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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荷西華人天主教會—粵語組 
 San Jos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 Cantonese Group 

SJCCC

每週通訊                   2022 年 7 月 24 日 常年期第十七 主日 

Saint Clare Church,941 Lexington Street, 
Santa Clara,CA 95050 

網址: www.sjccc-cantonese.org 

本週讀經 
讀經一: 創世紀 18:20-32 
讀經二: 哥羅森人書 2:12-14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1:1-13 
 
四部福音中,路加最常提到耶穌常常祈禱（參閱：路三 21 ；五 16 ；六 12 ；九
29）。在耶穌祈禱之後,門徒請求祂教導如何祈禱,顯示出耶穌的祈禱和一般人的
祈禱不同；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若翰的門徒身上,但福音並沒有報導若翰所給
予的教導。面對門徒的請求,耶穌並沒有講述有關祈禱的「理論」,而是直接給予
一個簡短的祈禱格式 ─ 天主經。在祈禱文的開始耶穌稱呼天主為「父」,這是
初期基督徒祈禱的特色（參閱：迦四 6 ；羅八 15）,但是耶穌使用這個稱呼具有
極大的獨特性,其他的基督徒只有在聖神的感動下,才能稱天主為父,而耶穌則
是直接稱天主為父,說明祂和天父之間獨特的關係。「名字」顯示門徒們認識他
們所呼求的神,這一位是他們直接祈求的對象。猶太傳統認為直接稱呼天主的名
是褻瀆的大罪；基督徒則在耶穌內經驗到天主的恩賜和眷顧,能夠尊崇天父的
名為聖,做為信仰的回應（參閱：若十二 28 ；則三六 22-23）。耶穌的宣講中最
核心的概念就是「天國」,這個禱文表達「天父之國」的特殊意義：在耶穌的工
作中天國「已經」展開,但是「尚未」完全實現,因此耶穌教導門徒祈求「願你的
國來臨」,祈願天父早日完全統治一切。此外,根據古老教會的觀點,耶穌再度來
臨之時也就是天國完全實現之日。「食糧」代表門徒們世上生活的必需品,但是,
能否獲得生活所需,並不完全掌握在人的手中,因此也是必須向天父祈求的恩
惠。只祈求「每日」所需的食糧,不過於為生活憂慮,相信天主必會時時照顧（參
閱：瑪六 25-34）。「罪過」是人在神面前所有的錯誤行徑,門徒們對這情況當然
並不陌生。只有天主能夠寬恕罪過,因此耶穌教導門徒祈求天主的寬恕,但祂同
時也清楚指出,罪過得到寬恕的根本基礎在於,我們也寬恕得罪我們的人。「誘
惑」的存在乃是人共同的經驗,連耶穌也曾在曠野中經歷「誘惑」（參閱：路四
13）,對門徒們而言,「誘惑」自然更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參閱：路八 13 ；二二
31-32）。 

