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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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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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sjccc-cantonese.org 

本週讀經 
讀經一: 亞毛斯先知書 6:1, 4-7 
讀經二: 弟茂德前書 6:11-16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6:19-31 
 
在富翁和亞巴郎的第一段對話中,自稱是「兒子」的富翁求亞巴郎,派遣他所熟
識的拉匝祿來減輕他的痛苦。亞巴郎卻要他回憶自己和乞丐過去的生活,並且
告訴富翁現在所轉換的情況是合理的。亞巴郎的這段話反映出猶太傳統有關

「報復」或「報酬」的教導（參閱：路一 53,六 20-26）。亞巴郎同時告訴富
翁,人死後和生前的情況大不相同：在生前,如果富翁願意便可以輕易地接近
乞丐,但在死後,二人之間則存在一個不能跨越的鴻溝。第二段對話具有一個
雙重的結構,富翁首先呼喊亞巴郎為「父親」！（主日感恩祭典翻譯為「祖宗」,
非常不恰當！）並向亞巴郎祈求另外一個恩典。這位富翁請求亞巴郎派遣拉匝
祿去「警告」自己的弟兄們,好使他們能夠得救。「警告」一字按原文字義更
好直接翻譯為「作見證」,這是路加常常採用的初期教會宣講常用的表達方式
（參閱：宗十 42,十七 31）。亞巴郎回答富翁的話「活著的人有梅瑟和先知的
教導已經足夠」,也同樣地反映初期教會的宣講方式（參閱：路二四 27、44 ；
宗三 21-25）。富翁則辯駁說：由亡者中帶回來的訊息超越先知的教導,可以促
使人「悔改」；亞巴郎卻回答說：聆聽復活者和聆聽梅瑟與先知們其實是緊密
相關的,不聽從梅瑟和先知的人,也不會聽從由死亡中復活的人。整個比喻隨
著這個教導而結束,而這個結束語非常具有路加作品的特色：「悔改」本是一
切宣講的最終目標,而所謂「有人由死亡中復活了」,當然使讀者立刻聯想到耶
穌基督。比喻的結尾所說的「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了,也無法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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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想起若望福音十一章耶穌復活拉匝祿的故事。根據若望所記載的故事,
拉匝祿的復活不但沒有讓猶太宗教政治領導人物相信耶穌,反而促使公議
會做出殺死耶穌的決議。這個比喻以對話的形式描述富翁的命運,對讀者提
出深刻的教導,整個敘述含有高度的「警告」意味。警告當時的聽眾以及日
後的讀者,不要和這位「富翁」一樣,應該按著生命的法律善度生活,以免成
為「聾子」,以致於連由死亡復活者所帶來的訊息也無法聆聽。就整個路加
福音第十六章的脈絡來看,路加運用這個故事指責當時信仰團體的敵人,控
訴他們大多貪愛錢財,因此而不接受耶穌復活的福音喜訊。對今日的讀者而
言,主基督也藉著這個故事警告我們錢財的危險。但是福音並未通盤否定錢
財的價值,而是指出財富可能使人盲目,把人引入絕對的自我中心,自己封
閉心門,無法對先知的教導以及復活的喜訊開放,更看不見生活周遭需要援
助的弟兄姊妹。 
[節錄自 http://www.ccreadbible.info] 
 
下週讀經 
讀經一: 哈巴谷先知書 1:2-3; 2:2-4 
讀經二: 弟茂德後書 1:6-8,13-14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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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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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福音記載不忠
信的管家揮霍主人的財物,被發現後他用狡猾的方式來應付。教宗自問：“這
狡猾是什麼？耶穌願意告訴我們什麼？”教宗指出這管家面對失去工作的風
險時的膽大妄為,他能使出渾身解數來應付,而不是只知道“自怨自艾”,他不
向自己的命運低頭,而是尋找解決方法。教宗表示,耶穌向祂的門徒提出這樣
的挑戰說,“這些今世之子應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為精明”（路十六
8）。“就是說,在黑暗中按照一定的世俗標準行動的人,在陷入困境時知道如
何應付,知道如何比其他人更狡猾；相反的,耶穌的門徒,也就是我們,有時會
不清醒,或太天真,在困境中不懂得主動地尋找出路。比如說,我想到在個人、
社會和教會的危機時刻：有時我們讓灰心喪氣獲勝,或者我們陷入抱怨之中。
耶穌說,一個人也可以按照福音的精明,清醒並專注於辨別現實,為我們和他
人尋求好的解決方案。”教宗也回答了第二個問題,“管家的狡猾是什麼？”
他給那些債戶打折扣,與他們成為朋友,希望在主人把他趕走時他們能幫助
他。教宗接著表示,耶穌在這裡教導我們應該如何利用我們的財富。福音中
說：“要用不義的錢財交結朋友,為在你們匱乏的時候,好叫他們收留你們到
永遠的帳幕裡”（路十六 9）。“為獲得永生,不需要積累現世的財富,重要的
是愛德,就是我們在弟兄關係中活出的愛德。這就是耶穌的教導：不要只為我
們自己和我們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使用現世的財富,而應該用這些財富為你們
服務,來建立友愛、建立良好關係、在愛德中行事,並促進兄弟情誼和從事照顧
最弱小者的工作。”教宗強調,即使在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貪污和不忠信,有
“不公平的政策,個人和機構的選擇受自私的因素主宰”等等的現象。但我們
基督徒卻不要因此而灰心喪氣,或更糟糕地對此“無動於衷”。“相反的,我們
蒙召在行善方面有創造能力,以謹慎和福音的精明善用這世界上的財富,不是
使我們自己富裕,而是建立弟兄友愛和社會情誼。用我們的舉動建立社會友誼
是非常重要的”。 
[節錄自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 

