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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司鐸:  
5HY��-RVHSK�'LDZ 
MRHGLDZ#JPDLO�FRP 

SJCCC

每週通訊��������������������������年 �月 ��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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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讀經 
讀經一: 宗徒大事錄 ����-�� 
讀經二: 默示錄 ���-������-�����-�� 
福  音: 聖若望福音 �����-�� 
 
若二十 ��-�� 敘述耶穌復活後第二次顯現的情景。時間是復活當日晚上,地
點在一間門戶緊閉的房屋內。門戶緊閉顯示門徒們的恐懼害怕,另一方面則
顯示主復活後的存在方式是全新的、不受任何時空限制的存在。復活的主首
先祝福門徒們「平安」,這個平安的祝福不再只是猶太人慣用的問候語而已,
更具有去除一切恐懼與害怕的救援功效。復活的基督向門徒們顯露手和肋膀
的傷痕,表示祂正是那位曾經和他們一起生活過的師傅；復活的基督和歷史
中的耶穌是同一位。門徒們因看見主而歡喜,先前的懼怕也隨之消失,耶穌在
晚餐廳的許諾：「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裡來。」（若十四
��）在此已然兌現。復活的主藉著顯現,給予門徒們一個使命,這個使命讓門
徒們分享祂得自於父的派遣。耶穌不僅派遣他們去繼續執行自己的使命,也
給予他們完成使命的能力。藉著噓氣,他們領受了聖神的恩賜,在聖神的帶領
下,他們要去使一切人得到罪赦而與天主和好。復活的主身上的傷痕,治癒了
門徒們的懷疑與不安。門徒們得到與耶穌受自父一樣的派遣,並充滿聖神的
德能,使他們的宣講和耶穌的教導有相同的重要性。透過罪惡的赦免,他們完
成耶穌的使命,使人出死入生與天父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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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分享 

我主！我天主！ 

委員會主席: 
7RQ\�/DX 
WRQ\ODX����#JPDLO�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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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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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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二: 默示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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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月 ��日復活節八日慶期星期一,在梵蒂岡
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了誦念天皇后喜樂經祈禱活動。他在念經前的講話
中省思了當天福音的內容。福音記述復活了的耶穌顯現給前往祂的墳墓的
婦女們,且告訴她們兩件事。教宗說,我們也要把這兩件事銘記於心。教宗
解釋道,復活的主首先使婦女們安心,對她們說,“不要害怕”。這些安慰的
話使我們認識到,害怕能使我們所有人癱瘓,不論是害怕死亡、害怕生病或
者生命的磨難。教宗指出,誰能比戰勝死亡的耶穌更能說服我們不要害怕
呢？上主“邀請我們從我們恐懼的墳墓中走出來”,祂非常清楚,害怕一直
潛伏在我們的心門前。上主也讓我們知道,祂經歷了並戰勝了死亡,祂始終
陪伴我們。耶穌對婦女們說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們去,報告我的弟兄
們,叫他們往加里肋亞去,他們要在那裡看見我”（參閱：瑪廿八 ��）。教
宗說,我們被邀請,“去向他人講述”這個大喜訊。教宗表示,我們可能認為
這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或能力,但是我們要像福音中記載的婦女那樣,聆聽
主的邀請,放下一切疑惑去宣揚喜樂,不能獨自保留這份喜樂,在與別人分
享喜樂時,喜樂會倍增。“如果我們向福音開放且去傳揚福音,我們的心將
會敞開,並戰勝恐懼”。教宗告誡道,宣講和分享福音時可能會遇到虛假的
見證因而受到阻礙。他引用福音中記載的士兵拿到錢後作假見證,說主沒
有復活,祂的身體被祂的門徒偷去了這件事來做解釋。教宗指出這是一種

“反宣講”。他警告大家,要小心金錢的力量,崇拜金錢是與福音背道而馳。
他補充說,這種掩蓋或相反事實,也是我們會面對的挑戰。最後,教宗表示,
上主願意我們成為“福音喜樂的光輝的見證人”,“真理必會使我們獲得
自由”。教宗懇求聖母瑪利亞“幫助我們克勝我們的恐懼,並給予我們對真
理的熱情”。 
>節錄自 KWWS���]KW�UDGLRYDWLFDQD�YD�QHZV] 

