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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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日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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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sjccc-cantonese.org 

本週讀經 
讀經一: 智慧篇 18:6-9 
讀經二: 希伯來人書 11:1-2,8-19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2:32-48 
 
路十二 32-34 耶穌教導的主題是不要過份的憂心掛慮現世的生活,而由 35-48
節則是耶穌教導門徒們要時時警醒,準備好以迎接「人子」的來臨。我們跟隨
感恩祭典所提供的長式福音版本對經文略做詮釋。耶穌稱呼門徒們為「小小羊

群」,要他們「不要害怕」,這些字句大概反應了初期教會福傳使者的情況。耶
穌安慰那些憂心、害怕的門徒們,告訴他們天父已經決定把天國賞給他們,要
他們擺脫世上財富的憂心掛慮,好能得到天父為他們保障在天上的財富（參
閱：路十六 9）。這段經文的關鍵字就是「寶藏」,耶穌最後採用一句諺語式的
教導：「你們的寶藏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要求門徒們把他們的心放在
天國真實的寶藏上面。這段經文提醒初期教會的讀者、福傳宣講者以及今日的
基督徒,放下一切現世的憂心掛慮。耶穌教導我們在更大的脈絡之下,也就是
天主所創造的世界、所賞賜的生命、以及天父的仁慈眷顧之下,來觀察我們對
於現世的一切事物,使我們因此而領悟,應該更專心於追求天主的國。耶穌鼓
勵人們要聚集天上的財寶,預設了每個人都將得到天主所賞賜的報酬。今日福
音的第二段經文（35-48）是一個關於僕人、家庭的主人和管家的比喻,這段圖
像性的語言教導人們要時時醒寤。伯多祿問耶穌這個比喻是「為了門徒們還是
為了眾人？」他的問題是指向比喻的後半段,有關「主人」的部分。面對伯多
祿的問題,耶穌採用修辭學的反問方式間接地回答：「究竟誰是忠信而精明的
管家呢？」耶穌所提到的不再是「家主」,而是「管家」,這段談話的重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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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為團體的領導者所有的責任和義務,強調那些在等待主人回來的期間,
忠實執行自己職務的人是有福的,主人將授權他們管理一切財產（參閱：路
十九 17 ；格前三 14）。耶穌也提出一個相反的圖像。有些邪惡的管家將趁著
主人遲遲未歸,而坐大自己、自以為是地欺壓其他僕人。當主人回來時,必要
嚴厲的懲罰他們。這樣的懲罰當然是對一切人提出的警告,特別是教會團體
的領導人所提出的警告。福音經文最後特別加上一個雙重的諺語,更加強化
前面所提出的警告：「多給誰,就向誰多要；多托付給誰,就向誰多索取。」
凡是知道主人的心意,卻不按著去執行的人,必將遭受更嚴厲的懲罰。這句警
告性的諺語是猶太傳統中智慧文學性的教導,說明一切恩寵都是為了服務他
人,由天主得到較多賞賜的人,具有較多聰明、才智或能力的人,應該做出更
多的貢獻。這段福音收集了許多針對門徒們所提出的警告,而所關心的問題
則是教會的具體情況。路加運用耶穌的教導警告讀者們,特別是教會中具有
各種職務的人,應該時時刻刻準備好迎接主的來臨,並且對主所交付的各種
職務提報成果。整個教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段教導直到今天仍然具有
高度的重要性；如果教會的領導人按著這樣的精神服務教會,也就是為自己
和信仰團體積蓄天上的寶藏。 
[節錄自 http://www.ccreadbible.info] 
 
下週讀經 
讀經一: 耶肋米亞先知書 38:4-6,8-10 
讀經二: 希伯來人書 12:1-4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2: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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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經歷了 7 月份暫停一個月的週三公開接見活動後,教宗方
濟各於 8 月 3 日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再次與信眾相聚,並在要理講授中
回顧了他於 7 月 24 日至 30 日在加拿大進行的「懺悔朝聖之旅」。教宗表示,
這段與原住民並肩同行的進程充滿了「記憶、和解與治癒」,由此「在加拿
大和各地為教會帶來了希望」。教宗期勉眾人恢復「現代性與祖先傳下來的
文化之間,以及世俗化與靈性價值觀之間的和諧關係」。教會蒙召「撒播普
世友愛的種子」,尊重並促進地方層級許許多多的富饒。此行也有不少「悲
痛不已」的時刻,加拿大原住民、長者因同化政策而失去子女的痛苦,有如一
記耳光。然而,我們理當正視「我們的錯誤、我們的罪過」。教宗回憶起這
次牧靈訪問的重要行程。教宗指出,他向該國執政當局、原住民領袖和外交

