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 迎 Welcome
SAN JOSE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主曆2016年01月08日

彌撒地點: St. Clare Church - 941 Lexington St., Santa Clara, CA

Office: San Jose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 725 Washington Street, Santa Clara, CA 95050

Pastor : 歐維禮神父 Rev. Carlos Olivera
 408-509-6960 fr.olivera@gmail.com
Other Important Contacts:
禮儀組(國) Mandarin Liturgy
施天寶
408 777-3565
禮儀組(英) English Liturgy
Michael Wu
mike.wu2381@gmail.com
禮儀組(五街) 5th St. Mandarin Liturgy
周湘曉
408-586-8481
成人慕道(國) RCIA in Chinese
湯明昭
tangmc06@gmail.com
成人慕道(英) RCIA in English
Ted Chan
tchan.sbg@gmail.com
嬰兒領洗 Baby Baptism
周守華
408-517-0880
葬禮/婚禮 Funeral / Marriage Prep
歐維禮神父 408-509-6960
聖城通訊 Holycity Magazine
古偉業
holycity@sjccm.com
禮儀時間及地點 Liturgy Schedule
主日彌撒
國語 週日 9:00am 五街老人公寓
85 S. 5th St. San Jose (Jeanne D'Arc Manor)
粵語 週日 1:30pm St. Clare Church
國語 週日 3:00pm St. Clare Church
英文 週日 3:00pm St. Clare Church
週六國語彌撒 8:00AM - Ascension Church
12033 Miller Avenue. Saratoga, CA

明供聖體 Eucharistic Adoration
每月首週六 7:30pm St. Clare Church
和好聖事 Reconciliation
每月首週六 明供聖體時
恭唸玫瑰經 Rosary Praying
國語 週日 4:14pm St. Clare 樓下教堂
主日奉獻二零一六年十二月總額報告
年度目標
$ 170,000
每週目標
$ 3,270
十二月(四週)目標
$ 13,080
十二月奉獻總額
$ 22,024
一月(五週)目標
$ 16,350
感謝慷慨奉獻。歡迎使用Online Giving.

http://www.sjccm.com 408-758-8917

【慕道班】第 7 課：為何一定要信天主教呢？
人的靈魂來自天主，將來還要回歸於天主，人的幸福就建立在這天人
關係上。人必須將此天人關係處理妥善，才能獲得永福。因此有些善
心人士，便為人計劃出一些方案，籍以做好天人關係，這就是宗教信
仰的起源。宗教的目的是為勸人敬神為善，不過教義和方法，可能彼
此不同，因此就有不同的宗教興起，在世界各地傳揚發展。
究竟哪一個宗教才是我們應該信奉的呢？那是要看哪一個宗教的教義
為人最好來決定。一般來說，宗教的創始者都是人，教義是由他們構
想徹悟出來的。倘若有一個宗教是天主親自為人所立，為人指出敬天
愛人之道，人就該信奉此教，因為他的教義、誡命、教規和聖化方
法，才是最好的最中悅天主聖意的，遠非其他由人所創立的宗教可
比。現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哪一個才是天主親自為人所立的宗教？從
各方面證實，只有天主教才合乎此條件。天主教為耶穌基督所創立，
耶穌基督是天主第二位子降世成人，代人贖罪的救世主，祂建立了祂
的教會，召選了宗徒弟子們，訓練了他們如何治理照顧祂的教會，直
到世界的終結。祂親口向他們傳授了教義，誡命和聖化方法——七件
聖事、祭祀和祈禱，祂於升天前，又派遣他們向普世萬民宣揚祂的福
音和救恩，使萬民成為門徒；又派遣聖神降臨到教會裡，領導他們和
他們的繼承人執行此重大任務，直到世界的終結。耶穌所立的這個教
會就是天主教，也只有天主教才符合上述這些條件。
天主既親自建立了天主教為祂的教會，為使人信奉，以便建立起完善
的天人關係，分享天主的永生，那麼人就該信奉天主親自為人所建立
的教會——天主教，進入天主的大家庭——天主的國，成為天主的兒
女；不該再去信奉其他人為的宗教，去繞彎子走叉路。
至於有些教派，也藉耶穌基督之名向人傳揚他們的教派，須知這些教
派，都是因人為因素從天主教分裂出去的教派，他們按著自己的意見
改變了耶穌所傳授的教義，或刪減了耶穌所立的淨化聖化人靈的方
法——聖事，使耶穌所立的教會變了質，已不是天主所立的教會了。

本欄目旨在幫助慕道者和尋求真理者打穩天主教信
仰的根基，更清楚明白天主耶穌的救恩。

【主顯節特刊】耶穌是天主，也是萬世萬代的君王

教會每年的一月六日都慶祝主顯節（部分教區把這節日移
轉載於 天主教中文網 到一月二至八日間的主日舉行）。 “主顯”這名稱，出自
希 臘 文 的 epiphoaneia ， 含 有 天 主 顯 現 的 意 思 。

