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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撒時間: 星期日,下午 �時 ��分 

 

本週讀經 
讀經一: 米該亞先知書 ���-� 
讀經二: 希伯來人書 ����-��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 
 

隨著將臨期第四主日的到來,耶穌聖誕的腳步臨近了,感恩禮中的經文也完全以這
將誕生的嬰孩為中心。去年（禮儀年乙年）信友們在這個主日聆聽了路加敘述的「天
使報喜」的經過（路一 ��-��）,今年在同一主日,我們接著這個報導繼續誦讀「聖母
訪親」的故事（路一 ��-��）。路加福音頭兩章交互地敘述若翰與耶穌的誕生故事,
這個主日的福音敘述兩位胎中懷有嬰孩的母親會面的情況。路加報導「天使報喜」
的時候,曾經以依撒伯爾的懷孕做為記號,瑪利亞由於得到這個資訊因此去拜訪自
己的表姊,兩位婦女互相肯定她們懷孕的狀況,給予婦女們雙重的尊榮。瑪利亞拜訪
依撒伯爾的情形使整個敘述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若翰的母親身上,但是依撒伯爾腹
中胎兒歡悅的情況又使注意力轉向瑪利亞,而若翰也因此在母胎中就已成為耶穌的
前驅。整段敘述的重心還是集中在耶穌身上,這一點不但可以由依撒伯爾為了瑪利
亞和耶穌而讚美天主可以看的出來,而且瑪利亞因聽見依撒伯爾的話而唱出的「謝
主曲」（��-��）甚至完全沒有提到依撒伯爾和若翰。由於瑪利亞在天使報喜之時,
得知她的親戚依撒伯爾懷孕的喜事,便立刻前往猶大山區去拜訪依撒伯爾。這是一
個非常遙遠而且危險的旅程,瑪利亞的行動顯示出她對於天主的信仰,她相信了天
使所說的話,「依撒伯爾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一 ��）。雖然從納匝肋到猶大山
區的路途相當遙遠,但路加完全沒有報導這個旅途的過程,而直接敘述瑪利亞到達
依撒伯爾家中時所發生的情景。瑪利亞到達目的地後,立刻向依撒伯爾請安問候。路
加福音頭兩章記載了許多相遇的故事,和彼此問候的情況,這些相遇都來自於天主
的安排,天主的主動介入往往把人聯繫在一起,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中,救援逐漸
的展開。瑪利亞和依撒伯爾的彼此問候,表達這個相遇的情況充滿愛情。在古時希
臘、羅馬以及猶太人彼此的祝福和今日相當不同,以往的祝福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
願望而已,而是實在地具有產生效果的力量。路加並沒有報導瑪利亞的問候語,因為
他將注意力都集中在依撒伯爾的回應上面。 

