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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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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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 
讀經二: 弟茂德前書 2:1-8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16:1-13 
 
這個比喻讓許多讀者感到難以接受,但是從耶穌在比喻結尾做出的評論可以
清楚地看出,這個比喻的目的在於引導門徒們反省他們處理事務的方法。耶穌
大概是在末世即將來臨的背景之下講述這個比喻,因此祂的原始目的在於：

勉勵聽眾們善加利用最後機會,以爭取進入天國。在路加編輯之下,這個比喻
成為對所有讀者的勸告：必須把「耶穌再來」的日子放在眼前,小心謹慎地生
活度日,其中當然包含正確地管理運用託付給他們的財物。福音經文在比喻之
後收集了一連串耶穌的言論（9-13）,這些言論就是在「正確管理財務」的觀
點下,繼續補充說明前面的比喻。第一句話明顯地直接和前面的比喻相關：
「我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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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9）這個教導使前面的比喻成為一個呼籲,要求人
正確地使用「不義的錢財」,但真正的重點並不在於「不義之財」,而在於「結
交朋友」。這裡所謂的「朋友」並不是指比喻中的債戶,而是隱喻式的指稱「天
主」,因為唯有天主才能把人接入「永遠的帳幕（天國）裏」。接著是一個諺
語：「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義的,在大事上也不
義。」說明在小事上「忠信」具有極大的價值。在這諺語之後是兩個平行的問
句,教導門徒「忠信地」處理事務（不同於那邪惡的管家）：「那麼,如果你們
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信,誰還把真實的錢財委托給你們管理呢？如果你們在
別人的財物上不忠信,誰還把屬於你們的交給你們呢？」這裡含有兩組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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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不義的」與「真實的」錢財；「別人的」和「你們的」財物。所謂
「真實的錢財」是指託付給門徒們管理的財寶（使命）；「別人的財物」表
達「天主託付代管的財物」,而「屬於你們的財物」則是指忠信的門徒將得
到的天上的報酬。福音經文的結尾又是一個諺語：「沒有一個家僕能事奉兩
個主人的：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要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
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對一個家僕而言,同時事奉兩個不
同的主人是不可能的,相同的結論用在門徒身上也一樣有效。和前面的經文
相較,這句話所教導的重點又有了轉移,所強調的不再是正確地使用財富,
而是更根本地指出人只該事奉天主,絕對不可把財富「偶像化」,當作天主來
事奉。福音作者把許多原本彼此分離流傳下來的耶穌的教導,按相同的主題
編輯在一起,使之成為「不義的管家」比喻的補充說明。這些教導鼓勵所有
的基督徒,忠信於天主對他們的召叫,妥當管理主託付給他們的財富（使
命）,而不要成為錢財的奴隸。 
[節錄自 http://www.ccreadbible.info] 
 
下週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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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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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我們始終需要對話。教宗方濟各 9 月 15 日在從哈薩克斯
坦返回羅馬的專機上向隨行記者們強調了這點。貝爾格里奧教宗依循他的
慣例,在結束國際牧靈訪問時舉行機上記者會,回答隨行記者的提問。被問
及關於同一時間蒞臨哈薩克斯坦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問題,教宗答
說：「他在那裡進行國事訪問,但我沒見到他。」與中國的對話是這次機上
記者會的一大焦點。在記者的提問下,教宗表示：「為了理解中國,需要花
一個世紀的時間,而我們的壽命不到一百歲。中國有著豐富的思維方式,而
一旦出現些許毛病、豐富性就會流失,就能出錯。為了理解,我們選擇了對
話的道路,向對話敞開。」教宗繼續說：「梵蒂岡與中國有個雙邊委員會,
運作良好且緩慢地進行,因為中國的節奏慢,他們為了前行,有耐心等待：
那是一個持有無限耐心的民族。就先前的經驗來說：我們想想以前去那裡
的意大利傳教士,他們作為科學家而受到敬重；我們也想想今天許多司鐸
或信徒受到中國大學的邀請,因為這能給文化增添價值。理解中國思維並
不容易,但必須予以尊重,我始終抱持尊重的態度。而在梵蒂岡這裡有個運
作良好的對話委員會,由帕羅林樞機主持。他現在是最了解中國和與中國
對話的人。事情雖然緩慢,卻總是向前邁進。」面對記者的提問,教宗也回
答說：「要給中國貼上反民主的標籤,我不覺得應該如此,因為這個國家如
此複雜⋯⋯。的確有些事情在我們看來不民主,的確有這樣的看法。我想陳樞
機這幾天將要出庭。他說出他的感受,可以看到那裡存在若干侷限。」教宗
強調：「我盡力支持對話的道路。」「在對話中,人們釐清許多事,不只關
乎教會,也涉及其它領域。舉例來說,中國幅員遼闊,各省份的官員都不一
樣,中國有不同的文化。中國很龐大,理解中國是個龐大的工程。但是,切莫
失去耐心,這需要耐心,需要很大的耐心。而我們必須藉由對話前行,我努
力使自己避免貼標籤,而是向前邁進。」談到對話,與莫斯科的對話也備受
矚目。教宗指出,「我相信,理解與那些發動戰爭的國家進行對話總是件困 