† 教宗方濟各 † 

勇敢地宣講 
基督復活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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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在 ���� 年的天主慈悲主日在梵蒂岡附近的聖
神堂主持彌撒,邀請信友反思天主是否觸碰了自己的生命,並重申「基督徒不
該待人冷漠、過着半個信仰生活。」教宗說：「請看看你是否俯身親近他人
的傷口。今天我們應當問自己：『經常領受天主平安的我、經常領受祂寬恕
與慈悲的我,是否慈悲善待他人？經常受到耶穌聖體滋養的我,是否做了些
幫助窮人止飢的事？』我們不可冷漠待人,我們不能過着半個信仰生活,光是
領受卻不付出,光是接納恩典卻不為他人無償奉獻。」在彌撒講道中,教宗提
及眾門徒「領受慈悲後變得慈悲為懷」。復活的主耶穌「安慰他們沮喪的心,
慈愛地扶他們重新站起來」,如此促使他們「復活」。教宗強調,「一個人若
不意識到自己領受了慈悲,就很難慈悲待人」。在蒙受慈悲時,三種恩典沛降,
它們分別涉及平安、聖神與傷痕。首先,平安使得門徒從害怕追捕、擔心落得
跟主耶穌一樣的下場,從捨棄和否認主耶穌,過渡到重新獲得內心的平靜。教
宗指出,復活的主耶穌現身時,重複說了兩次：「願你們平安！」「耶穌帶來
的平安,並非從外部消除問題,而是在心中注入信賴。那不是外在的平安,而
是心靈的平安」。耶穌的平安讓門徒從內心懊悔變成投入使命。「那既不是
寧靜,也不是安逸,而是走出自我。耶穌的平安使人擺脫那些令人裹足不前的
封閉態度,粉碎那些桎梏人心的枷鎖。門徒們感受到蒙受慈悲：他們感到天
主沒有責備他們、沒有羞辱他們,卻信任他們。是的,天主比我們自己還相信
我們。」在祝福了平安之後,耶穌賜給門徒聖神的恩典,以寬恕那些在危難關
頭捨棄主耶穌逃走、事後惴惴不安的門徒的罪過。教宗解釋道：「《聖詠》
說：我們的罪惡常在眼前（參閱 ����）。我們無法憑一己之力消除罪惡。唯
有天主能消除罪惡,唯有祂能以慈悲引領我們走出最悲慘的不幸。我們跟那
些門徒一樣,需要受到寬恕,由衷說出：『上主,求祢寬恕！』讓我們敞開心扉
來接受寬恕。在聖神內的寬恕是個內心復活的逾越之恩。讓我們祈求恩寵,好
能接納這份逾越之恩,擁抱寬恕的聖事,並且明白告解聖事的核心不是帶着
罪過的我們,而是心懷慈悲的天主。」告解聖事的用意在於扶起失足犯錯的
人。我們人人都需要這點,如同孩子跌倒後需要父親扶他一把那樣,「天父也
隨時樂於伸手扶我們重新站起來,幫助我們前行」。「這隻安全又可靠的手便
是告解聖事。它是扶我們重新站起來的聖事,不讓我們跌倒後在堅硬的地上
哭泣。那是復活的聖事,是純然的慈悲。聽告解的人必須讓人感受到慈悲的甜
美。 

