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 與 聖誕祝福

曹

偉 神父

時間飛逝，30個月的時間真的過得很快，不知不覺中已經到了結束任期回國覆命的時候，在我的鐸職生涯
當中，在洛杉磯的華人團體服務工作也成為我一段美好的人生經歷，30個月的時間對於教友們而言可能比較短
暫，似乎剛剛認識神父就要離開了，儘管有很多的不舍，但一切皆有天主的美意，如何去適應和面對神父的更
換也需要時間去接受。在此離任之際也非常明白教友們的感受，但這就是司鐸的生活和使命，服從與聽候教區
主教的安排。
在這30個月的服務當中聖事的服務方面我大約舉行了800多次彌撒聖祭，聽了2,000餘次的告解聖事，還有
婚禮、葬禮、洗禮及傅油聖事、探訪和要理講授等，這些都是司鐸職務使命的一部分。很多人用工作來說明，
但對於司鐸而言這不是工作而是一種生活。聖秩聖事是服務於信友團體的聖事，這也是司鐸職務的價值和使
命。在這兩年半服務美國西岸最大華人團體的過程當中經歷了不同的事件，也為我的人生經歷增添了一筆財
富，使我更能夠瞭解海外華人移民的疾苦。面對華人圈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情。同樣的語
言，但不同的思維模式，免不了許多的不解和疑惑甚至是矛盾。但這就是天主召叫我們的使命，在人群當中活
出自我的價值。
兩年半的服務當中我著力改善華人團體禮儀生活的規範，使之更符合實際和教會的禮儀精神。當然做了許
多的改變，有人喜歡有人憂慮，這也在所難免。但我做的是基於我所學習的，讓所有的教友們更積極地、有效
地參與到主日的彌撒慶祝當中，奉獻自我，分享自己的生命，獲得聖事的滋養；另外我也把華人團體圖書館成
立起來，希望在知識和靈性上為教友們提供自我提升的可能和便利；平日增設的兩台彌撒也希望幫助主日無法
參與彌撒的人群獲得聖事的恩寵；邀請不同的神父和修女及教友做避靜、講習會也舉行知識競賽等活動，豐富
教友們的見識和靈修；我也力促減少華人的兩次特別奉獻和堂區的其它團體享有同等的待遇，因為我們都是堂
區的一部分。幫助堂區裝修學校鼓勵華人出資20,000美金，裝修改建教堂的衛生間和停車場發動教友積極捐助，
也促進教友參加堂區各樣的籌款晚會和活動，希望通過這些努力和堂區大局保持一樣的步調，這有利於整個堂
區的共融和發展。我也希望所有服務人員得到更多的培育和成長，這項工作可能需要下一位神父來完成了。在
服務中我也通過華人傳協會的合作，明白他們的奉獻精神和付出。感恩天主給我這樣的機會去學習和成長，所
有的這一切成就並非通過我個人的力量，而是天主的帶領和教友們的支持所共同達成的。洛杉磯是華人移民的
重鎮，所以將來華人團體的發展前景非常可觀，福傳的工作還需要教友們更具有團結的精神彼此扶持、彼此幫
助、同心協力的傳揚福音，減少矛盾、摩擦、猜忌、紛爭、誤會和謠言，增進交流、溝通、學習、欣賞。因為
每個團體和個人都在成長，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我們屬於戰鬥中的教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直到面見天主的
那一天。我也非常感謝天主教北京教區李主教能夠繼續派遣神父延續我的工作，照顧海外華人，希望天主的子
民都能夠獲得靈性的持續滋養。

儘管服務的地方有所改變，但服務的性質和使命沒有變化，這就是司鐸的生活。無論將來我會在哪裡服
務，也都會記得我曾經服務過的教友們，為他們和其家人奉獻我的祈禱。因為你們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沒有
教友，司鐸的生活也會變得索然無味。不知去如何服務和為誰而服務。希望將來的華人團體能夠有我們自己
培養出來的司鐸聖召。在此也衷心的希望每一個教友都與降生的主耶穌基督相遇，一起共享祂救恩的喜樂。
聖誕佳節已然來臨，我們都沉浸在慶祝的愉悅之中，分別畢竟是短暫的，因為我們將會分享同一的盛宴，無
論身在何處，我們分享的都是同一個身體，同一杯酒，那就是耶穌基督。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居住在我們中間
了，也讓我們為此而歡欣踴躍吧！因為我們的救援臨近了，救主為我們誕生了！阿肋路亞，讚美天主吧！
真心地祝願大家因著自我的謙卑和悔改而體驗到耶穌基督聖誕的喜樂、平安！也祝願大家新年納福！