讀經     分享 

基督徒的祈禱 

主任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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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Lau 
tonylau20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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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天主「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是一種猶太的特殊表達方式,猶太思想將一
切事都直接回溯到天主（參閱：瑪四 1）,因此這個祈求並非暗示天主會引人陷
於誘惑,而是懇求天主保護我們不要陷於誘惑,表達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明瞭
自己有陷於這種困境的危險,需要天主的救援。「天主經」並不只是一個有關祈
禱的例子,而是門徒們祈禱的基本模範,教導門徒以及所有的讀者,祈禱不應只
是反省、默想天主而已,更應該直接向神說出我們的祈求。天主經所包含的祈禱
意向幫助讀者們在自己的祈禱中,一再地思考耶穌最關切的祈禱意向：耶穌稱
天主為父,這個關係使我們也能在信仰內稱天主為父,學習耶穌基督以天主為
生活的中心；知道世上的生活並不是理所當然,需要天主的保障；既然經驗到
自己的罪已被寬恕,因此有義務寬恕別人；並且應該意識到基督徒的生活常常
面臨各種誘惑的威脅,常常醒悟以避免犯罪。在「天主經」之後,耶穌接著說了
一個比喻,教導祈禱的根本態度。門徒們大概常常經歷和比喻類似的情況,因此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這個比喻的意義非常簡明,強調只要鍥而
不捨地祈求,必定會得到答允（參閱：路十八 1-8）。耶穌還對這比喻提出更具
體的解釋,連續以三個命令句的形式簡潔地說出,誰如果像這個比喻中的人一
樣,不斷地「祈求」、「尋找」、「敲門」,他的祈求就必然會得到答允。最後
耶穌講述了一個以家庭情況為背景的比喻,教導門徒懷著信心祈禱。一般而言,
父親總不會讓自己的兒子失望,因此沒有父親在兒子向他求餅時,給他石頭；
祈求魚卻給他毒蛇；或者要求雞蛋卻給他蠍子。如果上述的事情對並非十分聖
善的門徒都是理所當然的,那麼對於天主而言,更是自然而然的。耶穌在結論中
清楚地稱天主為「父」,並強調祂將要由天上把「聖神」當作最好的禮物賜下。
這種表達方式,可能暗示了路加團體的基本經驗：團體中有人感到似乎並沒有
得到自己所祈求的「恩寵」,福音則教導,其實並非天主沒有答允所求,而是祂賞
給了他們更好的禮物。耶穌教導門徒們懇切不懈地祈禱,耶穌的教導不但針對
祂當時的門徒和初期教會的宣講者,也及於今日的讀者。激勵我們不要因似乎
看不見效果而放棄祈禱,反而必須持續不斷地祈禱。「天主經」的開始以及今天
福音的結束都提到「天父」,這個稱呼特別引人注意。基本上所有的祈禱都是在
父、子之間的關係之中進行與完成,這是我們相信祈禱必定要得到應允的最深
基礎。「聖神」是天主賞給我們的最佳禮物,基督徒應該把所有的祈禱以及效果
都放在天主的氣息（聖神）之下來瞭解。 
[節錄自 http://www.ccreadbible.info] 
 
下週讀經 
讀經一: 訓道篇 1:2,2:21-23 
讀經二: 哥羅森人書 3:1-5,9-11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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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7 月 17 日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誦
念三鐘經祈禱活動。他在念經前的講話中省思了當天福音的内容。福音中記
載說,瑪利亞和瑪爾大兩姐妹“在她們家中款待耶穌”。教宗指出,從這“家
庭情景”中浮現出不同的態度。瑪爾大“為了接待客人立刻忙碌起來”。相
反地,瑪利亞則“坐在耶穌脚前聼祂講話”。瑪爾大請求耶穌“告訴瑪利亞,
叫她來幫助自己”。她的抱怨“似乎並不過分”,可是耶穌回答她說：“瑪
爾大,瑪爾大,你為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惟有一件。瑪利亞選擇了
更好的一分。”耶穌想讓瑪爾大明白,“有一個新的優先順序,不同於直到那
時她所遵循的”。教宗指出,“更好的一分”是“聆聽耶穌説話”,“祂來是
把自己奉獻給我們”。“耶穌的言語不是抽象的,是觸及和塑造生命的教導,

其改變生命,將生命從邪惡的黑暗中解放出來：耶穌的言語是最好的一分,
那是瑪利亞選擇的”。為此,瑪利亞把它放在首位：她停下來聆聽。其餘的
都將隨後到來。但工作不應該去掉實際工作的價值,但其不應該先於聆聽耶
穌的言語,而應該是被祂的聖神所鼓舞。否則,將變成一個終日奔波忙碌的
人,為很多事情焦慮不安,成為一種不結果實的行動主義。教宗敦促我們利
用這假期“停下來聆聽耶穌”。他說：“今天,越來越難找到空閑時間來默
想。對許多人來説,工作節奏令人疲憊、精疲力盡。暑期可以説是寶貴時期,
也是打開福音、慢慢地而非匆匆忙忙地閲讀福音的時期,每天閲讀一小段福
音。讓我們被那些福音篇章所質問,詢問我們,我們的生活、我的生活如何,
是否與耶穌所説的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 
[節錄自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 

† 教宗方濟各 † 
暑期是不匆匆忙忙地 
閲讀福音的寶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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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的祈禱大師是耶穌。要向耶穌學習如何祈禱,首先,讓
我們來看耶穌祂本身如何祈禱；然後,讓我們仔細聆聽祂教
導我們如何祈禱；最後,願我們能悟出祂如何俯允我們的祈
禱(2598)。 
 
