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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荷西華人天主教會—粵語組 
6DQ�-RVH�&KLQHVH�&DWKROLF�&RPPXQLW\�-�&DQWRQHVH�*URXS 

SJCCC

每週通訊����������������年 �月 ��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慈悲主日) 

主任司鐸:  
5HY��-RVHSK�'LDZ�
MRHGLDZ#JPDLO�FRP  
委員會主席: 
7RQ\�/DX 
WRQ\ODX����#JPDLO�FRP 

 
6W��&ODUH�&KXUFK������/H[LQJWRQ�6WUHHW��6DQWD�&ODUD��&$������ 

網址: ZZZ�VMFFF-FDQWRQHVH�RUJ 
彌撒時間: 星期日,下午 �時 ��分 

九點「救主慈悲」敬禮的精髓 
（�）信賴：信賴不但是敬禮的主要精神,也
是獲取恩寵的條件。耶穌告訴傅天 娜修女
說：「要獲得我的慈悲的豐富恩寵,只有一個
方法,就是要信賴我。（日記 ����節）讓靈魂
們懷著極大的信心來到慈悲的汪洋吧。罪人
們會成義,正義的 人會堅定於善。不論誰信
賴我的慈悲,也會在臨終時充滿我天上的平

安(日記 ����節)。」 無論我們的罪有多大,內裡多麼詭詐惡毒,心有多麼冤屈不甘,
良心多麼內疚自責,自我多麼自卑自憐,情緒多麼顛簸狂吼,心志多麼灰心失落,人
際多麼孤寂無 援,壓力有如泰山壓頂,心內多麼醜陋變態,就以現況的真實模樣,心
靈赤裸袒露地到慈悲救主前,絕不化裝,完全信賴祂：耶穌聖心了解接納我們,祂的
慈悲寬恕醫治我們。 
（�）為世界奉獻耶穌的苦難：耶穌向傅天娜修女親授慈悲串經,用玫瑰經珠誦唸,
部分經文如下：「永生之父,我把祢至愛之子,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
靈魂及天主性奉獻給祢,以賠補我們及普世的罪過。因祂的至悲慘苦難,求祢垂憐我
們及普世。（日記 ���節）。」耶穌希望我們靜默地、隱蔽地、充滿愛心和祈禱、
以謙遜和純潔奉獻每日生活中的痛苦（日記 ����節）,聯合祂的苦難,奉獻給天父
（日記 ����節）。這其實是每位基督徒的「普通司祭職務」,又是彌撒與生活的整
合。耶穌特別希望我們為兩類意向用慈悲串經奉獻祂的苦難：為人臨終的時刻和為
臨終的人；為心硬的罪人的悔改。 
（�）復活主賞賜平安：復活主建立修和聖事,並盼望信徒珍惜善用。首先我們要介
紹慈悲畫像。一九三一年二月廿二日,耶穌以畫像中的形態顯現給傅天娜修女,並對
她說：「按照你所見的圖像繪畫一幅畫像,下面寫著：耶穌,我信賴祢！我希望這畫
像受人敬禮,從你的小堂開始,（然後）傳遍普世（日記 ��節）。」我們以祈禱的心
默觀這畫像：手腳有釘孔,頭有光環,面部有溫暖的紅光,這是復活的主。祂的眼神
仍流露著十字架上的慈悲和渴望人靈（日記 ���節）,帶來溫 暖,並邀請人與祂對
話。祂的右手正高舉降福（日記 ��節）,又像慈悲節的福音,表達接納和賞賜平安。
正如上文所說,慈悲節的福音,正是復活主接納不忠信的宗徒,並派遣聖神建立修和
聖事。聖傅天娜認為辦告解者必須,一、完全坦誠開放,二、謙遜,三、聽命實踐 
（日記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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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慈悲是復活的途徑：祂以慈悲和信賴經歷苦難死亡而進入復活的光榮,
祂把這慈悲送給我們,使靈魂得到救贖和生命的恩寵和力量,我們以主的慈悲精神
安全渡過人間種種苦難死亡而進入祂復活的光榮。這慈悲亦是祂敞開的聖心所流出
的血和水：水救贖和淨化我們,血賦予我們祂的生命和愛情,但兩者都流露著祂極
深極柔的慈悲。教宗在傅天娜修女封聖彌撒的講道 中說：血代表十字架的犧牲和
聖體聖事的恩賜,水代表聖洗聖事和聖神的恩賜。在畫像中以紅光和白光來表達。我
們以「耶穌,我信賴祢！」之心,祈禱默觀畫像時,若想起自己的困難、誘惑或罪過,
聖神會引導我們,從聖心所發出的白光和紅光,得到救主慈悲的醫治和力量。 
（�）以主苦難聖死的慈悲,求得我們需要的慈悲：「每當三時,我交付靈魂的時刻,
我會讓你進入我死亡之苦。若只是片刻也好,投入我的苦難中。在這時刻我賞給世界
大慈大悲；要特別為罪人祈求我.的慈悲。在這時刻,我不會拒絕因我的苦難之名向
我祈求的靈魂（日記 ����節）。」 
（�）慈悲行為：「我要求你基於愛我的緣故,實施慈悲的行為。你要時時處處 慈悲
地對待近人,不得畏縮不前或諸多推託。我現在教三個慈悲地對待近人的方法：第
一是行為,第二是言語,第三是祈禱。這三種方法充份地表達了慈悲,而且無 容置疑
地證明你對我的愛。人靈能藉著此光榮和恭敬我的慈悲。最強的信德若沒有仁愛行
為也沒用（日記 ���節）。」要尊重地關愛近人如同耶穌,並以恭移聖體 般的恭敬
態度服務他們（日記 ���節）。救主慈悲敬禮之一個最終目的,是當我們充分體驗和
接受耶穌的慈悲後,自己也要成為像祂一樣慈悲的人。 
（�）在代禱中把各種靈魂帶到耶穌聖心的慈悲海洋裡：全人類特別是罪人、神 父
和修會人士、熱心和忠信的人、外教人和未認識主的人、散播異端和分裂的人、良
善心謙的人和小孩子、恭敬慈悲的人、煉獄靈魂、冷淡靈魂（日記 ����a����節）。
這些意向是取自主受難日至慈悲日前夕的九日祈求,這九日祈求是為準備慈悲主日
而作的。 
（�）默想主的苦難：在慈悲時刻,若職份許可,盡量拜苦路（日記 ����節）。能身
同感受地體會主的苦難是祂的恩寵（日記 ����節）,能安慰祂（日記 ����節）、使
靈魂美麗（日記 ����節）。我們要體會主苦難中的慈悲（日記 ����節）。 
（�）聖體：耶穌聖心臨在聖體內,聖體是蘊藏救主慈悲的寶庫,發射出慈悲的光芒。
鼓勵人在聖體前默想救主慈悲。  
耶穌告訴傅天娜修女,祂非常渴望與人靈結合。當祂在聖體聖事中進入人心的時候,
雙手滿載各式各樣的恩寵,切望把恩寵賜予人靈。可是人們忙著辦其他事情,不認識
「愛」,待耶穌如無物(日記 ����節)。 
>節錄自 L%UHYLDUL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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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讀經 
讀經一: 宗徒大事錄 ����-��� 
讀經二: 聖若望一書 ���-�� 
福  音: 聖若望福音 �����-��� 
 