敬邀您來參加 春節祭祖大典 中文彌撒
2019年2月10日星期日(大年初六) 早上9:30
聖湯瑪斯天主堂 1501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12-24-2018 丙年

聖誕節夜彌撒

Christmas Eve

聖道禮儀
讀經一
依撒意亞先知書 九 1~6
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民
看見了一道皓光，以往住
在死亡陰影下的人們，現
在已有光輝照射到他們身
上。祢增加了他們的喜悅
，祢賜給他們極大的歡樂
；他們在祢面前歡欣，正
像人們在收割農作物時的
快樂，又像人們在分享戰
利品時的踴躍；因為祢粉
碎了他們的枷鎖、折斷了
他們肩上的橫木，摧毀了
壓迫者的短棍，正像從前
在米德楊那天一樣。因為
有一個嬰兒為我們誕生了
，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
；祂來統治我們，祂要被
稱為奇妙的謀士、強有力
的天主、永恆之父、和平
之王。祂的王權偉大，祂
的王國，永享太平，祂要
繼承達味的御座和他的王
國，祂要以正義與公平來
鞏固并維護祂的王國，從
現在直到永遠；上主、萬
軍的統帥決意要完成這一
切。
這是天主的聖言

一、你們要向上主高唱新
歌；普世大地，要向
上主詠唱。答
二、你們要向上主歌唱，
讚美祂的聖名，日復
一日，不斷宣揚祂的
救 恩。在 列 邦 中，傳
述祂的光榮；在萬民
中，宣揚祂的奇能。答
三、蒼天和大地要歡欣鼓
舞，海洋中的一切要
踴躍歡騰；原野中的
一切都要雀躍，森林
中的樹木也要舞蹈。答
四、因為上主已經駕臨，
他來審判乾坤；按正
義審判普世，以信實
對待萬民。答
讀經二
聖保祿宗徒致弟鐸書

二 11~14

天主救眾人的恩寵已經
顯示出來，教導我們捨棄
罪惡的生活，和世俗的慾
望；使我們在世度著自律
的、公正的、虔誠敬主的
生活，以期待所希望的幸
全體：感謝天主。
福：就是我們偉大的天主
答唱詠
詠九六 和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
答：救世主今天為我們誕 現。祂為我們捨棄了自己
生了，祂就是主基督。 ，是為了把我們從一切罪

惡中救贖出來，使我們成 同辦理登記。當他們在那
為祂純潔的選民，熱心行 裡的時候，瑪利亞的產期
善。
這是天主的聖言 到了，就生了頭胎男兒。
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
全 體：感謝天主。
；因為在客棧裡他們找不
福音前歡呼 路二 1~14
到住宿的地方。這時正有
些牧羊人在附近露宿，守
答：阿肋路亞
夜看守羊群。忽然有上主
領：我給你們報告一個大
的一位天使站在他們的身
喜訊：主基督救世主
邊，上主的榮光四面照射
，今天為我們誕生了
他們，使他們非常害怕。
答：阿肋路亞
天使向他們說：「不要害
怕！我現在給你們報告一
福
音
個萬民的大喜訊：今天在
路加福音 二 1~14
達味的城裡，為你們誕生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全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了一位救主，就是主默西
亞。我告訴你們一個記號
主禮：恭讀聖路加福音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兒，
全體：主願光榮歸於祢
用布包著，躺在馬槽裡。
那 時 凱 撒 奧 古 斯 都 頒 」忽然有一大隊天軍，跟
布諭旨，要羅馬帝國人民 那天使一起出現，讚頌天
都辦理戶口登記；這是在 主說：「天主在天受光榮
季黎諾作敘利亞總督的時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候，初次所作的。於是， 」
這是基督的福音
所屬民眾都各回本鄉去辦
理登記。若瑟因為是達味 全體：基督，我們讚美祢
家族的人，便也從加里肋
亞的納匝肋，到了猶大達
味的故居─白冷城，跟他
已有身孕的妻子瑪利亞一

