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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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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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sjccc-cantonese.org 

本週讀經 

讀經一: 依撒意亞先知書 66:18-21 
讀經二: 希伯來人書 12:5-7,11-13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3:22-30 
 

進入天國的條件並不是一個人先天的血統或出身,而在於是否真實地「竭力從窄門進

去。」然而,這句話並沒有把猶太人完全地排除在天國之外,也沒有將被接納入天國的

人完全看做是外邦人；每一個「落後者」只要接受耶穌的呼籲,認真地採取行動,都將

成為「領先的」得以通過窄門進入天國。這段福音經文的內容相當程度地反應了歷史

中的耶穌所作過的宣講。路加記載這段經文,目的並不在於明確地指出到底有多少人

將進入天國,而是呼籲每一個人善用目前的時機,立刻採取行動,竭力爭取天國。對今

日的基督徒而言,這段經文具有非常清楚的警告意義：凡是自以為認識耶穌基督的

人,都應按著祂的教導生活,將眼光注意在永遠的得救上。教會歷史中相當長的時間

誤解了這段經文的真正含意,因而主張只有很少的人才會得救,絕大部分的人都將喪

亡。事實上,這並不是福音經文真正的意義。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參閱：弟前

二 4）,祂把救恩白白賞賜給每一個人,但是人也必須有相稱的行動,努力按著所得到

的救恩生活,否則將會失去已得到的救恩,再次淪落永遠的懲罰之中。 

[節錄自 http://www.ccreadbible.info] 
 

下週讀經 

讀經一: 德訓篇 3:19-21, 30-31 
讀經二: 希伯來人書 12:18-19, 22-24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4:1, 7-14 

讀經     分享 

竭力進入天國窄門 

主任司鐸:  
Rev. Angelbert Chikere 
angelbert.chikere@dsj.org  

執行委員會主席: 
Tony Lau 
tonylau20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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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通過聖母瑪利亞,天主「開啟了歷史性的轉折,決定性地建立了事

物的新秩序」。教宗方濟各於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節中午時分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

如此表示,當天有一萬名信眾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與教宗一起祈禱。教宗指出,聖

母瑪利亞以《讚主頌》回應表姊依撒伯爾的問候,「這為我們、為整個歷史是一份

禮物、是希望的讚歌,頌揚上主在她身上行的大事並為此踴躍歡欣」。再者,聖母也

「默觀天主在祂子民的整個歷史中的化工」,稱上主「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

了卑微貧困的人；祂曾使飢餓者飽饗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參閱：路一

52-53）。教宗解釋道,在聖母升天節,我們慶祝的是「卑微弱小的聖母被舉揚、光

榮升天,而塵世間的權勢者則是注定要空手而去」。這正如福音比喻所講的那樣,窮

人拉匝祿在一名富有者家門口行乞,那名富有者最終卻兩手空空（參閱：路十六

19-23）。「換句話說,聖母宣講一種徹底的改變、價值的顛覆。懷著耶穌的她與依

撒伯爾交談,預示她的親子耶穌將來要說的話,也就是耶穌將會稱貧困弱小者為有

福的,並警惕那些富有和自滿的人」。聖母瑪利亞的《讚主頌》有如一段預言,因為

它表明耶穌將來要指出一條通往天國的道路。教宗說：「因此,童貞瑪利亞以這首

讚歌、以這段禱詞做了預言：她預示了占據首位的絕非權勢、成就和金錢,而是服

務、謙遜和愛。仰望榮福聖母,我們明白真正的權力是服務——我們不要忘記這

點：真正的權力是服務——以及為王的意義是去愛。這正是通往天國的道路。」教

宗鼓勵眾人省思：「聖母所宣講的那種顛覆」是否撼動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我們是

否相信「去愛等於是為王、服務即為權力」；我們生活的目標是不是天國,或者我

們牽掛的只是塵世間的凡俗事物；以及,我們在觀察世界上的事件時,我們究竟是

「陷入悲觀中無法自拔」,或者我們懂得「辨認出天主的工程,祂以溫良和渺小行了

大事」。「聖母瑪利亞今天歌詠希望並在我們內重燃希望。我們在她身上看到旅途

的終向：她是首個靈魂與肉身一起升天的受造物⋯⋯。她向我們展現出天國伸手可

及。怎麼會這樣呢？的確,如果我們也不屈服於罪惡,卻謙卑地歌頌天主、慷慨地服

務他人,天國就是伸手可及的。」我們縱使軟弱,卻有天主在身旁,「因為祂慈悲寬

仁」。教宗強調,天主的風格是「親近、憐憫和溫柔」。而聖母瑪利亞「陪伴我們

邁向光榮」,「邀請我們一想到天國就雀躍歡喜」。教宗最後鼓勵眾人懇請耶穌的

母親幫助我們擁有一雙「能在塵世間瞥見天國的慧眼」。 

[節錄自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 

† 教宗方濟各 † 
聖母教我們 

真正的權力是服務, 
為王的意義是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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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星期一,8 月 15 日,是聖母蒙召升天瞻禮。
天主教澳門教區首牧李斌生主教於主教座堂舉行大
禮彌撒的講道中,引用教宗方濟各數年前聖母蒙召
升天瞻禮的比喻,指出瑪利亞的肉身和靈魂踏進天
國,就好像上世紀1969 年7 月、人類首次踏上月球的
時刻：「教宗用那太空人曾說的話：『那怕一個人的
一小步,但是整個人類的一大步、一大飛躍。』教宗
將此比喻,引用在聖母身上。聖母的靈魂和肉身踏進
天國,她的一小步,卻給予我們人類極大的希望,因

