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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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St. Clare Church,941 Lexington Street,Santa Clara,CA 95050 
網址: www.sjccc-cantonese.org 

彌撒時間: 星期日,下午 1 時 30 分 

 
 
本週讀經 
讀經一: 創世紀 18:1-10 
讀經二: 哥羅森人書 1:24-28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0:38-42 
 
路加福音十 25-42 一共收集了三段經文,所談論的內容都是耶穌門徒生活中
最重要的事,廣義而言也就是所有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如何獲得永
生」。前兩段經文討論的觀點偏重於「誡命」的角度（十 25-37）；最後一
段經文（十 38-42）是這個主日的福音內容,內容偏重於更基本的基督徒生活
態度。這是一個發生在一對姊妹家中的故事,面對耶穌的到訪,兩位姊妹表
現出不同的接待態度,經文的核心重點在於耶穌最後對瑪爾大所說的話（41
-42）。兩姊妹以不同的態度接待來訪的耶穌。福音首先敘述「瑪利亞坐在主
的腳前聽祂講話」,就一位婦女而言,瑪利亞所表現的態度在耶穌時代的社
會情況中是非常不尋常的；而且這段經文中的「主」和「聽祂講話」,都是
借用耶穌復活之後、教會宣講福音時慣用的語言。由此我們可以瞭解,這段
經文所顯示的「瑪利亞的態度」,其實已經是教會在耶穌復活後所教導的基
督徒應有的態度。瑪爾大的表現和瑪利亞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她「為伺

候耶穌忙碌不已」,甚至因為妹妹的表現而前來向耶穌訴苦,埋怨她好像漠
不關心地任她一人操勞。有趣的是,瑪爾大並沒有直接對瑪利亞表達不滿,
卻要求耶穌命令瑪利亞：「主！我的妹妹丟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介意嗎？
請叫她來幫助我吧！」這個情況使耶穌可以發言提出教導。耶穌回答時先兩
次呼喊她的名字：「瑪爾大,瑪爾大」,這種發言方式顯示出下面的話具有特
殊的嚴肅性和重要性（參閱：路十三 34 ；二二 31）。 

下頁續... 

讀經     分享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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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指出「瑪爾大為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惟有一件。」為「許多」
事情操心的態度和惟獨「一件」必要的事,二者形成明顯地對立,這種表達方
式清楚地強調：真正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而瑪利亞正是選擇了這一件。最後
耶穌說：「瑪利亞選擇了最好的一份,是不能從她手裡奪去的。」這也說明
了為什麼耶穌不答應瑪爾大的請求,要求瑪利亞去幫忙她。這裏所謂的「一
份」大概是引用了聖詠十六 5 的表達方式,意思是指有分於永遠的生命。這
個結論再次回應路十 25 中法學士請教耶穌的問題：「師傅,我應當做什麼,
才能獲得永生？」耶穌對瑪利亞的稱讚說明,為得到永生的產業重要的不是
「做什麼」,而是首先要專務聆聽天主聖言。至於瑪爾大如何回應了耶穌的
回答,福音又是隻字未提。再次說明路加對於許多事件的過程和細節完全不
感興趣,他敘述這個故事的唯一目的是傳遞耶穌的教導。福音作者大概是根
據團體的具體情況（宗十六 14）,特別強調聆聽教會宣講的重要性。這個故
事把瑪利亞描繪為耶穌的一位「女門徒」,一方面顯示出耶穌非常重視婦
女；另一方面也強調,婦女們也必須聆聽耶穌的教導。耶穌對瑪爾大所提出
的「指責」,提醒讀者們嚴肅地反省自己從事服務的態度,絕對不可由於工作
而怠忽聆聽天主聖言,唯有在主內開始和完成的行動或服務才真正把人引
入永生（參閱：路八 21）。 
[節錄自 http://www.ccreadbible.info] 
 
下週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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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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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我們要知道自己正行進在旅途中,但從未覺得自己已到達
終點；眺望遠方、注意旅途上所遇到的人。這是教宗方濟各 7 月 10 日在主
日三鐘經祈禱活動中,反思當天福音（路十 25-37）中“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形象時所強調的。教宗首先講解福音的内容：“在從耶路撒冷到耶里哥的
路上,躺著一個被強盜毆打至半死的人”。一個司祭和一個肋未人路過,但他
們沒有停下來。反而,一個撒瑪黎雅人“看見了他並動了憐憫的心”（參閱：
路十 25-37）。這就是上主教導我們的,不僅要著眼於最終目標,更要活在
“當下”。教宗說：“初期的基督徒被稱為‘道路的門徒’（參閱：宗九
2）,即旅途上的門徒,這其中大有深意。事實上,信友與撒瑪黎雅人非常相
似：和他一樣在旅行時,是個過路人。他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已經到達終