讀經     分享 

聖母訪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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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伯爾所懷的胎兒在她腹中跳躍（��和 ��）,這是一個充滿象徵性的記號。
天主不僅運用人間的話語,而且也採用人類肢體的語言來傳達訊息。就如厄撒
烏和雅各伯在母胎中的表現,就預示了他們未來的關係（參閱：創二五 ��-��）,
同樣地,洗者若翰雖然目前仍在依撒伯爾腹中,就已經開始執行他作為耶穌前
驅的先知性任務了,他在母腹中歡喜跳躍,顯示瑪利亞腹中所懷的胎兒就是默
西亞。若翰在母親腹中歡喜跳躍,來自於聖神充滿的效果,依撒伯爾因此而發出
先知性的呼喊。依撒伯爾充滿喜樂的歡呼,和腹中胎兒的歡躍,都生動的宣告救
恩歷史展開新的一頁。依撒伯爾呼喊的話並不是一個「祝福」,而是宣告一個事
實：「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這句話中並沒
有指出瑪利亞和她腹中的胎兒受到誰的祝福,意思就是天主祝福他們。這是聖
經文學中一種特殊的筆法,一般稱之為「神學性的被動語態」：猶太人由於避諱
直接稱呼天主,因此往往用被動語態來表達,在話語中未明白指出的行動者就
是天主。天主首先也是採用話語祝福,而天主說出的話具有實際的力量。上主的
祝福一直陪伴著領受天主使命的人,但是這個祝福並不排除苦難（參閱：路二
��）,路加福音由天主對於瑪利亞和耶穌的祝福開始,而結束於復活的主對門徒
們的祝福（路二四 ��）。依撒伯爾接著說：「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裡,這是我
那裏得來的呢？」（��）這個修辭學的問句預示了耶穌被舉揚之後將要得到的
稱號「主」,如此一方面表達出瑪利亞的召叫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同時清楚地
顯示耶穌和天主之間特別親密的關係。依撒伯爾在聖神感動之下最後說的話,
則是讚揚瑪利亞的信德（參閱：路一 ��）,「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
成的,是有福的。」（��）瑪利亞在此被表達為聆聽天主聖言最好的榜樣（參閱：
路八 �-��）,她的信德和匝加利亞的不信形成強烈的對比（參閱：路一 ��）。
路加福音以非常技巧的方式,將洗者若翰和耶穌的童年故事連結在一起。瑪利
亞和依撒伯爾的相遇含有豐富的神學意義,表達瑪利亞特別蒙受天主祝福、她
超越一切人的信德、以及她對他人的關懷。瑪利亞和依撒伯爾的相遇同時也是
耶穌的前驅和默西亞的相遇,路一 �� 關於若翰的預言在此得到實現,基督徒讀
者因此而堅信,若翰是耶穌基督的前驅。若翰在母胎中就被聖神充滿,而依撒伯
爾充分地瞭解這個記號,因此滿心喜悅地稱讚瑪利亞是有福的,因為她相信了
上主的話；而瑪利亞則稱頌天主的偉大。直到今日基督徒仍不斷的重複依撒伯
爾問候瑪利亞的話：「萬福瑪利亞」,同時也不斷地和瑪利亞一起詠唱「謝主
曲」。 
>節錄自 KWWS���ZZZ�FFUHDGELEOH�LQIR] 
 
下週讀經 
讀經一: 撒慕爾紀上 ����-�����-�� 
讀經二: 聖若望一書 3:1-2,21-24 
福  音: 聖路加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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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月 ��日將臨期第三主日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
窗口主持三鐘經祈禱活動。當天福音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我們該做什麼呢？”
群眾、稅吏和軍人先後重複這個提問,他們被洗者若翰宣布上主臨近了的宣講所
觸動。這是一個與我們生命的意義有關的問題。教宗說,我們也不該害怕向上主
重複這個提問,尤其是在這降臨期。教宗解釋這提問時說,提出這個問題,不是
“義務”,而是被上主來臨“所感動的心”的“熱情”。耶穌來臨的喜悅讓我們
說：“我們該作什麼呢？”但是天主把這個問題提升到更高層次：我該如何運
用自己的生命？我蒙召作什麼？這為我能成就什麼？就如福音提醒我們的,這
意味著“生活給了我們一項任務”,生活並非“沒有意義,它不是偶然的”。“生
活是上主賜予我們的恩典,祂對我們說：去發現你是誰,去努力實現你的人生夢
想！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要完成的使命。因此,我們不應害怕詢
問上主：我該作什麼呢？我們要時常重複這個問題”。 我們也要重複說,“我該
為自己和弟兄姐妹作什麼呢？我如何為教會和社會的益處做出貢獻？”在這將
臨期,“我們要捫心自問,該為耶穌和他人做什麼！”每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生活
的“現實狀況”做出貢獻,這也是福音所教導的。群眾、稅吏和軍人向洗者若翰
提問“我們該作什麼”時,他給他們不同的答案。教宗強調說,“這教導我們,信
仰與實際生活結合”。它觸及到人自身並改變每個人的生活。至於每個人如何做
好自己分內的事,教宗說,“讓我們做出即使是微小的但適合我們生活狀況的承
諾,在這準備將臨期的時期繼續該承諾。比如,我可以給那個孤獨的人打電話、探
望那位年長者或病患、為貧困者和有需要者服務做些事情。再來就是,我或許需
要請求寬恕、一個情況需要澄清,一個債務需要償還。也許我忽略了祈禱,在很長
時間後現在是接近主的寬恕的時刻了。弟兄姐妹們,讓我們找到具體的事情並去
做吧！”願聖母瑪利亞幫助我們。 
[節錄自 KWWS���]KW�UDGLRYDWLFDQD�YD�QHZV] 