《活動及通告》

這是個很古老的慶節，主曆三世紀時已有文獻提及。四世
教宗方濟各2017年1月祈禱意向
紀起，這節日推廣到各地教會，重點是追念耶穌的誕生、
東方三賢士來朝、主的受洗、主在加納行第一個聖蹟。到
福傳意向：為基督徒合一
了後來，教會在這個節日仍然追念主的受洗和在加納行第
願所有基督徒藉著努力祈禱和弟兄姊妹之愛，能忠 一個聖蹟，但卻特別著重紀念東方三賢士來朝這個奧跡，
於主的教導，重建教會團體，共同合作回應人類面 以致後來我們都把這個節日喚作“三王來朝” ，忽略了“
臨的挑戰。
主 顯 節 ” 這 個 節 日 的 本 名 和 慶 祝 重 點 。

每日奉獻誦
仁慈的天父，感謝祢恩賜這新的一天，我把今天的
一切祈禱、工作、喜樂和痛苦全獻給祢。願這奉獻
，聯合祢的聖子耶穌聖心，為救贖世界，時時刻刻
在感恩聖事中奉獻自己。願在聖神內，偕同教會之
母──聖母瑪利亞，為祢的聖愛作證，並為本月內
教宗託付給我們的意向祈禱。(說出意向) 阿們。
賀新春 祭祖先 慶雞年點心比賽 1/29/17
3:00PM 主教主禮祭祖彌撒 @ St. Clare Church
4:30PM 新春慶祝活動 點心比賽 @ Parish hall
2017年雞年點心比賽
為了迎接新年，聖荷西華人天主堂將舉行點心大賽
。點心主題需要跟雞有關。參賽者可以自行決定做
什么類型的點心，例如年糕、蛋糕、餅等等。我們
積極鼓勵所有教友參加點心比賽，秀出自己的拿手
絕活。
參賽規則：
1. 有意愿參賽者需要上網填寫報名表，截止日期是
1/15/2017。
2. 參賽者需要在1/29號把自己的參賽作品擺在指定
的桌子上。教友們會給你們進行現場投票，前三名
會有精美獎品。
3. 每位教友會有三張票，試吃完參賽點心后，請把
您的票投在你喜歡的點心前面放置的杯子里。

梵二後，教會再次為這個慶節正名為“主顯節”，在感恩
祭中透過東方三賢士朝拜聖嬰這主題，彰顯耶穌向外邦人
顯示祂是天主，也是萬世萬代的君王。由此可見，慶祝主
顯節，不須像梵二前那樣，把慶祝重點只局限於三賢士來
朝拜主，而應把慶祝的主題擴闊。若照epiphoaneia的原意
，這節日所慶祝的重點是向主感恩，感謝祂透過不同的方
式向我們顯示，讓我們得以受洗入教，成為天父的兒女。
禮儀年不論甲、乙或丙年主顯節的福音選讀，都是瑪竇敘
述的“賢士來朝”的故事（瑪二：1-12）。這是一個戲劇
性非常豐富的故事，可以分許多不同的場景：賢士來到耶
路撒冷（1-2）、和黑落德王相見（3-6）、黑落德王的指
示（7-8） 、異星的導引（9-10）、朝拜嬰兒（11）、賢
士返鄉（12）。
[節選於天主教中文網主顯節特刊]

社區小廣告
失物招領
1. 童裝: 12/11 彌撒後尋於St. Clare教堂內
2. 雨傘及書: 11/20 普世君王節慶尋於Parish Hall
請聯繫lost_found@sjccm.com安排認領.

誠徵阿姨
家庭幼兒園（兩歲半-五歲）誠徴阿姨 West San Jose 近
Cupertino 半天或全天
工作內容：照顧小孩、做中飯、一般家務清潔, 薪可議，
408-2572084 或 408-8382041 郭老師（Sonia）

春季週六少兒舞蹈班招生
由从事舞蹈教学近 15 年的专业舞蹈老师教授的少儿舞蹈班
1/21/2017 即将开课！请速速报名!
A 班（45 分钟 十堂课 160 元，报名费$25 只付一次）
上课时间:每周六 10:15-11:00am
幼儿舞蹈班（3 岁至 5 岁）
B 班（1 小时 30 分钟 十堂课 270 元，报名费$25 只付一次）
上课时间:每周六 11:00 - 12:30pm
少儿芭蕾基本功 / 中国民族舞 (6-10 岁) 舞蹈《孔雀舞》
教室地址: 97 Hillview Avenue, Los Altos, CA (Room 4)
一 Los Altos 圖書館旁邊
聯絡人:Jenny Li (650)-861-1388 Email: leejl09@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