† 教宗方濟各 † 
對話雖然艱難 

但必須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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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事。這雖然很難,但是我們不該放棄對話,我們必須給所有人對話的機
會,要給所有的人！因為在對話中總是有機會改變事情,並且能提供另一
個觀點、另一個思考點。我不排斥與任何當權者對話,不論他處於戰爭中,
或者是侵略方」。教宗強調務必進行對話,總是要向前邁進、伸出手去。關
於此時此刻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教宗闡明,「這是一個政治決
策。倘若依循道德準則行事,這會是合乎道義、在道義上是可以接受的。然
而,假若做這項決策的意圖是挑起更多戰爭,或者販賣軍火,或者丟棄那些
自己不再用的武器,這就會是不道義的」。「自我防衛不僅合情合理,而且
是愛國的表現。誰若不自衛,誰若不保護某樣東西,他就不愛它；相反地,
誰要是防衛,就有愛」。教宗不僅念及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局勢,也關心阿塞
拜疆與亞美尼亞的情況,以及敘利亞、非洲之角、莫桑比克、厄立特里亞、
埃塞俄比亞、緬甸等地方和羅興雅人的處境。教宗由此向在場記者們講述
了他童年的記憶：在 1945 年戰爭期間,有一天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全城
響起了警報聲,一名鄰居婦女來到貝爾格里奧家,告訴他們「警報響了」,然
後哭著說：「戰爭結束了。」教宗吐露道：「母親和鄰居婦女為了戰爭的
結束喜極而泣的一幕,我至今歷歷在目。⋯⋯這些婦女懂得和平勝過於所有
戰爭,並且為達致和平而高興得哭了。我忘不了那一幕。」教宗最後重申,
人們擁有防衛的權利,但這只能在必要時才行使。 
[節錄自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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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德是關鍵的道德美德。「樞」（英文為
Cardinal）,來自拉丁文「cardo」,有「鉸鏈」
之意。因此,《天主教教理》第 1805 點說：
「四個德行扮演着樞紐的角色。因此被稱
為『樞德』；其他一切德行環繞着這四個樞
德而組合在一起。四樞德就是智德、義德、
勇德和節德。……你愛慕正義嗎？應知