敬邀您來參加 春節祭祖大典
中文彌撒
2019年2月10日(星期日)
(大年初六) 早上9:30
聖湯瑪斯天主堂 (323)264-4448
1501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12-25-2018 丙年

聖誕節天明彌撒

Christmas Day

聖道禮儀
讀經一
依撒意亞先知書 五二 7~10

在 山 上，那 爬 山 越 嶺
的使者的足跡多麼美麗啊
！他宣佈和平，傳報喜訊
，宣揚救恩，並對熙雍說
：「你的天主為王了！」
請聽，你的守望者都高聲
歡呼，因為他們親眼看見
了上主返回熙雍。耶路撒
冷的廢墟啊！你們要興高
采烈，一起歡呼，因為上
主安慰了祂的子民，救贖
了耶路撒冷。上主在萬民
眼前顯露了自己神聖的力
量，大地四極看見了我們
天主的救恩。
這是天主的聖言
全 體：感謝天主。

答唱詠

詠九八 1~6
答：全球看見了我們天主
的救恩。
一、你們要高唱新歌，上
主行了奇事；祂的右
手和聖臂，為祂贏得
了勝利。答
二、上主宣布了祂的救恩
，將祂的正義顯示給
萬民。祂記起了祂的
仁慈，和對以色列的
信實。答
三、普世大地，請向上主
歡呼，詠詩讚頌，載
歌載舞。彈著豎琴，
歌頌上主；彈著豎琴

，伴 和 著 絃 韻。吹 起 全 體：感謝天主。
喇 叭，響 起 號 角，在
上主君王面前歡呼。 福音前歡呼
答：阿肋路亞。
答
領：蒙受祝福的日子照耀
讀經二
了我們；萬民，請來
致希伯來人書 一 1~6
朝拜主，因為今天真
在古時，天主曾多次並
光照臨塵世。
以各種方式，藉著先知對 答：阿肋路亞。
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
這末期，祂更藉著自己的 福 音
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 若望福音 一 1~18
已立祂為萬有的繼承者，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並藉著祂創造了宇宙。祂 全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是天主光榮的反映，是天 主禮：恭讀聖若望福音。
主本體的真像，以大能的 全體：主願光榮歸於祢。
話照管萬有；當祂清除了
在 起 初 已 有 聖 言，聖
世人的罪惡之後，便在高 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
天之上坐在「尊威者」的 天主。聖言在起初就與天
右邊。祂的地位遠比眾天 主同在。萬物是藉著祂而
使崇高，因為天主所賜給 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
祂的名字遠比天使的名字 一樣不是藉著祂而造成的
高貴。
。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
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說 是人類的光。光在黑暗中
過：「你是我的兒子，我 照耀，黑暗決不能戰勝過
今天生了你」呢？或者說 祂。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
曾有一個人名叫若
要作我的兒子」呢？當天 翰，是由天主派遣來的。
主派遣祂的長子到世上來 他來是為作證﹐為給光作
的時候，又說：「天主所 證，為使眾人藉著他而信
有的眾天使都要崇拜祂。 。他不是那光，只是為給
」
這是天主的聖言 那光作證。

祈 願
主的平安喜樂與希望
時常與您同在

歡迎您來參加主日中文彌撒：
每星期日早上 9:30

那普照每人的真光
，正在進入這世界；祂原
來已經在世界上，因為世
界本是藉著祂而造成的；
但是世人竟不認識祂。祂
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
人卻沒有接受祂。但是那
些接受祂的，即那些信祂
名字的人，祂就賜給他們
權力，成為天主的兒女。
這些人出生不是由血氣，
也不是由肉慾，或男慾，
而是由天主生的。於是，
聖言成了人，住在我們當
中；我們見過祂的光榮，
就是從父而來的獨生子的
光榮，充滿恩寵和真理。
這是基督的福音
全體：基督，我們讚美祢