使團重申了聖座與當地教會在促進原住民文化方面的「積極」意願,途徑包
括「適當的靈修進程,以及關注各民族的習俗和語言」。教宗強調,他譴責了
「殖民思想」。這種思想如今體現在「各種形式的植入意識形態上,對各民
族的傳統、歷史和宗教聯繫構成威脅,試圖抹去差異」,而且往往忽視「對最
弱小、脆弱者的義務」。教宗勉勵所有原住民族跟隨「加拿大原住民堅強且
和平行動」的榜樣,不要封閉自己,卻要「為增進人類的兄弟情誼作出必不可
少的貢獻,促使人們更懂得愛護受造界、敬愛天主」。教宗此行不同於其它
旅行,因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與原住民會晤」。當年在加拿大有些包括天
主教徒在內的基督徒,配合了時任政府的同化政策等措施,對原住民造成傷
害；教宗此行是為了向原住民「表達關懷、悲痛之情,並請求寬恕」。在加
拿大,教會長期與原住民同行,此刻正走在一條新開展的進程上,以譜寫新
篇章。為此,教宗此行的格言是「並肩同行」。當初在加拿大,不少教會男女
果決又勇敢地支持原住民尊嚴,捍衛他們的權益,並在推廣原住民語言和文
化方面作出貢獻,卻也有些司鐸、男女會士和平信徒「參與了那些今天我們
明白它們不可接受、違背福音的計劃」。教宗說：「為此,我前去以教會的 

† 教宗方濟各 † 
記憶、和解與治癒 

為教會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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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請求寬恕。因此,這是一次懺悔的朝聖之旅。很多時刻洋溢著喜樂,但是
整體的意義和語氣是反省、懺悔及和解。」在這次訪問中,教宗首先在馬斯
克瓦西斯與加拿大全國各地主要原住民族的成員和領導人會面。教宗說：
「我們一起回憶過往：那是這些民族千年歷史的美好記憶,與他們的土地
和睦共處。原住民族最美的就是與大地的和諧關係。他們從不糟蹋受造界,
從不如此,卻與大地和諧共處。我們也網羅了被壓迫的痛苦記憶,包含因文
化同化政策而在寄宿學校裡的記憶。」進程的第二步是和解。教宗解釋道,
這並非「我們之間的妥協」,而是「由基督來使我們修和」,得到「我們的平
安」。進程的第三步是治癒。教宗指出,這點在聖若亞敬和聖婦亞納瞻禮當
天在聖亞納湖畔實現了。在那裡,「在耶穌內,我們看見了天父的關愛,祂治
癒我們的創傷並寬恕我們的罪過」。這進程充滿了「記憶、和解與治癒」,
由此「湧出了在加拿大和各地對教會的希望」。厄瑪烏的門徒們與復活主耶
穌同行後,與耶穌並因著耶穌,從挫敗走向希望。在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教
宗為加拿大主教們的團結表示感謝。教宗指出,我們之所以能成就這一切,
「是因為主教們很團結；哪裡有團結,那裡就能前行」。關於這次在加拿大
的最後一項活動,教宗指出,在因紐特人的土地上與青年和長者的相聚「帶

著希望的記號」。「我向你們保證,在這些會晤中,特別是最後一項會晤,我
必然因那些人的傷痛而感到被打了耳光。他們因同化政策而失去了許多,長
者失去了子女,不知道孩子最終去了哪裡。這是悲痛不已的時刻,但我們理
當予以正視：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錯誤、我們的罪過。」教宗最後總結道,
在加拿大,青年與長者互相對話,好能在記憶與先知性恩賜的歷史中並肩同
行。 
[節錄自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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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天主之恩 (Gift of Fear of the Lord) 
因為尊敬和服從天主,使人不願犯罪,避免因此離開美善
的天主。 
 
孝愛之恩 (Gift of Piety) 
使人像子女般的以孺慕之情愛天上的大父,設法在一切
事上令祂喜悅,承行祂的聖意。 
 

聰敏之恩 (Gift of Knowledge) 
使人明白天主所啟示的真理,認清天主創世、造人的目的,認清人和天主、人
和世界、人和其他人的關係。 
 
剛毅之恩 (Gift of Fortitude) 
使人有勇氣和毅力去面對種種困難和痛苦,無懼信仰的挑戰,克服罪惡的誘
惑,勇敢為信仰做証。 
 
超見之恩 (Gift of Counsel) 
賜人藉天上的智慧明辨是非善惡,用超性的見解決定事情,認清楚當做的事。 
〔如果,聰敏,是指認識真理；明達,是指深入瞭解；超見,就是如何運用在
生活中〕。 
 
明達之恩 (Gift of Understanding) 
使人更明白、通達天主所啟示之真理的真實意義；更深入瞭解聖經的涵義、
教會的訓誨。 
 
上智之恩 (Gift of Wisdom) 
使人以天主的眼光去觀察世事、欣賞嚮往天主的美善和天上的永福,因而願
意按天主的旨意生活。 
[轉載自 https://guodegang.pixnet.net] 

我們有好好利用聖神七恩嗎？                

原文: 陳德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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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2023 年度的成人慕道班歡迎所有有興趣認識天主教信仰及想

再慕道的弟兄姊妹們報名參加。報名及詳情請聯絡 Agnes Lau, 
agneswong30@gmail.com。今日的課題是:「聖經 1 - 舊約」。八月
份的主題是「慕道期」,每主日的課題如下 ： 

 
· 08/14/2022 -「聖經 2 - 舊約」 
· 08/21/2022 -「聖經 3 - 新約」 
· 08/28/2022 -「聖經 4 - 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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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2 年 8 月 14 日 
支票請寫給: St. Clare Parish 
並註明捐給: Pastoral Solidarity Fund for the Church in 

Africa 
捐款目的: 
(資助非洲教會的傳教項目,包括外展計劃、學校、宣
講福音和提供教育及培訓神職人員和平傳教士。) 

第二次奉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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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