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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金句 

 
天主我們的救主你常照公義以奇事來俯聽我們，世

人在天涯地角與海洋的遠處都對你全心信任。  

 (依 66:19) 

   



 

 

 

一月份 聖事活動 Januar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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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01日上午 10:30  天主之母 輔祭:Peter Lau, Alec侯,Alan侯

一月08日上午 10:30  主顯節 輔祭: Francis Liu, Frances Jiang, 

Elizabeth Choy

一月15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二主日 輔祭: Francis Liu, Frances Jiang, 

Elizabeth Choy

一月22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三主日 輔祭: Steven駱,Joseph駱,Felicia駱

一月29日上午 10:30  常年期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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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20(星期五) 晚上7:30-9:30 帶領人: 周珣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訓道篇第一章～第十二章

詳情請與劉卓台連繫

中區時: 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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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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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TBD
南南區時: 一月20日(星期五) 晚上7:30-10:00 主題:若望默示錄 Revelation第一章

地點: Zoom Meeting
詳情請與Bruce連繫

時間: 一月08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朱嶠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時間: 一月15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李偉鈞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從寬恕中得到平安

時間: 一月29日         2:30 pm - 5:30 pm 主講: 孫美祥/廖勇誠

地點: Zoom Meeting
主題: 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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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依循傳統於 12月 25日正午發表 2022年聖誕文告，並降福羅馬城和全世界。教宗在文告

中指出，耶穌真光來到一個罹患冷漠之病的世界。接著，教宗念及在敘利亞、黎巴嫩、緬甸、伊朗、

也門、海地和非洲的悲慘處境，並譴責每天有大量食物被糟蹋，資源被浪費在武器上。教宗也呼籲

儘快終止在烏克蘭的戰爭。詳情請看《教宗 2022年聖誕文告：求主啟迪那些能遏止武器的人》一文。 

 教友們一般對舊約的章節都比較陌生，本月為大家選錄一篇許達士神父所寫的《勇敢要求天主悔改

的先知》，通過許神父對亞毛斯先知生平的描述與探討定能激發我們進一步研讀舊約聖經的動力。 

 聖誕節剛過，大家還沉浸在基督降生拯救世人的歡樂氣氛中，為大家推介一篇本會于德蘭姊妹發表

於 2022年 12月份野聲月刊的文章《耶穌聖誕舉世歡慶》。 

《本會訊》 

 自從新冠疫情以來本會所有的大型年節慶祝活動都停止舉辦，一晃眼已將近三年。近來總算迎來了

疫情的逐漸趨緩，十二月二十四日新任活動組理事劉曉琴姊妹和她的當然助理劉曉音姊妹特別精心

策畫了一次聖誕夜的午餐共融活動，希望帶動團體的凝聚力。感謝天主的助佑，在她們契而不捨的

努力之下，終於找到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場地舉辦此次活動。 

當天大家都為能安然度過疫情，又能再次歡聚一堂慶祝耶穌的誕生而感恩。在大家開始享用美味的

餐點時曉琴曉音就已經開始進行了讓大家驚喜連連的 White Elephant(抽獎，換獎)活動，最終人人

有獎皆大歡喜。 

感謝所有參與的朋友及背後默默付出的人員。尤其是慷慨解囊贊助場地費的 Michelle姊妹及曉音曉

琴姊妹出錢出力並大方的捐出了自家珍藏的禮品，給大家留下了歡樂美好的回憶! 

感謝天主以愛的信仰把我們聚集在一起，願天主祝福我們的團體新的一年更加茁壯成長! 