點’的人,而是每天都要學習,跟隨主耶穌。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
生命。’（若十四 6）耶穌的門徒跟著祂走,因此,成為‘道路的門徒’。他
相信上主,不安坐在一處,而是持續前行：他在路上與人相遇、醫治病人和
走訪鄉村和城市。”教宗解釋道,那個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睜開眼睛看現實,
他沒有自私地封閉在自己思想的圈子裡。相反,司祭和肋未人看到那不幸
者,卻熟視無睹。福音教育我們去觀看：引導我們每一個人正確地理解現
實,慢慢地克服偏見和主觀武斷。許多信友以教條主義為庇護所,以保護自
己免受現實的影響”。教宗指出,福音教導我們要了解他人,要有憐憫之心並
像撒瑪黎雅人那樣行事。教宗說：“讓我們祈求上主擺脫我們自私的冷漠,
並走上祂的道路；讓我們祈求祂讓我們能看見並擁有憐憫之心,這是恩寵。
我們必須向上主這樣祈求：上主,願我能看見,願我有憐憫之心,就像祢看
到我、對我動了憐憫之心一樣。這是我今天建議給你們的祈禱,願我們對旅
途上所遇到的人,特別是那些受苦和需要幫助的人充滿憐憫,接近他們並盡
我們之所能幫助他們。”最後,教宗總結道,這是一個成長的旅程。在這旅途
中聖母瑪利亞陪伴著我們,願她幫助我們“越來越成為‘道路的門徒’”。 
[節錄自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 

† 教宗方濟各 † 
信友在旅途中面對現實

並憐憫受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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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在聖經中是一個常見的名字。除了耶穌的母親：納匝肋的瑪利亞
外, 還有許多瑪利亞。  
 

第一個女人 
首先介紹,耶穌的好朋友拉匝祿的姐妹瑪
利亞（若 11:1-44）；她的姊姊就是瑪爾大,
即那位忙於張羅接待耶穌,卻又不甘讓妹
妹瑪利亞坐在耶穌腳前靜聽的那位。 瑪利
亞——拉匝祿及瑪爾大的姐妹,雖然常受
耶穌的讚賞,卻因她對耶穌的「親密」舉動,

而常招人不滿。 瑪利亞因為坐在耶穌腳前,靜聽耶穌講話,而招致姊姊瑪爾
大的不滿；不過耶穌卻讚賞瑪利亞選擇了最好的一份（路 10:38-42）。 瑪
利亞又在耶穌被出賣之前,於伯達尼晚飯時,用香液敷抹耶穌雙腳,用自己
的頭髮擦乾,而招致猶達斯不滿：「為什麼要這樣浪費香液？這香液原可以
變賣三百塊銀錢,施捨給窮人。」但耶穌卻又讚賞瑪利亞,說她是為他安葬作
準備（若 12:1-8）。（瑪 26:6-13 ；谷 14:3-11 是指同一事件嗎？而這女人是
瑪利亞嗎？）奇怪,有關備受耶穌讚賞的瑪利亞,以及耶穌所愛的拉匝祿,羅
馬教會都沒有為他們準備一個紀念日；反過來,卻在每年的 7 月 29 日,紀
念他們的姐妹瑪爾大；且無論梵二前或後,都選讀路加福音 10:38-42,描寫
瑪爾大被耶穌訓示：不要忙碌庶務,而忽略靜聽主的話。啊！好教訓：瑪爾
大受的教訓,正是她被紀念的原因；這是她是為我們眾人受的。 要成為耶
穌所愛的,愛耶穌還不夠,還要接受耶穌的教訓。（梵二後瑪爾大的紀念日,
也可選讀若 11:19-27 ：瑪爾大迎接耶穌去復活拉匝祿,並宣信「耶穌是默西
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如同伯多祿的宣信一樣(瑪 16:16)。） 
或者,瑪爾大的紀念日,也應一同紀念她的家人：兄弟拉匝祿,和妹妹瑪利
亞。 
 
 

三個女人的故事 

                                                  文: 羅國輝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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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女人 
福音中,也有另一個女人,做了相似上述瑪利亞（拉匝祿
及瑪爾大的姐妹）的舉動：用頭髮擦乾耶穌的腳,又用
香膏敷抹。不過,我們不知這女人的姓名,只知她是城中
罪婦；又不知她犯了什麼罪,是偷盜嗎？是犯姦淫嗎？ 
我們只知道她是在法利塞人與耶穌吃飯時,做了「用眼
淚洗耶穌的腳,用頭髮擦乾,又用香膏敷抹」等「親密」
舉動,而招致法利塞人對耶穌的不滿：「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碰他的是誰,是怎樣的女人,是個罪婦。」不過,耶
穌看透了法利塞人的心,而教訓他們說：「愛得多,赦得
多；愛得少,也赦得少」,並對這匿名的罪婦說：「你的