† 教宗方濟各 † 
用我們的財富建立 

兄弟情誼和社會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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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唯物主義和競爭世界當中,跟別人比
較似乎是理所當然最重要的事情：在照片或
自拍照中佔中間位置,或在日常生活其他地方
當第一名。對我們當中許多人來說,我們只會
想到「我」和「自己」。的確,驕傲於我們的世
界十分泛濫！驕傲的希臘語（huperephania）字
面意思是「讓自己顯得高於他人」。從基督徒

的角度來看,驕傲是七罪宗之一。罪宗是其他罪過之首。聖多瑪斯·亞奎納跟
聖額我略一世一樣,不僅將罪宗視為罪過,並將它們視為造成邪惡傾向的惡
習。傳統上,罪宗有七項。聖經提到：原來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貪慾,眼目
的貪慾,以及人生的驕奢,都不是出於父,而是出於世界。（若前 2:16）。肉
身的貪慾有貪饕和迷色。眼目的貪慾有貪婪或貪心。生活當中的驕傲：虛
榮、靈性方面的懶惰、嫉妒和忿怒。佛祖談及生命中的五毒：貪、嗔、痴、
慢、疑。 

罪宗犯得愈多,罪過便會一直繁殖。驕傲的主要朋友是仇恨﹑嫉妒和忿怒。
驕傲也有個小妹妹：虛榮！傲慢也與妄望﹑野心、僞善和不服從有關連。在
基督宗教傳統中,驕傲是一切罪過的根源,因此也被稱為所有惡習和罪過的
女王、母親和原則。 
正確來說,驕傲代表着對個人榮耀的有意﹑熱切和不正常的追求和渴望。一
個驕傲的人「受對讚美的渴望而喪失理智」（聖若望．嘉驤,會議,第 5 章）。
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慾望,因為無論公開也好私下也好,驕傲的人不希望聽命
於天主,不把榮耀歸於天主。驕傲的人不給天主獻火祭,卻向自己獻火祭。聖
保祿說：「凡要誇耀的,應當因主而誇耀。」（格後 10:17） 
聖女加大肋納在她的《對話》中重複道：「所有罪過的根源是自愛,因為從
中誕生了驕傲。」她補充說：「切斷驕傲的角,你也將切斷和消除仇恨。」 
最差的驕傲（在天主教傳統中稱為完全的驕傲）是蔑視天主和其誡命,尊崇
個人卓越。稍為沒有那麼嚴重的驕傲（不完全的驕傲）,是在尊重天主和上
級的同時,高高在上自我誇大。這是一種頭號綜合症。教宗方濟各稱這為：
「基於支配和競爭的邏輯。」這種自以為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態度,使人們傲
慢自大,並希望支配他人（參見格前 4:18-19）。 
 