† 教宗方濟各 † 

把信仰轉化為具體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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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耶穌降生的十種心� 

當耶穌降生時,有十種心與其有關,看看你有哪幾
種,如何補上自己的欠缺,以完滿的心好來迎接救
主的誕生！ 
 一、瑪利亞——虛心 
當瑪利亞得知自己要懷孕生子,承受天主的旨意
時,起初她“反復思想”,接下來是“驚訝詫異”,繼
而是“謙卑順服”,最後是“謳歌稱頌”。 從瑪利亞
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她最寶貴的屬靈美德是“謙

卑順服”,她的一生都貫穿著這四個字。 
二、若瑟——愛心 
我們可以從“她的丈夫若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
（瑪 �： ��）,可以看出,若瑟是個很有愛心的人。在他未知瑪利亞受孕是從聖神
來時,他用愛心、包容來處理這事,“想要暗暗地休退她”。神學家奧利振說：
“愛心的債永遠隨著我。”故此,我們要天天彼此相勸,凡事互相包容,當以“愛
己之心去愛人,責人之心來責己”。 
三、賢士——真心 
每逢耶誕節,在一所教堂大門兩側都要寫這樣一副對聯：慶救主降生當效賢士
來朝獻禮物；賀恩門開放切望罪奴悔改信耶穌。賢士之所以千里迢迢、不畏艱險
地尋找耶穌,是因為他們有那顆“真心”。今天,我們尋求主、跟隨主,是三心二
意、半心半意、無心無意,還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有心有意呢？ 
四、黑落德——妒心 
³黑落德王一聽說,就驚慌起來”（瑪 �： �）,他唯恐新王興起,而保不住王位,於
是“召集經師法利塞人”、“暗問賢士”、“假意拜主”、“惱羞成怒”,一直
到“兇相畢露”、“殺盡男嬰”,這一連串的行為無不顯露著他的“妒心”。³心
懷嫉忌,使骨骸腐蝕。”人最可怕的是嫉妒的心。它能使弟兄紛爭,使友人為仇。
保祿說：“一切毒辣、怨恨、忿怒、爭吵、譭謗以及一切邪惡,都要從你們中除
掉；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寬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內寬恕了你們一樣。”
（弗 �： ��-��） 
五、經師、法利塞人——愚心 
司祭長與經師熟悉律法,並且專門講解、傳授律法。他們知道耶穌降生在猶太白
冷,卻不肯去尋找。他們僅是有頭腦的知識,滿腹經綸,而心靈還未開竅。他們不
認識這位元新生王,錯過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英國近代大文學家司各脫臨終時吩
咐女婿把若望福音第 ��章 �-�節讀給他聽：“你們心裡不要煩亂；你們要信賴
天主,也要信賴我……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為的是我在哪裡,你們也在
哪裡。”請記住,一個人有豐富的知識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求主開啟心靈的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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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默盎——歡心 
在路加福音第 �章��-��節記載了耶路撒冷西默盎的幾個優點：公義虔誠、常存盼
望、得聖神的啟示、歡然稱讚、看見救恩等。西默盎見到基督,就心滿意足,願意求
主讓他安然去世。一個得著基督救恩的人,怎能不喜樂、不歡心呢？許多基督徒蒙
恩後,仍然整天愁眉苦臉,憂慮重重,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七、牧羊人——熱心 
在白冷曠野有一群牧羊人,他們心裡十分火熱,因為聽見天使報給他們大喜的資
訊：“我給你們報告一個全民族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
世者,他是主默西亞……”（路 �： ��-��）他們受寵若驚,欣喜若狂,四處奔走把
福音傳開。他們實在是有福的,成為第一批傳揚基督福音的人。心神火熱是愛主的
表現,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求主的愛火常常燃燒我們,使我們不會對真理乏味,對福
音冷淡。 
八、依撒伯爾——同心 
當依撒伯爾聽到瑪利亞問安的聲音,胎兒就在她腹中歡喜踴躍。她被聖神充滿,稱
瑪利亞在婦女中是有福的。她們同住三個月,同心交流、同心稱頌、同心讚美。（參
路 �： ��-��,��-��）保祿寫信給斐理伯教會：“你們就應彼此意見一致,同氣相
愛,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事……”（斐 �： �-�）今天,我們也需要同心事主,因為
製造分裂只能使教會蒙羞,而同心合意是教會興旺的關鍵。 
九、耶路撒冷人民——擔心 
因新生王的降生,黑落德的嫉妒,引起了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心裡不安（參瑪 �： �）,
他們擔心隨之而來的事。耶路撒冷人民還不認識這位元新生王,他們也不知祈禱依
靠主來化解“擔心”。我們有過多少次這樣多餘的“擔心”呢？天主是掌管宇宙、
歷史的主宰,所以我們凡事毋須“擔心”,更不必“杞人憂天”。在人生路上我們全
心依靠他,一切問題必會迎刃而解。 
十、女先知亞納——清心 
女先知亞納,��歲仍住在殿裡,禁食祈禱,晝夜事奉天主（參路 �： ��-��）,她正似
聖詠所說：“在你宮廷逗留一日,遠勝過在別處逗留千日。我寧願站在我天主殿宇
的門限,我不願逗留在惡人帳幕的裡面。”（詠 ��： ��）耶穌說：“心裡潔淨的
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 �： �）一個隻注重世俗的人,會遮住靈
魂的眼睛,所以事奉主絕不能三心兩意,腳踏兩隻船,這樣怎能得見主呢？希伯來
書說：“該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人的罪過,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
程。”（希 ��： �） 
[轉載自 KWWSV���ZZZ�DPGJFKLQHVH�RUJ。本文原自信德網,版權均為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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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告 

