德意志的基督徒引用了這習俗作為一宗教儀式﹐尤其以燭光來

象徵基督的臨在。其實﹐早於中世紀﹐基督徒已開始用火或光作為基督

來到人間的標記。這樣把光結合於環﹐就成了現在將臨環的基礎--期待

基督的光榮再來。  

花環的圓形象徵天主的無始無終及永恒。常青樹枝象徵天主的永恒不變及新生命﹐尤其是祂常存不變的

愛及祂的生命。蠟燭的光﹐正好象徵著基督的光﹐它來到世界﹐驅散黑暗﹐照耀那「坐在黑暗與死亡蔭

影下的人群」（路 1:79）。一如所有禮儀標記﹐若要它們能強而有力地傳遞其象徵意義﹐材料必須來

自我們的日常生活及環境﹐這樣才能使人感受到生活的事件及天主的生命力存在我們中間。故此﹐在製

作將臨環時﹐應採用天主所創造的天然材料如松栢等植物﹐既有生命又能保持常青。  

花環中的蠟燭通常是四支﹐代表將臨期四週。第一主日點一支﹐第二主日點兩支﹐第三主日點三支﹐而

第四主日則四支都燃點起來。這表示基督到來之日逾來逾近。傳統上﹐三支蠟蠋是紫色﹐一支是粉紅色

的。紫色的意義眾說紛紜﹕有的說是期待、渴望﹔有的說有補贖之意﹔也有說是日出前的黎明或代表深

夜的陰暗。粉紅色顯示喜樂﹐是在將臨期第三主日﹐即喜樂主日燃點的。喜樂是「因為主已臨迎了」

（見將臨期第三主日進台詠）。到了聖誕當天﹐有些傳統會在花環的中央﹐燃點一支白色的大蠟燭﹐象

徵著基督已經來到我們中間﹐亦即是我們常聽到的「厄馬奴耳」——主與我們同在之意。  

雖然教會還未有把這習俗視為「聖儀」﹐但由於這習俗已傳遍世界各地﹐也受教友歡迎﹐尤其是歐美國

家﹐因此有關將臨環的祝福儀式及禱文也紛紛出現。你只要「上網」搜尋也不難找到一些有關將臨環的

祝福禱文。燃點蠟蠋的儀式可配以將臨期的讀經及祈禱﹐在團體中或家庭中舉行﹐旨在提醒我們展望基

督的再來﹐腳踏實地﹐建樹社會﹐作好準備﹔也在我們的生活中﹐向世界宣告基督再來的訊息。 

(摘自網路)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2022 年 12 月 
 

為志工組織 

祈願這些志工組織和促進人道的機構，能找到願意投身公益的同道，

並在國際層面上不斷尋求新的合作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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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    事：     劉卓台執事  (562) 522-5055 

理事聯絡電話   

會    長 :      侯穎輝 (714）357-7138 

副 會 長 : 駱修偉 (909) 860-9862  

禮    儀 :            鄭仲凱 (714）357-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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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曉琴 (949) 230-0188 

財    務 :           魏雪英 (949）241-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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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小組 : 葉聖桄  (714) 319-8796 

 徐少平 (562) 430-0278 

 鄭仲凱 (949) 230-0188 

 

 

http://www.apostleshipofprayer.tw/index.php/2017-may-prayer-and-service


 

 

 

OC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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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