若二十 ��-��描述耶穌的第三次顯現,基本上是前一段顯現故事的延伸。多默的
情況代表了日後所有的基督徒的處境。歷史上無數的人、包含我們現今生活的
人,大多和多默一樣,強調「眼見為憑」；但信仰出於報道,信仰的基礎是來自於
宗徒們的見證。多默不相信宗徒們的話,而強調必須親眼看見、親手觸摸耶穌的
傷痕才相信；在他的要求中,我們經驗到耶穌真的曾經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在
八天後再次顯現時,允許多默進行他所要求的驗證,然而,聖經經文並沒有明說,
多默是否真的接受了耶穌的邀請,用手探觸祂的傷痕。吾人在經文中看到的是,
多默決定性的宣誓了信仰「我主,我天主！」這個信仰宣示含有多重意義： 
�� 多默的信仰表白也正是福音作者的寫作目的,他要引領一切讀者到達這個目

的：和多默一起明認耶穌基督為主。 
�� 多默的信仰宣誓是一種決定性的信仰。宗徒們在耶穌還在世上生活時無法達

到如此圓滿的地步。斐理伯在晚餐廳中的祈求：「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
就心滿意足了！」（若十四 �）便顯示出宗徒們尚未真正認識耶穌。 

�� 這個信仰宣誓也和福音的序言前後呼應。整本福音是由一首讚美天主聖言的
詩歌開始,聖言從起初就和天主在一起,如今在多默的宣信中,我們發現聖言
就是耶穌基督,祂也就是真天主。 