 



 

 

 

 



 

 

 

 



 

 

 

 

 



 

 

 

 



 

 

 

 

 午餐會後大家在下午四點一起參加了 Christ Cathedral 的聖誕夜彌撒。 

 

 

 

 

 

 

 

 

 

 

 

 

 

  



 

 

 

 聖誕夜彌撒後與 Fr. Bao Thai合影。 

 

 

 

 

 

 

 

 

 

 

 

 

 

 

 

 

 十二月十八日彌

撒後與吳神父聚

餐後合影。 

 

 

 

  



 

 

 

耶穌聖誕舉世歡慶 
                 于德蘭 

在二千二百二十二年前的一個平靜寒冬的夜晚，雪花紛紛地飄落著…, 遙

遠的天邊忽然出現了一顆明亮的巨星，照耀著大地，發出了熠熠耀眼的光

茫。 

小牧羊人和羊群都醒來了。 

真正的黎明來臨了，將指引帶給世間希望！ 

可愛的小耶穌聖嬰誕生了！救世主耶穌為救贖人類屈卑降尊的誕生在簡陋

的岩洞中的馬糟裡，在聖潔美麗的聖母懷抱中，聖若瑟堅毅地在旁守護著。 

「神貧者乃真福，為其將得天國也。」 

中國有句話：「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有上主，陋室即是天堂！ 

聖誕夜充滿了恬靜美好的氣氛，眾天神的歌聲報著喜樂的佳音：「今夕救

世主誕生在白冷城的岩洞，誕生在每個虔信者的心靈中！」 

神聖的夜啊！美麗的夜啊！在吾主誕生的歡慶聲中，黑夜變成了白晝！三

王看到奇妙的天象，接到上主默默的啟示知道救世主誕生了！他們由遠方

帶著黃金、乳香及沒藥珍貴的禮物，向這位降臨世間的真正的救世主頂禮

膜拜。 

由於耶穌的誕生，給這個世界帶來新的希望與光明！ 

主耶穌是全人類的救主，無論貧富貴賤，各類人種都

在受救贖之內。因著祂，世人得到永生的希望。 

猶記得數十年前我在台北輔仁大學讀書的時候，每年

12月24日的聖誕夜彌撒，都由于斌樞機主持。他老人

家帶領著師生、賓客、親友們在輔大望子夜彌撒。在

輔大美麗可愛的聖堂中滿溢著虔敬美好的氣氛，等待

著小耶穌降臨的時刻。當時學校正值寒假，中南部及

住校同學多返家了，宿舍空了出來。我每年都會約一

些好友來參加輔大的子夜彌撒。彌撒過後，大家齊聚

大廳用點心及摸彩抽獎，交換禮物，慶祝活動後我們

幾個女生帶著愉悅平安的心情走至女生宿舍談笑就

寢。回想那幾年度過的聖誕夜是我生命中十分美好且難忘的回憶。 

擁有信仰的我們是有福的，「天主受榮福於天，善人享太平於地。」 

因為耶穌基督的誕生，在每個個人、家庭及社會才能得到救贖。我們不但幸運地接受並應將基督的福音

廣揚在各個角落，使更多更多的人分享得到這份基督的愛及恩寵，才能使這個世界得到真正的和平及喜

樂，人人追求永恆的生命價值，這也是耶穌聖誕節的意義所在！ 

（轉載自 2022 年 12 月份野聲月刊）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教宗 2022年聖誕文告：求主啟迪那些能遏止武器的人 
梵蒂岡新聞網 

羅馬以及全球的親愛弟兄姊妹們，聖誕快樂！ 

願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的主耶穌帶給你們所有的人天主的愛——信心與希望的泉源，並也帶給你們這份和

平的禮物，這是天使們向白冷的牧羊人所宣告的：「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路二 14） 

在今天的慶日，讓我們目光轉向白冷。上主降臨人間，來到了一個岩洞內，並且被安放在一個家畜用的

馬槽。即使瑪利亞分娩的日期滿了，但祂的父母親卻找不到一個客棧。而天主聖言在寧靜和深夜的黑暗

中來到我們當中，因為祂不需要鎂光燈，也不需要人群嘈雜的聲音。祂本身就是賦予人生意義的聖言，

祂是照亮人生旅途的光：「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若一 9） 

耶穌誕生在我們當中，祂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祂來，是為了陪伴我們日常的生活、為了與我們