我們不能過着半個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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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所有聽告解的人的道路：讓人感受到耶穌寬恕一切的慈悲的甜美。天主
寬恕一切。」在平安與寬恕之後,耶穌賜下以「慈悲」來醫治的「傷痕」。正
如多默「觸摸到那些天主愛我們到底的傷痕」一樣,這些傷痕是「天主與我們
之間的渠道,為我們的不幸傾注慈悲」,我們藉由這些傷痕進入「祂的溫柔」,
對祂的慈悲不再心存懷疑,卻發現祂已「溫柔接納了我們的每個軟弱」。這就
是在每一台彌撒中發生的事：在感恩祭中,「耶穌為我們獻出祂帶着傷痕、死
而復活的聖體；我們觸碰祂,祂也觸碰我們的生命」。教宗表示：「基督徒的
旅程由此展開。相反地,我們要是奠基於自身的能力、我們架構和計劃的效
率,我們就會走不遠。唯有接受天主的愛,我們才能為世界帶來一點新意。」
領受慈悲的門徒變得慈悲為懷。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的財產屬於
自己,卻將一切歸為公用」。教宗表明,「這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純粹的基督信
仰。我們若是想想,這些門徒不久前才為了賞報和榮譽,為了他們當中誰是最
大的而起過爭執,這就更加令人感到驚訝」。在他人身上看到改變自己生命的
同一慈悲、發現擁有同樣的「使命、寬恕和耶穌聖體」後,便會自然而然地分
享塵世的財富。觸碰了上主的傷痕,他們「就不會害怕照護有需要者的傷口」,
因為他們在其中看見了耶穌,因為耶穌臨在於那裡,臨在於有需要的人的傷
口中。 
>節錄自 ZZZ�RFODULP�FRP��原文連結:梵蒂岡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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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彌撒後,在 6W��&ODUH禮堂,我們團體將有一個活動名為「慈悲時刻 
���」。內容有：恭唸慈悲串經、介紹「慈悲時刻」的由來及歷史等,
歡迎大家參加。  

 

�� 我們團體將於 �月 �日(星期日),下午 �時 ��分粵語彌撒後,在 6W��
&ODUH禮堂及同步以網上連線(會議 ,': �������������,密碼: ��������
舉行全體會員大會。會議目的是向大家滙報我們團體再次加入聖荷西
華人天主堂(6-&&0��的可能性的聽取過程的進展。同時,我們將會盡可
能回答會員在此過程中提出的疑慮和問題。我們誠意邀請所有會員出
席此會議。� 

 

�� 五月是「聖母月」,是為特別恭敬聖母。我們團體將安排在五月份的每
個主日彌撒後,在 St. Clare樓下教堂及同步以網上連線(會議 ,': ����
���������,密碼: ��������與大家一起恭念玫瑰經。籍此機會,懇求聖母
替我們轉求慈悲的天父,降福及眷顧所有患病及已回歸主懷的弟兄姊
妹。亦為由於自然災難及戰爭而受苦的人祈禱。鼓勵大家參加。 
(請注意: 因 �月 �日舉行全體會員大會,當天將會除消恭念玫瑰經。) 

 

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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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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QWRQHVH�*URXS”, 然後郵寄到 
������:DVKLQJWRQ�6WUHHW, 6DQWD�&OD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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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WV$SS或電郵通知 5RVD, ���-���-����,� 
URVDOZOHH#JPDLO�FRP。 

 
 

感謝您的支持！主祐大家！ 
 

 

                     代 禱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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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詹志成(3DWULFN�7VLP� 
· (VSHUDQ]D��-HQQ\的姻親) 
· %LOO�/HL��%U\DQ�的父親); 
· 李任芳('DQLHO�/HXQJ的母親);  
· 陳錫禧(-RKQ及 :LQQLH的弟弟); 
· 陳美齡(.HQQHWK�&KDQ的母親); 
· 葉振濃(李太);劉群歡(呂太);   
· $QQLH�/HXQJ; 9LUJLQLD�%XWW。 

 
[如需要家訪或為親友代禱,請聯絡

:LQQLH,ZLQQLHFKHQJ���#JPDLO�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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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室內彌撒的指引」 
 

�� 聖荷西教區主教宣佈,從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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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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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出席者需保持三呎的社交距離（家庭內的成員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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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隊等候領聖體時,請保持三呎的社交距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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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冠狀病毒傳播的關注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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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在家中。 

 
�� 如果你旅行過,請在返回後留在家中密切監測你的健康情況

��天。 
 
�� 如果你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請立即通知你曾經有密切接

觸過的人(是指與感染者距離小於 �英尺及在 ��小時內與感
染者接觸時間累計達到或超過 �� 分鐘的人。),請留在家中,
隔離,並通過連續冠狀病毒檢測來密切監測你的健康情況。 

 
�� 如果你與冠狀病毒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請在家中隔離,並通

過持續檢測冠狀病毒來密切監測你的健康情況。 
 
如果你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請立即通知我們
VMFFFIF#JPDLO�FRP,我們會對你提供的資料進行保密。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關顧我們至愛的人和我們周邊的人的健康
和安全。在此,我們呼籲每個人接種疫苗。疫苗和加強劑已被證
明在預防嚴重疾病和死亡方面非常有效。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