�� 多默以第一人稱單數的形式表達信仰：「我主,我天主！」這樣的表達顯示出
在信仰的終極處,畢竟是一項個人性的抉擇。信仰必須自己負責,既不能越俎
代庖,也不能委託他人。這情形當然也許諾了每個人都可以和天主建立親密
的關係,神秘的信仰經驗並非某些人的特權,而是每個認真尋找天主的人都
可達到的境界。 

面對多默的宣信,耶穌的回應一方面責斥了這種對於「證據」的要求,但更重要的
是給那些向天主聖言開放的人許諾真福。後世之人不必為了沒見過歷史中的耶
穌而沮喪,因為透過他人的宣講和信仰見證,人人都可以達於天主,而「天人合
一」就是生命的終極目標,是最大的幸福。 
>節錄自 KWWS���ZZZ�FFUHDGELEOH�LQIR] 
 
下週讀經 
讀經一: 宗徒大事錄 ����-�����-�� 
讀經二: 聖若望一書 ���-�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 

 我主！我天主！ 

 讀經      分享 



�� 

 

 

 
 
 
 
 
 
 
 
 
 

（梵蒂岡新聞網）“我們在祈禱時,從來都不是單獨地祈禱：即使我們不
去想,我們也都沉浸在祈禱的浩瀚江河中,這江河先於我們存在,並在我們
之後繼續奔流”。教宗方濟各 �月 �日上午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以祈禱
與“諸聖的相通”的聯繫作為當天要理講授的主題。在教宗講解前宣讀了
一段《希伯來書》,其中談到初期基督徒在他們的行程中有“眾多如雲的證
人”圍繞著,雙目常注視著耶穌。教宗指出,我們在《聖經》内的祈禱中看
到個人和子民,以及我們人類的經歷交織在一起,其中有獲得釋放、被流放
和流亡,以及如同瑪利亞與表姐依撒伯爾相遇時,唱出《讚主曲》的喜悅。
在祈禱中,一個人的悲痛或歡喜成了衆人的悲痛或歡喜。“祈禱總是有激
發能力：每當我們合上手掌,我們就會向天主敞開心門,就會有無名和有
名的聖人陪伴我們,與我們一起祈禱,為我們轉禱,他們是已經抵達我們人
類同一個命運的大哥大姐。在教會内沒有一個哀傷是獨孤的,沒有眼淚被
忘卻,因為一切都呼吸並參與共同的恩寵。”教宗提到,過去的墳墓都安排
在聖堂附近,“好像在說,這些先我們而去的人以某種方式參與每台感恩
祭”。“聖人依然在這裡,離我們並不遠”。他們是“我們敬仰的見證人”,
以各種方式“將我們打發到耶穌基督跟前,祂是唯一的上主及天人之間的
中保”。教宗說：“不將你打發到耶穌基督跟前的聖人就不是聖人,也不是
基督徒。聖人讓你記住耶穌基督,因為他走過那條活出基督徒的道路。聖人
提醒我們,即使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軟弱和罪過,也能綻放出聖德的花朵。”
教宗表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能歸向上主,耶穌親自冊封的首位聖人是
一名强盜,一個善盜。“成聖是與耶穌相遇的一條生活道路,有的長,有的
短,有的在瞬間已走完”。聖人們“不停地照顧留在塵世的人”,因此“我
們能夠且必須懇求他們為我們和全世界轉禱”。這是我們與先我們而去的
人在基督内彼此間的“一種神秘的團結互助”。“在我們與聖人之間,即在
我們與已經抵達終點的人彼此之間維繫著一種祈禱上的關係,我們在塵世
這裡已經體驗到了：我們彼此祈禱,懇請和奉獻祈禱。為某人祈禱的首要
方式是向天主傾訴他或她。 