為我們每一個人也有同樣的機會：靈魂與肉身也能踏進天國。」 
 
李主教又指出,主耶穌的光榮升天是靠着祂自己的能力,因為祂同時是真天主、真
人,而聖母瑪利亞作為百分百的人類,但藉着她愛子的天主性、耶穌的能力,靈魂
與肉身能進入天國,與天主聖三時刻在一起,也是預視我們信仰的終向、給予我們
全人類也能同樣進入天國的一個肯定：「這是我們慶祝這個瞻禮的重點。」李主
教又指出,我們能在這節日上學習三點： 
 
（一）這份信仰讓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靈魂；當我們離世後,靈魂在私審判後會
進入煉獄,繼而進入天國或地獄；但肉身卻不知道,要待世界末日才得知,如《信
經》中所載：到世界的終結,肉身才能復活。在天主的眼中,一切都是美善的；而
我們也需要反思,我們是如何對待自己的靈魂與肉身,我們要尊重自己的身體。這
不只是在世時如何對待我們的肉身,也包括離世後的遺體。我們要知道為何教會
禁止「樹葬」或「海葬」等撒灰方式,並要尊重和期待離世後肉身的復活：「教會
的傳統,就是尊重每一個人,特別是各人的身體。所以［離世後］最好的便是下葬,
即使容許火葬,也需要將骨灰集合、埋葬,表達適切的尊重。」 
 
（二）李主教引用《聖母讚主曲》的拉丁原文 Magnificat,具有「擴大」之意,也
道出聖母渴望擴大自己的靈魂獻於天主。他指出,這種「擴大並奉獻靈魂」的心態
十分重要,因為我們的靈魂許多時都會受各種生活瑣事影響,但若我們將眼光投
放到天上,並以天主及耶穌的眼光去處事時,便會知道如何以大愛去對待身邊的
人和事。 
 
李主教從而指出,我們要慎防墮進「錯誤的謙虛」：有時我們會坦言自己不是甚麼
偉大的角色,不能作某些事情。有時這些並非真正的謙遜,當中更有「隱蔽的驕
傲」,他解釋：「當我們經常說自己不聰明、不棒,又不明白真正的謙遜時,當中便
有可能出現驕傲。又或者不停埋怨、不承認自己的弱點時,便是『虛偽的謙虛』。
真正的謙虛是,知道及承認自己的弱點,並知道要作出改善。」 

【聖母蒙召升天節】 
慎防虛偽之謙遜,以大愛行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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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各人都需要承認「天主在我們身上行了大事」。在《讚主曲》中,聖母
所指的「大事」並不是要做令人難忘的事情,而是每個人忠心地履行各自的角色與
崗位,工作上的「小事」便已是「大事」,每一件「大事」就是充滿着愛：「只要
我們以最大的愛去做每一件微小的事情,我們便能成就大事,切勿浪費天主賜予
我們的能力。」 
 
望德聖母堂的主任司鐸劉炎新神父,在他主持的聖母蒙召升天節彌撒講道中,引
述東方教會對這節日稱為「聖母安眠」瞻禮,指出我們死後並不是真正的死亡、只
是安眠：「在墳墓中,我們只是睡着安眠,到世界終結時,我們都會『起來』,靈魂
與肉身進入永恆的天鄉。」他又提到,每一個人都是由「靈魂」與「肉身」而組成,
缺一不可,所以在一個人死亡之時,靈魂與肉身只是暫時分開,這個人暫時安眠,
在日後仍然重新結合,並與耶穌基督一同進入永恆的福樂。 
 
劉神父又提到,聖母是卒世的童貞、是無染原罪的,所以她的肉軀是為耶穌基督而
存在,因此聖母任何的瞻禮,都是以主耶穌基督為中心,而我們也要藉聖母的瞻
禮,學習瑪利亞一樣,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神父又引用當天福音、聖母探訪聖婦依
撒伯爾的事蹟,指出我們要做一個被歡迎的人、可愛的人,我們心中要懷有天主,
並以天主的聲音,把真正平安帶給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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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課題是:「聖經 3 - 新約」,8 月
28 日 的課題是:「聖經 4 - 新約」。 

 
2. 上個財政年度 2021/2022 的收益表及今個財政年度 2022/2023 的營運預算表

現已刊登在附件。截至2022 年8 月14 日止,在銀行及教區賬戶的數額分別如
下。 

銀行支票賬戶 22,023 元 
教區普通儲蓄賬戶 102,667 元   

教區投資賬戶 29,925 元
**
  

(**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止及包括未變現虧損 7,230 元) 

 
如有任何查詢,可與 Rosa, rosalwlee@gmail.com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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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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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winniecheng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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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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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