華人 福傳 牧靈 關懷 丙年 聖誕平安夜 12-24-2018 (星期一) & 聖誕天明彌撒 12-25-2018 (星期二)
聖 湯瑪斯教堂 華 人 傳 協 會 消 息
恭祝大家聖誕佳節快樂 主日中文彌撒：主日 9:30 的
中文彌撒的第二次捐款奉獻
新年納福平安

：第一主日為「小學運作基
金」，謝謝！ 12/16 主日共
十二月廿五日 (星期二)
387 人參加中文彌撒。敬邀教
★早上 9:30 a.m. 中文彌撒
內、教外的親朋好友來參加
※歡迎教友帶領教內、教外 主日感恩聖祭。
朋友共同參加聖誕節彌撒
年底報稅捐贈： 2018 年的報
※鼓勵小朋友當天穿著鮮艷
稅季節即將來到，很多人需
應節的衣服到聖堂來參加
要捐款給非營利機構，以配
彌撒
合減低稅額。聖湯瑪斯堂是
天主之母及新年彌撒：明年 有組織的非營利教會團體。
2019 年 1 月 1 日(週二)早上 您或您的親友有此需要時，
9:00 正有中英文彌撒，歡迎 請考慮將善款捐給教會，我
參加。
們樂於開立抵稅證明。
中文平日彌撒：本堂為服務 讀書會：每個月第二與第四
主日無法前來參加彌撒的教
個星期的星期一晚上 7:30友，提供中文平日彌撒(每星
9:30 舉辦讀書會。主題：基
期一晚上 7:00pm 及每星期
督徒的默觀之路。連繫：余
三早上 8:00am，歡迎教友參
佩瑜 626-379-9103。
加。12/31(週一)及 1/2(週三)
的中文平日彌撒各暫停乙次 青年聚會：時間：每主日彌
。1/7(週一)恢復正常。我們 撒後 11:15am。地點：堂區
也為 12/27 飛機要離開的曹 影印室 。敬邀所有的青年(愛
偉 神 父 的 未 來 進 修 計 畫 及 加倍及青年讀經等)。連絡：
1/5 新到任劉振田神父的福 朱聖達 626-589-0613。
傳使命繼續祈禱！
英文月曆：堂外備有 2018 年
耶穌聖心彌撒： 1 月 4 日首 的英文月曆，歡迎索取。
星期五敬禮耶穌聖心。早上 休假： 12 月 24 日至 26 日(週
9:00-下午 6:00 在本堂全日 一至週三)，堂區和華人辦公
有朝拜聖體，6 時開始誦念 室休假。
玫瑰經，晚上七時正有彌撒
芥子讀經班：下次聚會時間
。歡迎參加。
： 1 月 6 日。每主日彌撒後 11
病人傅油聖事： 12 月 29 日( :15-12:30pm。主題：斐理伯
週六)早上 8:00 彌撒(英文)中 書。聯繫：劉鎮邦 323-464舉行。請教友邀請有需要的 5 9 7 6 。 地 點 ： 第 三 教 室 。
親友來接受特別的祝福。
歡迎參加。

聖誕天明彌撒

百人百串玫瑰經本週祈禱意向：

協力福傳 Together In Mission ：
由總教區推動，可以幫助超
過 50 萬個經濟有困難的教堂
及學校。2018 年本堂的捐款
目標是$34,994 元，已籌得
$34,225 元，仍差$769 元。此
目標是依照每個教堂年度捐款
總收入的比例估算的)。請繼
續為此意向祈禱並支持，信封
上註明： STAC429，統一交
給辦公室轉呈。

病人送聖體：教友家中或醫
院療養院有親人需要送聖體
，請到小辦公室登記或至電
華人辦公室 323-264-4448。

聖方濟粵語信仰分享：時間：
每週五的 7:30~9:30pm。連繫
： May 葉 626-780-3271，
Vicki 鄧 626-863-6081。

John。費用：$3,700 元另加
小費$200 元(含機票、住宿及
餐點)。STA 聖地朝聖正式展
開，歡迎所有教友參加聖地
朝聖說明會，時間： 1/13(週
日)12:30。地點：禮堂。會中
將論旅程相關事項、回答問
題，有驚喜獎品，也有茶點
招待。聯絡人：王海瀛 562761-3055 或 agnes.yu@verizon
.net