分享一切：喜樂與悲傷、希望與擔憂。祂以嬰兒的身分前來，手無寸鐵，在寒冷中誕生，成為窮人中的

一位。祂什麼都需要，祂敲我們的心門，為要得到些溫情和庇蔭。 

讓我們像白冷的牧羊人一樣，被天光所環繞，並前往去看天主給我們的標誌。讓我們克服靈修上沉睡的

麻木，以及聖誕節日的一些假圖像，它們使我們忘記所慶祝的是誰。讓我們脫離那麻醉我們心靈的喧擾，

它要我們寧可準備裝飾品和禮物，卻不靜觀默想這聖誕奧蹟：天主子為我們誕生了。 

弟兄姊妹們，讓我們轉向白冷，在那裡迴響著和平之王的第一聲啼哭。是的，因為耶穌祂本身就是我們

的和平：是世界無法給予的和平，是天主父派遣祂的聖子來到世上，賜予人類的和平。聖大良教宗有一

句精短的拉丁文表述，綜合了今天這個日子的訊息：「Natalis Domini, Natalis est pacis」，「上

主的聖誕是和平的誕生。」（〈證道〉廿六 5） 

耶穌基督也是和平的道路。藉著祂的降生成人、苦難、聖死與復活，祂在這封閉、處在敵意和戰爭陰霾

的世界，打開了一條通道，通往一個開放、在兄弟情誼及和平中自由生活的世界。弟兄姊妹們，我們要

跟循這條道路！可是，要做到這一點、要能夠在耶穌背後跟隨祂，我們必擺脫那些令我們腳步蹣跚和滯

留不前的重擔。 

這些是什麼重擔呢？這「壓載物」又是什麼呢？是那些負面的私情偏慾，它們阻擋了黑落德王和他宮殿

裡的臣僕認出並迎接耶穌的誕生：也就是，對權勢、錢財、自傲、虛偽和謊言的依戀。這些重擔阻礙我

們前往白冷，拒絕聖誕的恩寵，並封閉了前往和平的通道。而事實上，我們必須痛心地承認，在我們被

賜予和平之王之際，戰爭的寒風繼續向人類迎面吹來。 

如果我們要聖誕節慶祝的是耶穌和平安的聖誕，我們就要注視白冷，定睛看那為我們誕生的聖嬰的面容！

在那天真無邪的小聖容上，我們認出在世界各地渴望和平的眾嬰孩的面孔。 

我們的目光裡滿是烏克蘭弟兄姊妹們的面容，他們今年在黑暗、寒冷，或遠離自己家鄉的境況中度聖誕

節，這是十個多月的戰争造成的。願上主使我們迅即作出精誠關懷的具體行動，幫助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並啟發那些有權柄使武器噤聲和中止這場毫無意義的戰爭的人！可惜的是，人們寧可聽從那些依照世俗

思維的其他理由。然而，聖嬰的聲音，有誰聆聽呢？ 

在其他地區、其他上演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方，我們也是活在一個嚴重缺乏和平的時期。我們想到依

然遭受衝突蹂躪的敘利亞，即使衝突不再備受矚目，但尚未結束；我們又想到聖地，過去九個月增加了



 

 

 

暴力和衝突，有人命喪亡。我們要懇求上主，好能在那裡，在那塊目睹祂出生的聖地，巴勒斯坦人與以

色列人彼此恢復對話、重啟相互間的信任。 

願耶穌聖嬰扶持生活在中東的基督徒團體，讓那些國家的每一個人都能活出不同信徒之間兄弟情誼和睦

相處的美好。 

願耶穌聖嬰特別幫助黎巴嫩，好使黎巴嫩藉著國際社會的援助，以及兄弟情誼與精誠團結的力量，終於

能重建家園。 

願基督之光照耀薩赫勒地區，那裡的不同民族與傳統受到衝突和暴力的嚴重打擊。 

願耶穌聖嬰將也門引向持久的停火，將緬甸和伊朗引向和解，使這兩個國家停止流血事件。 

願耶穌聖嬰啟發美洲的政治當局和所有善心人士，使他們致力於緩和在不同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緊張局勢；