 
�� 本團體將於下列慶日在 6W��&ODUH教堂舉行感恩聖祭,由我們的主任司

鐸 5HY��-RVHSK�'LDZ�主持。請大家當日準時出席。 

 

 
 
 
 
 
 
 
 
 
 
 
 
 
 
 
 
 
 
�� �����年的中文禮儀年暦,已經出版,每本$�。另外 �����年的每日聖言,

亦已出版,每本$�。如欲購買,請聯絡 $JQHV��DJQHVZRQJ��#JPDLO�FRP。  
 

 

聖荷西華人天主教會 – 粵語組 

����������聖誕和元旦期間之慶日彌撒時間表 
  

日期/時間 慶日 

������������星期六),中午 ��時正 聖誕日 

������������星期日),下午 �時 ��分 聖家節 

����������星期六),中午 ��時正 天主之母慶日 

����������星期日),下午 �時 ��分 主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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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à 請為新任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及香港教區祈禱。祈求天主恩賜聖神

降臨,帶領及引導天主教會,共融合一,精誠團結。  
à 請為已回歸主懷的張潘琼意($QQH�/DP的母親)的靈魂祈禱,願主眷

顧她,賜她早登天國,並為其家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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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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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O�	�9LUJLQLD�%XWW。 

 
[如需要家訪或為親友代禱,請聯絡:LQQLH, 
ZLQQLHFKHQJ���#JPDLO�F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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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報稅年度將於 ��月 ��日結束,如果大家想得到 ����年度的扣税
優惠,請大家於十二月份的主日彌撒,將奉獻以現金放入提供的信封,並在
信封面寫上你的姓名,或用支票,抬頭請寫給“6-&&&�-�&DQWRQHVH�
*URXS”,在彌撒中放入奉獻籃內。亦可於 ��月 ��日或之前,循以下途徑
傳送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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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席室內彌撒的指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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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出席者在進入及離開彌撒場地時,請使用彌撒場地供應

的消毒洗手液消毒雙手。亦請各出席者自行带備消毒洗手
液,在領聖體前將雙手消毒。 

 
�� 彌撒中只會接受手領聖體,口領聖體及領聖血將會暫停。排

隊等候領聖體時,請保持三呎的社交距離。 
 

�� 聖荷西教區主教已寬免以下的人仕出席主日及瞻禮慶日的彌
撒,請大家盡量居家隔離以保健康： 

 

L� 所有 ��歲以上或有長期病患的人仕。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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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