堂區捐款報告：下主日一起
小德蘭家聚：時間： 1/4 及 公佈，網上捐款$500 元(平均
1/18 的 7:30~9:30pm。連繫： 堂區一週開銷約$7,500 元)，
朱萍 626-759-0142，喬偉剛 謝謝大家支持教堂維持費與
福傳工作！歡迎上網捐款 me
626-264-5800。
mbership.faithdirect.net/CA779
華夏聖保祿教友家庭聚會：時 夢幻旅程聖地朝聖團： 12 天
間：每週三的 7:00-9:30pm。連 ： 2019 年 10/1-10/12。名額
繫：陳聖响 626-757-2979，鄭 有限(24 人)，報名從速。指
弘 626-674-2338。
導神師：本堂神父 Fr.

活泉讀經班：每月第二與第四
個 星 期 五 晚 上，7:30pm 在 影
印 室。主 題 ： 救 恩 的 故 事—
返鄉時期。聯絡人：黃詩亢，
626-758-8938。
乒乓球運動聚會：歡迎對打乒
乓球有興趣者，及更多的年青
人報名參加。地點：禮堂。時
間訂於週二&週四晚上 7:30pm
。連繫：黃曉琴 323-680-3978
愛加倍音樂小組：每個月第二
個星期五晚上 8:00pm 於堂區
辦公室的餐廳，歡迎每個愛唱
歌愛音樂的青年人一同來參與
。連繫： Katherine 譚卓琳 626
-689-0277 。

南加州 中文彌撒
羅

省 (粵語) 每主日 9:30 a.m.

St. Bridget Church (323)-222-5518

羅蘭崗 每主日 3:30 p.m.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626)-964-3629 #125
喜瑞都 1st、3rd 主日 2 ： 30pm
Holy Family Catholic (562)-818-2255
奇諾崗每個月第 1-4 的週六下午
5:30p.m. (909) 465-5503
St Paul The Apostle Church
14085 Peyton Dr, Chino Hills

敬邀還未認識天主的朋友來參加！

 請為嚴重病人求健康： 張懷德，張武雄，張碧雲(澳門)，鄧美娟，
王海波。
 請為病人求健康：谷毅貴。
 請為 米蘭花，王萍 的所有需要祈禱。
 請為新亡者靈魂永安祈禱：袁淑云，賈振國。
※如您希望百人百串玫瑰經團為您祈求的意向祈禱，請聯絡：
米蘭花 626-289-0744 或華人辦公室 323-264-4448。

家庭玫瑰經：聖母軍進教之
佑推行家庭玫瑰經，教友如
生病或有特殊需要，可迎接
聖母到家中一起誦唸玫瑰經
。有意者請到小辦公室留下
姓名電話，以便安排。

2019 年 蒙市慕道班 RCIA 課程安排如下
1/6

禮儀生活與信仰的關係

馬明睿 弟兄

1/13

基督化的家庭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喬偉剛 弟兄

※ 18 歲以上成人教友尚未領堅振者，亦歡迎參加慕道班
課程，可於 2019 年復活節(4/21)領受堅振聖事。
關懷代禱父啊！祢所愛的人病了，請祢治癒他們吧!阿們! ※ 每主日彌撒後 11:15 a.m.-- 12:45 p.m. 國語
※ 每(星期三)晚上 8:00pm-9:30pm 國、粵語
劉謝璧君，王海波，王海瀛，劉戊鏗，米蘭花，李玉偉，趙興立，
時間： 11:15am。地點：禮堂會議室。
佘王玉玉，張懷德，張武雄，張碧雲(澳門)，葉素貞修女，王素蘭，
聯絡： Vicki 鄧 626-863-6081，陳忠貴 626-298-0236
陳三，劉維邦，伍蕙蓮，吳家盈，唐慧明，許斐德修女，陳輝神父。
鄭弘 626-674-2338。(新年度課程表，請上華人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