1.  耶穌祂本身 如何祈禱 
天主子學會以祂人性的心來祈禱 

降生成人,成為童貞女之子的天主子,耶穌需學會以祂人
性的心來祈禱。耶穌從祂母親那裡學習祈禱；耶穌也從納匝
肋會堂和耶路撒冷聖殿中,從民眾祈禱的節拍與詞句中,學習
祈禱。在耶穌 12 歲時,福音的作者就讓我們看見祂「赤子的祈

禱」：我應當操心我父親的事業（參考路 2:49）；耶穌的祈禱是出自內心一個隱
密的泉源。(2599) 
 
耶穌在面對自己使命的決定時刻都首先祈禱 

福音的作者也讓我們看見：耶穌每當面對自己使命 的決定時刻,都首先祈
禱；如：在耶穌受洗及顯聖容,父為祂作證之前（路 3:21 ；路 9:28）；在歷經苦
難,完成救贖世人的工程前（路 22:41-44）；在召叫門徒並授與他們傳教使命之前
（路 6:12）…… 。這些記載皆讓我們看見耶穌在祈禱中,總是謙虛地、信賴地把祂
自己人性的意願交託於天父的愛的意願。(2600) 
 
耶穌經常在偏僻處,在夜晚向天父祈禱 

耶穌經常在偏僻處,或獨居,或上山,而且往往選擇夜晚 向天父祈禱。在祈禱
時,耶穌心中懷念著眾人；祂同情世人的軟弱；祂願意成全父的旨意,把世人由
罪惡中解救出來。我們知不知道耶穌在「隱密處」向天父祈禱時的祈禱內容？（讓
學員回答）其實我們知道；耶穌的一言一行全都為我們流露了祂與天父的祈禱。
(2601) 
 
耶穌以感恩開始向天父祈禱 

福音作者也為我們記載了耶穌在傳教期間兩端比較明顯的禱詞。這兩端禱詞都
以感恩開始。一是：「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
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來喜歡這樣。」（瑪 11:25-26）另
一次是耶穌在復活拉匝祿前向天父所作的祈禱：「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俯聽
了我。」（若 11:41）（2603-2604） 
       

耶穌這種以感恩為主的祈禱,啟示我們該如何祈求：在接受恩典之前,耶穌依
從那位施恩者。耶穌知道施恩者比所賜的恩典更貴重；施恩者,天父,本身就是
「寶藏」；施恩者,天父,所賜的恩典 只是「附加品」。（2604） 
   

耶穌,世人的祈禱大師 
資料來源：梵蒂岡電台  

編寫：彭育申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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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耶穌教導 我們要如何祈禱 
內心皈依的重要 
  從山中聖訓的開始,耶穌就強調內心皈依 的重要。當我們來到祭壇,向上主奉
獻祭品前,我們要先與我們的弟兄姐妹和好（瑪 5:23-24）；我們要愛仇人,並為迫害
我們的人祈禱（瑪 5:44-45）；祈禱時,切勿嘮叨（瑪 6:7）；在祈禱中,我們要自內
心深處寬恕 別人（瑪 6:14-15）；祈禱時,我們要心地純潔,首先尋求天國（瑪
6:21,25,33）。(2608) 
 
要保持信德,並承行天父的旨意 
  祈禱時,我們要保持信德；這種完全依附天主的心許多時候是超越我們的感覺
與理智的（2609）。耶穌也教導我們,當祈禱時,我們要有子女的膽量：「你們祈禱
時,不論求什麼,只要你們相信必得,必給你們成就。」（谷 11:24）這是祈禱的力量：
「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谷 9:23）而信德的祈禱不單在於說：「主啊,主
啊」,而更在於用心承行父的旨意」（瑪 7:21）。耶穌勉勵我們在祈禱中,要有與天
主計畫合作的關注。（2609,2610,2611） 
 
要時時保持警醒 
  耶穌召叫我們這些跟隨祂的人要時時保持警醒。祈禱是一種戰鬥；藉祈禱,我
們能保持警醒；我們能免陷於誘惑（路 22:40,46）(2612)。路加福音記述的三個有
關祈禱的比喻告訴我們說：祈禱時要懇切地求（路 11:5-13）,要以耐心不斷地求（路
18:1-8）,並要謙遜地求（路 18:9-14）(2613)。 
 