† 教宗方濟各 † 
“聖人在天鄉總是不斷地

“拉我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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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每天經常這樣做,我們的心靈就不會封閉,而向兄弟姐妹敞開。為
他人祈禱是愛他們的首要方式,並督促我們有具體關懷的行動。”接著,教
宗即席説道：“即使在衝突的時刻,化解和緩和衝突的一個方式乃是我為
與之發生衝突的人祈禱。藉著祈禱,一些事情會改變。首先改變的是我的
心,我的態度。上主轉變這顆心,使相遇,一個新相遇成為可能,避免使衝突
成為一起沒有終結的戰爭。”教宗也提到,我們許多人在領洗時都取了瑪利
亞和一位聖人或聖女的名字,這並非沒有意義。聖人們無非是等著“拉我
們一把”。“如果我們在生活中的考驗沒有超出極點,如果我們還能夠堅持
不懈,懷著信賴繼續前行,也許這一切與其説是我們的功勞,不如説歸功於
許多聖人的轉禱”。“他們有的在天鄉,有的同我們一樣是塵世的旅行者。
他們保護和陪伴我們,讓我們知道在這塵世上存在有聖德的人,他們是活
出聖德的男人和女人,他們自己並不知道這一點,就連我們也不知道,但存
在這樣的聖人、每日的聖人、默默無聞的聖人,或我喜歡說的‘鄰家的聖
人’,他們與我們在生活中相處,與我們一起工作,度一種聖善的生活。” 
[節錄自 KWWS���]KW�UDGLRYDWLFDQD�YD�QH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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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團體已由本月開始,回復在每個主日舉行彌撒,時間和地點維持在下午
�時 ��分�在 6W��&ODUH�學校停車場內舉行。有意參加現場彌撒的弟兄姊妹,
請聯絡 7RQ\�/DX,WRQ\ODX����#JPDLO�FRP�����-���-����先行登記,以便計算
出席人數及以作記錄。亦請大家參閱第七頁的「出席戶外彌撒的指引」。 

 
�� 今天是救主慈悲主日,我們團體將會以 =RRP線上形式安排在下午 �時開

始,與大家一起恭念「慈悲串經」。鼓勵大家參加。� 
【會議 ,'： �������������,密碼： ������】 

 
�� 在疫情期間,我們團體仍需要大家支持,希望大家繼續做主日奉獻。您們的

熱心捐助,能使我們繼續履行褔傳的使命及應付日常營運開支。 
 

L� 郵寄支票 
支票及信封面請寫給“6-&&&�&DQWRQHVH�*URXS´,然後郵寄到 
����:DVKLQJWRQ�6WUHHW��6DQWD�&ODUD��&$������。  

LL���用現金或支票直接存入團體在 :HOOV�)DUJR�%DQN的支票戶口 
戶口名稱: 6-&&&�&DQWRQHVH�*URXS 
支票戶口帳號： ��������� 
 

郵寄或入帳後,請以電話或 :KDWV$SS或電郵通知 5RVD�/HH,���-���-����,� 
URVDOZOHH#JPDLO�FRP。如有任何問題,請與 5RVD聯絡。感謝您的慷慨支持﹗
主佑！ 

                         代  禱 
 
請為以下的弟兄姊妹的健康祈禱,祈求天主保佑他們早日康復。 
¨ 李任芳（'DQLHO�/HXQJ的母親）;(ULF�0HQGR]D��0HL�7DNDGD�的朋友); 
¨ (VSHUDQ]D及 +HUPHV�(-HQQ\的姻親);6XVDQ�-XQJ (6XVDQQH的妹妹); 
¨ 陳美齡（.HQQHWK�&KDQ的母親）;陳錫禧（-RKQ及:LQQLH的弟弟）; 
¨ &\ULO�	�9LUJLQLD�%XWW;葉振濃（李太）;劉群歡（呂太）;$QQLH�/HXQJ。 

 
>如需要家訪或為親友代禱,請聯絡:LQQLH�&KHQJ�� 

ZLQQLHFKHQJ���#JPDLO�FRP����������-����@ 

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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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戶外彌撒的指引」 
 

�� 所有彌撒將會在戶外進行,每臺彌撒不得超過 ���人出席。 
 
�� 所有出席人仕（兩歲以下的小童除外）在任何時間內,都要遮蓋口

鼻。 
 
�� 所有出席者請盡量保持六呎的社交距離（家庭內的成員除外）。所

有座椅在彌撒前,將會加以消毒。 
 
�� 所有出席者在進入及離開彌撒場地時,請使用彌撒場地供應的消毒洗

手液消毒雙手。亦請各出席者自行带備消毒洗手液,在領聖體前將雙
手消毒。 

 
�� 彌撒中只會接受手領聖體,口領聖體及領聖血將會暫停。等候接受聖

體時,請在原位站立。 
 
�� 在彌撒禮成後,請大家立即離開彌撒場地,以便進行消毒程序。 
 
�� 彌撒場地不會提供任何衛生設施。� 
 
�� 聖荷西教區主教已寬免以下的人仕,出席主日及瞻禮慶日的彌撒,請

大家盡量居家隔離,以保健康： 
 

L� 所有 ��歲以上或有長期病患的人仕。 
 

LL� 身體感到不適或有以下症狀者：包括咳嗽、頭痛、虛弱、發燒、
發冷、肌肉酸痛、呼吸困難、喉嚨痛、肚瀉、短暫失去味覺及嗅
覺等�。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