我特別想到海地人民，他們受苦已經有許多年了。 

今天，在這個眾人圍坐在餐桌前享受豐富餐宴的日子裡，我們的目光不應遠離白冷，其意為「麵包之

家」。我們要念及那些忍饑受餓的人，尤其是孩童，因為與此同時，每天有大量的食物被浪費，大量的

花費用於武器。烏克蘭的戰爭進一步惡化，使同國家的整個人口都面臨饑荒，尤其是阿富汗和非洲之角

國家的人民。 

我們知道，每一個戰爭都導致饑荒，又把糧食當作武器，阻止向那些已在受苦的人民提供糧食。在這一

天，讓我們所有的人向和平之王學習，盡己所能，從那些政治負責人開始，使糧食只作為和平的工具。

正當我們體驗到與自己親人團聚的喜樂之際，我們也要想到那些在生活中更飽受傷害的家庭，以及那些

在這經濟危機中，由於失業和缺乏基本生活所需而難以維持生計的家庭。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今天如昔日，耶穌——那真光，來到了一個患了冷漠病——糟糕的疾病——的世界

裡，冷漠不接受祂（參閱：若一 11），反而排斥祂，正如在許多外鄉人身上所發生的那樣；或無視祂，

就像我們經常對待窮人一樣。我們今天不要忘記許多移民和難民，他們敲我們的門，為尋求安慰、溫情

和食物。我們也不要忘記邊緣人、孤獨者、孤兒和年長者——民族的智慧，他們面對被人丟棄的危險；

還有那些被囚禁的人，我們只看他們的過錯，卻不把他們當作人類看待。 

弟兄姊妹們，白冷向我們顯示天主的簡單，祂不把自己啟示給智慧和明達的人，而是給小孩子、給那些

心地純潔和開放的人（參閱：瑪十一 25）。而正像那些牧羊人一樣，我們要毫不遲疑地動身，並因天

主為拯救我們而取了人性這不可思議的事蹟而驚訝。萬善之源的那一位成為貧窮者，[1]並向我們窮苦

的人類請求施捨。讓我們被天主的愛所感動，並跟隨耶穌，祂放棄了祂的光榮，為使我們有分於祂的圓

滿。[2] 

祝大家聖誕快樂！ 

[1] 參閱：聖額我略．納齊盎，〈道理〉（Discorso）45。 

[2] 參閱：同上。 

<點擊此處回月刊訊息>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2-12/pope-at-urbi-et-orbi-the-lord-s-birth-is-the-birth-of-peace.html#_ftn1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2-12/pope-at-urbi-et-orbi-the-lord-s-birth-is-the-birth-of-peace.html#_ftn2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2-12/pope-at-urbi-et-orbi-the-lord-s-birth-is-the-birth-of-peace.html#_ftnref1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2-12/pope-at-urbi-et-orbi-the-lord-s-birth-is-the-birth-of-peace.html#_ftnref2


 

 

 