七罪宗之驕傲 

Fr. Fausto Gomez,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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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集常常提及並反對驕傲：「高視闊步,心高氣傲的人,我不容忍他。（詠
101:5）；「驕傲在上主及人前是可憎恨的,不義為上主及人是可厭惡的。」（德
10:7）；「塵埃灰土的人,有甚麼可驕傲的？」（德 10:9）； 
耶穌告訴我們：「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瑪 5:3）,指的是謙遜人。法利賽人
那不虔誠的祈禱,原因是他們自大：「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其他的
人……也不像這個稅吏。」稅吏當時在天主面前鞠躬,說：「天主,可憐我這
個罪人罷！」（路 18:11,13 ；參照路 18:9-14）聖伯多祿告訴我們：「天主拒
絕驕傲人」（伯前 5:5）。 
驕傲,又或者自大,是人類墮落的原因,也是魔鬼的隕落和罪過。也是巴貝耳
塔建造者的罪。驕傲也常見於一些現代科學家和超人類主義者。他們認為,人
類有一天會成為神,從智人（homo sapiens）進化為神人（homo deus）。但致
命的病毒 Covid-19 已能證明他們大錯特錯：我們的人性基本上是十分脆弱
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限並不完美的。我們跟大自然一樣都是由天主所
創造的,人類並不能控制大自然。只有天主掌管一切。「仇恨天主源自驕傲自
大」（天主教教理 2094）。古語有云：飲水思源。 
自私造成「肥大自我」,是我們的頭號邪惡。而且,「成為第一名容易引致自
私自利的生活模式。」（Steve Wilkens, Beyond Bumper Sticker Ethics）我記得
在卡爾巴耶格（菲律賓）一個可愛的方濟會士門口,貼有一幅海報,上面寫
道：「下次你感覺完美時,請嘗試在水上行走。」聖奧斯定說：「驕傲的神父,
跟魔鬼無異。」 
對沙漠教父來說,跟驕傲抗爭需要消除虛榮和自誇（聖若望．嘉驤,會議,第 5
章）。不要跟其他人比較：「如果你只知道跟別人比較,那麼你的生活只會變
得更空虛更苦澀。」（Desiderata,巴爾的摩大教堂,1692） 
如何戰勝驕傲這大罪？通過獲得相對的美德。有甚麼方法能減少生活中的驕
傲？獲得所有美德的基礎美德：謙遜。藉着獲得相應的美德來跟惡習作戰：
七罪宗可通過獲得七個基本美德成為一個良好基督徒來戰勝—總共有三個

神學美德和四樞德。只有充滿美德的生活才能讓我們幸福快樂。 
「所有的驕傲都跟乞丐的驕傲一樣不值一文」（M. Scheler）；「我們是天主
的乞丐」（聖奧斯定）。我們軟弱,所以容易傾向於感到驕傲。我們請求上主
幫助我們不要驕傲、傲慢或自以為道德上高人一等,求祂讓我們懂得謙卑、尊
重所有人和富同情心。 
值得思考的說話：「如果你在一切事情上尋求耶穌,你一定會找到耶穌。但如
果你只尋找你自己,你會找到自己,但終必自取滅亡。」（師主篇） 
[節錄自 https://www.oclar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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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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主題:「基督奧蹟的慶典」的相關課題及上課日期如下。 
 
 
 
 

 
 
 
 
 
 
 
2. 來自香港,現正在美國天主教大學攻讀教會法律博士學位的胡允信神父(Rev. Vin-

cent Woo),將於 10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在聖嘉勒教堂禮堂(St. 
Clare Parish Hall,941 Lexington Street,Santa Clara,CA 95050)為我們團體主持粵語退
省,主題：“在亂世中堅持信仰和真理”,歡迎大家參加。截止報名日期： 9 月 27 日 
(星期二)。退省當日會安排為信友們辦告解。欲知退省詳情及報名,請參閱附件有
關宣傳單張及當日的時間表。胡神父亦會於次日,10 月 2 日(星期日),為我們主持 1
時 30 分的粵語主日彌撒。 

 
3. 十月是「玫瑰聖母月」,是為特別恭敬聖母。我們團體將安排在十月份的每個主日

彌撒後,在 St. Clare 樓下教堂及同步以 Zoom 線上連線與大家一起恭念玫瑰經。鼓
勵大家參加。（會議 ID: 371 529 1380 ,密碼: 987654 ）。 
 

佈告 

                  代 禱 

請大家為以下的弟兄姊妹的健康祈禱,祈求上主保佑他們早日康復。 
· Christopher Chikere (Fr. Angelbert 的父親) 
· 歐維禮神父的母親 
· Susanne Jung、Annie Leung、Virginia Butt 
· Bill Lei (Bryan 的父親)、Esperanza (Jenny 的姻親) 
· 葉振濃(李太)、劉群歡(呂太)、王兆燊(王盧麗娥的丈夫) 
· 陳美齡(Kenneth Chan 的母親)、Amie (Jason Chan 的太太) 
· 李任芳(Daniel Leung 的母親)、陳錫禧(John 及 Winnie 的弟弟)  

 
[如需要家訪或為親友代禱,請聯絡 Winnie,  

winniecheng922@gmail.com,510-304-8383。] 

主題: 基督奧蹟的慶典 

9/25/2022 逾越奧蹟 
10/02/2022 彌撒與禮儀 1 
10/09/2022 彌撒與禮儀 2 
10/16/2022 痛苦、罪及悔改的奧蹟 
10/23/2022 入門聖事 - 領洗、堅振及聖體 
10/30/2022 治療聖事 - 告解及傅油 
11/6/2022 服務聖事 - 婚配及聖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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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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3 月 6 日開始,所有因應疫情而寛免出席主日彌撒及瞻禮
彌撒的規條已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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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