罪赦了。」（路 7:36-50）正因為這罪婦所做的：用香膏敷抹耶穌雙腳的舉動,
與上述第一個女人,拉匝祿及瑪爾大的姐妹瑪利亞,給耶穌所做的,非常類似,
故此,許多人都對號入座,以為這罪婦就是拉匝祿及瑪爾大的姐妹瑪利亞。其
實,罪人又何必有姓名呢！人人皆是,但愛得多,也赦得多。赦免了,就算了
吧！讓過去的,平安去吧！ 
 
第三個女人 
還有第三個女人,就是瑪利亞瑪達肋納,即來自「瑪格達拉」的瑪利亞。 福音
記載瑪利亞瑪達肋納跟隨耶穌的事蹟,卻緊貼於第二個女人,即「愛得多,赦得
多」的罪婦的事蹟之後（路 8:1-3）。況且,在聖經還沒有用章節來標示分別之
前,這是很容易被人聯想到：這兩個女人是同一個人,即這罪婦就是瑪利亞瑪
達肋納；而這用香膏敷抹耶穌雙腳的罪婦,又被聯想為做了同樣舉動的瑪利
亞,即拉匝祿及瑪爾大的姐妹。 於是,正是聖人都有錯；許多聖人：聖大額我
略,連羅馬教會,都曾以為這三個女人是同一個人,即這罪婦就是瑪利亞瑪達
肋納,又即是拉匝祿及瑪爾大的姐妹瑪利亞。連梵二前《羅馬彌撒經書》,在瑪
利亞瑪達肋納的紀念日（7 月 22 日）所宣讀的福音,也就是這無名罪婦被赦罪
的事蹟（路 7:36-50）。（梵二後,才改用若 20:1-2,11-18,即復活主顯現給瑪利
亞瑪達肋納。）事實上,具名指出是「瑪利亞瑪達肋納的
事蹟」,只有：耶穌曾從她身上趕出了七個魔鬼；她與其
他婦女跟隨著耶穌（路 8:1-3）,她曾在耶穌的十字架下站
著（瑪 27:56 ；谷 15:40 ；路 23:49 ；若 19:25）,並協助埋
葬了耶穌（瑪 28:1 ；谷 16:1 ；路 24:10 ；若 20:1）,又在
耶穌復活後,蒙受耶穌的顯現,並告訴門徒,她看見了主
（若 20:1-18 ； 2 谷 16:9）。其他,便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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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三個女人,她們三人雖故事不同,卻又相關；她們都在生命的不同階
段,與耶穌相遇,而豐富了她們的生命；她們既是耶穌故事的一部分,而耶
穌也是她們生命故事的一部分。如果天主願意,她們的故事又可以彼此相
連；雖混為一談,卻同彰救恩。相信這三個女人,既是耶穌的門徒,都不會介
意吧！我們又何必耿耿於懷。你、我、他的故事都是耶穌愛情故事的一部分,
又何必個別邀功呢！ 其實,羅馬禮也曾把一些不同的故事,浪漫得「混為一
體」：「今天教會與天上的淨配結合了,因為基督在約但河洗去她的罪惡；
賢士們帶著禮物前來,奔赴王家婚宴；變水為酒,使賓客喜形於色。阿肋路
亞。」（主顯節早禱,「匝加利亞聖歌」對經） 羅馬禮在梵二更新禮儀日曆
時,也曾把一些「浪得虛名」的名字,如 Christopher、 Philomena 取消。 其
實,事實歸事實之餘,我們也可浪漫一點吧！讓我們與耶穌,及他生命中的
三個婦女,一起浪漫吧！彼此攜手,一起祈禱。 
[節錄自: http://catholic-dl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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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彌撒後,下午 2 時 30 分,會在 St. Clare 教堂舉行病人傅油聖事,歡迎大

家參加。 
 
2. 2022-2023 年度的成人慕道班將於今天 7 月 17 日(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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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Bryan 的父親,Bill,於星期五從醫院回家後一度昏迷需再度進急
症室,檢查後發現早前跌倒引至腦部出血情況惡化,在昨天早上完
成了腦部手術，現正在心切治療部觀察。請大家為 Bill 祈禱,祈
求天主給他更堅強的意志,完全信靠天父。祈求天主保守眷顧
他，賜他早日康復。  

à 請為已回歸主懷的 Boi Linh Ha (Minh Diep 的母親）的靈魂祈
禱,祈求天主賜她早登天國,同時亦祈求天主安慰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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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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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