勇敢要求天主悔改的先知 
許達士神父（聖言會士） 

最近細細品味亞伯拉罕．赫舍爾（AbrahamHeschel）的傑作

《The Prophets／眾先知》，我再次被提醒有關先知們的使

命。他們扮演著天主與眾人之間的橋梁，把天主的訊息帶給眾

人。他們也要勸那些離開天主正道的人悔改歸向天主，這是他

們的使命，但在研讀此書時，我還發現有位先知不僅勸人回歸

正道，他也試圖努力使天主「悔改」。 

亞毛斯這位主曆前第 8世紀偉大的先知，就像梅瑟擁有的卓越

特徵一樣，由於亞毛斯的代禱，天主最終悔改了，不再降禍毀

滅祂的子民，正如梅瑟在天主面前所做的一樣。 

猶如所有先知一樣，亞毛斯以一個異象開始先知的使命。《亞

毛斯先知書》第 7 章至第 9章常被視為神視書，其中的異像，

主要啟示了即將到來的審判。天主對亞毛斯說：「依撒格的高

丘必要荒蕪，以色列的聖所必要廢棄；我必起來用刀攻擊雅洛

貝罕家。」（亞 7：9） 

亞毛斯對天主召叫最初的反應與其他先知不同，他立刻代表人

民向天主求情，告訴天主要寬恕雅各伯（即以色列，天主的子

民）。甚至在接受先知的使命之前，亞毛斯就清楚地知道他不

只要成為天主的使者，而也要成為天主決策過程中的合作夥伴。他不想只簡單地傳遞厄運的信息，而想

改變厄運的事實。經文告訴我們，天主確實因為亞毛斯的懇求，而最後改變了主意。（參閱亞 7：1-

6） 

天主悔改的事例在《聖經》中並不少見，大體上可歸類於 3種情況：第一，天主會按照事件的發生而自

發性地悔改，像是祂悔改祂創造了人類而引發了洪水，因為祂對人們所做的一切罪惡感到悲痛（參閱創

6：6）。這是天主消極的悔改而帶來毀滅。第二，除消極的悔改之外，可看到天主積極的悔改。當人們

先悔改時，天主也會悔改，猶如在《約納先知書》中，人們聽到有關尼尼微在 40天內將要被毀滅的訊

息之後就悔改了，當他們悔改時，天主也一樣改變主意了，沒有毀滅這座城市。人悔改，祂也就憐憫

人，改變原來懲罰人類的計畫。第三，當先知介入時，天主也會悔改，就像亞毛斯所做的一樣，但這 

並不常見。偉大的耶肋米亞先知甚至被告知不要試圖讓天主悔改（參閱耶 15：20），厄則克耳先知認

為上主不會悔改（參閱則 24：14）。 

《耶肋米亞先知書》第 15章 1節告訴我們，先知中有兩位偉大的代禱者，他們就是梅瑟和撒慕爾，但

撒慕爾描述上主悔改的唯一例子，是天主後悔立撒烏耳為王。撒慕爾向天主求情，整夜哭泣，但是天主

神聖的決定並沒有改變。天主對撒烏耳的悔改是屬於消極的（參閱撒上 15：11-31）。 

梅瑟在《出谷紀》32章中向天主求情以拯救以色列子民，當時以民因敬拜金牛犢，使天主決定消滅這

頑固的民族。梅瑟首先提醒天主記起祂曾給先祖的許諾之後，要求天主悔改（參閱出 32：11-13），於

是「上主遂撤銷了要加於百姓的災禍」（出 32：14）。梅瑟像亞毛斯一樣，他們的代禱，成功地使天

主悔改。 

《聖經》中有個事件不是天主真正悔改的事例。亞巴郎為了拯救索多瑪和哈摩辣就與天主討價還價：

「祢真要將義人同惡人一起消滅嗎？假如城中有五十個義人，祢還要消滅嗎？不為其中的那五十個義



 

 

 

人，赦免那地方嗎？」（創 18：23-24）最終，亞巴郎與天主達到共識，只要城中能找到 10個義人，

天主絕不會毀滅索多瑪和哈摩辣。但是，最後連 10個義人都找不到，索多瑪和哈摩辣因此被毀滅。在

這故事中，雖然亞巴郎向天主代求，但他無法改變天主原有的計畫；這故事不是天主悔改的實例。 

可見除了亞毛斯之外，只有梅瑟成功地向天主求情，並獲得了祂的悔改。這使亞毛斯處於崇高的地位。

有件有趣的事，梅瑟所用來表示「轉向」和「悔改」的詞彙，在《聖經》的其他地方也被引用。《聖

詠》第 90章 13節中，主講者用同樣的詞彙向天主說話，此章節中的「歸來」，和梅瑟所用的「悔改」

是同一個字。 

在全部 150篇的《聖詠》中，多半是達味的作品，約 4分之 1作品的作者為各種各樣的人，例如聖殿中

指揮家和歌唱員赫曼和阿撒夫；然而，只有第 90章這首屬於「天主的人梅瑟」（詠 90：1），在這章

內容中，天主也被要求要轉身悔改！從此可見，天主只有在梅瑟和亞毛斯的代禱後才會悔改，才會改變

原來毀滅以色列子民的計畫。 

如果連無罪的天主也不只一次地悔改，那麼，常常在同一件事情上不斷地跌倒的我們，更需要時常懺

悔。天主立了榜樣，我們一起向天主學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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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為教育工作者 

為教育工作者祈禱，願他們成為可信靠的見證人，教導手足之情而

非相互競爭，並以幫助最年幼和最脆弱者為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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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靜雯 (949）230-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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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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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