道：德行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因為她教訓人節制、明智、公義和勇敢……（智
8:7）。這四個樞德,在別的名稱之下,在聖經許多章節中,備受讚揚」。 
讓我們跟隨《天主教教理》（第 1806 至 1809 點）來明白每個樞德是甚麼和
它們的作用。 
「智德是支配理性之實踐的德行,使它在任何環境中辨別甚麼是我們的真
善,並簡選適當的方法使之實現。『明智的人,步步謹慎』（箴 14:15）。『你
們應該慎重,應該醒寤祈禱』（伯前 4:7）。聖多瑪斯隨從亞里斯多德寫道：
智德是『行為的正直規則』。智德不和膽小或害怕,口是心非或虛偽相混。
智德被稱為諸德的舵手：智德導引別的德行,為之指出規則和標準。智德直
接引導良心的判斷。明智的人依照所作的判斷決定和處理他的言行舉止。因
着智德,我們在個別的場合裡,無誤地運用倫理的原則,並在辨別當行的善
和當避的惡時,克服遲疑不決。」 
「義德是倫理的德行,在於依循恆久和堅定的意願,給予天主和近人所應得
到的。對天主,義德又稱為『虔敬的德行』（virtue of religion）。對人,義德
使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奠定在人際關係中的和諧,因而促進人類之間的
平等和公益。有義德的人經常在聖經中被提及,他們思念正直習以為常,對
待近人公正不偏。『不可袒護窮人,也不可重視有權勢的人,只依正義審判你
的同胞』（肋 19:15）。『作主人的,要以正義公平對待奴僕,因為該知道,你
們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哥 4:1）」。 
「勇德是倫理的德行,它確保人在困境中有毅力,在追求善時有恆心。勇德
堅定人的主意,在倫理生活中力拒誘惑,克服困難。勇德使人能夠克勝恐懼,
視死如歸,冒險犯難,甘受迫害。勇德能夠使人為了維護正義的事,甘願放棄
一切,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上主是我的勇力與歌詠』（詠 118:14）。『在
世界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 16:33）」。 
 

樞德和道德有甚麼分別？ 
文祖賢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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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德是倫理的德行,它調節感性樂趣的吸引,並使人在運用世物時,保持
平衡。節德確保意志對本能的自主能力,使人的慾望維持在合乎正理的範圍
之內。有節德的人調節情慾以善作為取向,並保持着一種健全的審慎態度,
『不要順從你的偏情和你的能力,去滿足你心中的慾望』（德 5:2）。在舊約
中,節德常受到讚揚：『不要順從你的慾情,要抑制你的慾望』（德 18:30）。
在新約中,節德稱為『節制』或『有限度』。我們應當『有節地、公正地、
虔敬地在今世生活』（鐸 2:12）」。 
「人若欲善生,自當全心、全靈、全力去愛至善的天主。人（藉着節德）為
主保持完整的愛,（藉着勇德）不為任何不幸所動搖,只服從唯一的主（這就
是義德）,清醒辨別一切事物,以免受詭詐及謊言的侵害（就是智德）。聖奧
思定,《論至公教會的習俗》」。 
一個擁有本性美德的人需要恩寵嗎？ 
超性生命需要超性美德。本性美德是不足夠的。但是一個擁有本性美德的人
較容易接收超性美德。 
《天主教教理》其中兩點（1810 和 1811）教導我們： 
《天主教教理》第 1810 點說：「人的德行是通過教育、自主的行為和努力

不懈的恆心而逐漸修成的,因天主的恩寵而得到淨化和提昇。在天主的助佑
之下,德行鍛鍊性格、使人易於行善。有德行的人視實踐德行為一樂事」。 
下一點補充說：「為罪惡所傷害的人,保持道德的平衡,不是一件易事。基督
的救恩賜給我們為恆心追求德行必要的恩寵。每一個人應時常祈求這光明
和勇毅的恩寵,領受聖事,並與聖神合作,隨從祂的召喚,熱愛美善,戒避邪
惡」（《天主教教理》第 181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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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經 - 我們的信仰 2」。慕道班的主題「基督奧蹟的慶典」將於下一個主日 
9 月 25 日開始,當天的課題是「逾越奧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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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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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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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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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ie (Jason Chan 的太太) 
· Christopher Chikere (Fr. Angelbert 的父親) 
· 歐維禮神父的母親 
· Susanne Jung 
· Annie Leung、Virginia Butt 
· 葉振濃(李太)、劉群歡(呂太)   
· 王兆燊(王盧麗娥的丈夫) 
· Bill Lei (Bryan 的父親) 
· Esperanza (Jenny 的姻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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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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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