要以祂的名而求── 真理之神會永遠與我們同在 
      在回歸天父之前耶穌也教導我們說祈禱時要以祂的名 而求（若 14:13）（2614）。
當我們的祈禱與耶穌的祈禱合在一起時,父所賜予我們的是另一位護慰者,真理之
神；真理之神會永遠與我們同在。（2614,2615） 
 
3.  悟出耶穌俯允 我們的祈禱 
     在耶穌傳教期間,人們向耶穌所作的祈禱,都獲得了耶穌的俯允。耶穌俯允了以
言語表達信德的祈禱（癩病人,谷 1:40-41 ；雅依洛,谷 5:36 ；客納罕婦女,谷
7:29 ；右盜；路 23:39-43）；耶穌俯允了人們在靜默中的祈禱（抬癱子的人,谷
2:5 ；觸摸祂衣裳的血漏病婦人,谷 5:28 ；洒淚水以及香液的罪婦,路 7:37-38）；耶
穌也俯允了瞎子懇切的請求（瑪 9:27）。耶穌常答覆懷著信德而求祂的人,無論他們
求的是病癒或罪赦。（2616） 
       
耶穌大司祭的祈禱 
 當耶穌光榮天父,走向「十字架」的時辰來到時,耶穌讓我們看見了祂大司祭的祈
禱：祂對天父聖名的熱心關懷（若 17:6,11,12,26）；祂對天父王國的熱忱（若
17:1,5,10,22-26） ； 祂 對 完 成 天 父 的 旨 意 與 救 恩 計 畫 的 服 從 （ 若
17:2,4,6,9,11,12,24）；以及祂為我們世人所作的祈禱,使我們能脫免凶惡（若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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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上主對團體的眷顧,我們得到聖荷西教區主教 Bishop Cantú 批准

Father Angelbert Chikere 成為我們粵語團體的主任司鐸。今天,讓我們
歡迎 Father Angelbert 第一次以我們的主任司譯身分,為我們主持粵語
彌撒。彌撒後於 2 時 30 分,會在樓下教堂安排 Father Angelbert 與大家
會面,好讓大家可以互相認識。 

2. 2022-2023 年度的成人慕道班經已開課。歡迎所有有興趣認識天主教
信仰及想再慕道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報名及詳情請聯絡 Agnes 
Lau,agneswong30@gmail.com。 

 

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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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ll Lei (Bryan 的父親) 
· Father Theodore 
· Esperanza (Jenny 的姻親) 

· Annie Leung、Virginia Butt 
· 葉振濃(李太)、劉群歡(呂太)   
· 王兆燊(王盧麗娥的丈夫) 

· 李任芳(Daniel Leung 的母親)  

· 陳錫禧(John 及 Winnie的弟弟)  

· 陳美齡(Kenneth Chan 的母親) 
 

[如需要家訪或為親友代禱,請聯絡
Winnie,winniecheng922@gmail.com,510-304-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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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支持 

 
我們團體很需要大家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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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支票: 支票及信封面請寫給“SJCCC Cantonese Group”, 然後郵寄到 
  725 Washington Street, Santa Clara, CA 95050。 

 
現金或支票: 直接存入團體在 Wells Fargo Bank 的支票戶口。 

 戶口名稱: SJCCC Cantonese Group。  
 支票戶口帳號： 117670653。 

 
郵寄或入帳後, 請以電話/WhatsApp 或電郵通知 Rosa, 510-388-6963,  
rosalwlee@gmail.com。 

 
 

感謝您的支持！主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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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室內彌撒的指引」 
 

1. 聖荷西教區主教宣佈,從 3 月 6 日開始,取消所有因應疫情而
寛免出席主日彌撒及瞻禮彌撒的規條。但如因為病患,體弱
或其他理由,未能出席彌撒者,請聨絡本堂神父,以求寛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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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有出席者需保持三呎的社交距離（家庭內的成員除外）。 
 
 
4. 彌撒中只會接受手領聖體,口領聖體及領聖血將會暫停。請

各出席者自行带備消毒洗手液,在領聖體前將雙手消毒。 
 
5. 排隊等候領聖體時,請保持三呎的社交距離。 
 

 
 

2022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