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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歐維禮神父     408-509-6960     
                                                fr.olivera@gmail.com 

 主日彌撒   
國語  週日上午 9:00am    五街老人公寓 
              85 S. 5

th
 St. San Jose (Jeanne D'Arc Manor) 

粵語  週日下午 1:30pm St. Clare Church 

國語  週日下午 3:00pm St. Clare Church 

 英文  週日下午 3:00pm St. Clare Church 

 平日彌撒  Ascension Church 

國語  週六上午 8:00am Ascension Church 

12033 Miller Ave. Saratoga 

 和好聖事  St. Clare Church 

粵語  週日下午 1:00pm St. Clare Church 

國語  週日下午 2:30pm St. Clare Church 

 成人慕道  施天寶   408-777-3565      

 嬰兒領洗  周守華              408-517-0880 

 葬禮 /婚禮   歐維禮神父     408-509-6960 

 禮儀組(國語)  王恩琪        408-453-3579 

黃天佳     408-291-0250 

 禮儀組(英語)  Joanne Chao 650-906-1456 

 聖城通訊    徐琪   

 查經分享 (聯絡方式請至網站查詢) 

北區  南區  

西北區 吳興民 青年組  

西區一 陳寶蓮 磐石 Daniel Wang 

西區二 汝洪湘 燈塔一 Maria Chen 

西區三 王緒常 燈塔二 Patricia Chong 

西區四 郭漢珍 Watermark HS  Patrick Ku 

YAG Steve Chu   

 明供聖體 

 每月首週六 7:30pm 

  聖神同禱會                                                           

每月第二、四週六 8pm 一號教室 

 






















 本週主日彌撒釋義

聖枝主日              (Palm Sunday)  

依 Is 50:4-7        斐 Ph 2:6-11      

谷 Mk 14:1-15:47 

聆聽了馬爾谷記載的耶穌基督受難史之後，

大家內心中一定深受感動，現在讓我們不再滯留

在受難史末的枝節與片斷之上，整體性地提出一

些重點。首先，具體地確定究竟耶穌為什麼會被

判死刑；其次，探討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經

驗；最後，講到跟隨基督背十字架的生命旅途。 

 在耶穌受難記載中，猶太公議會判決祂的罪名

可以歸納為四項：異端邪說的導師、冒牌先知、

煽動民眾和褻瀆天主。這四項罪名，實在也並非

無中生有，而只是曲解 了耶穌宣講天國臨近的

道理罷了。猶太權威既然不承認耶穌來自天主，

也無法接受耶穌啟示的天父面貌，那麼很自然地

能判決祂的四項罪名了。由此可見，耶穌之被 

釘十字架是祂一生忠於自己使命的後果。當祂在

加利肋亞傳揚服音時，已經種下了未來的後果；

馬爾谷福音很早便說，法利塞人與黑落德黨人商

討陷害祂、除滅祂。 可是耶穌為了宣講真理，

毫無畏縮。當祂決定去耶路撒冷，繼續自己的使

命時，一路上表示將要面臨的遭遇。這是殺身成

仁、捨身取義，承行天父旨意的殉道精神。 如

果天國喜訊是為普世人類的，耶穌的成仁取義堪

稱拯救人類的行動。所以新經中稱祂為除免世罪

的天主羔羊。 

 不過，作為殉道者，耶穌顯出自己仍是一個真

實的人。山園祈禱已經表示祂的驚懼恐怖。釘在

十字架上，把祂受難時所受的內心痛苦，清楚地

流露出來。大司祭判決 後猶太差役的污辱；羅

馬總督宣告死刑後兵丁的拷打。而在十字架下，

路過的人、司祭長與經師，甚至同時一起被釘的

犯人，都異口同聲地否定祂的使命。這時人間 

沒有一個聲音支持祂，認同祂。可是天上也沒有

聲音來為祂作證。這是十字架上的耶穌，心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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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彌撒經文 (4/2/12 – 4/8/12)

週一 依 Is 42:1-7      若 Jn 12:1-11  

週二 依 Is 49:1-6      若 Jn 13:21-33,36-38 

週三 依 Is 50:4-9      瑪 Mt 26:14-25 

週四 依 Is 61:1-3,6,8-6    路 Lk 4:16-21 

週五 依 Is 52:13—53:12    若 Jn 18:1—19:42 

週六  創 Gn 1:1—2:2     谷 Mk 16:1-8 

復活主日             (Easter Sunday)   

宗 Ac 10:34,37-43      哥 Col 3:1-4      

若 Jn 20:1-9 

 

 
 

 



所經驗到的痛苦，於是祂大聲呼喊說：「我的天

主，我的天主，?為 什麼捨棄了我？」這是聖詠

二十二篇的第一句祈禱文。這篇聖詠一方面表示

受苦者的劇痛，另一方面肯定受苦者絕對的依

賴。耶穌在這心態中投奔天父。天主便在祂 死

亡時，向加爾瓦略山上的群眾，藉著羅馬百夫長

的口，肯定耶穌說：「這人真是天主子」 

 在受難史中，有一個名叫西滿的人，值得我們

提出來討論一下。這人在耶穌苦難時第一次露

面，新經中此後也不再提起他，除了他的第二個

兒子亞歷山大和魯富，似 乎馬爾谷寫福音時大

家認識。其實保祿在羅馬書信中也提起蒙召揀選

的魯富。這樣看來，西滿一家該是初期教會中的

知名教徒。我們實在可以相信，他雖然被迫背耶 

穌的十字架，後來卻成了基督的跟隨者。因此也

可以說他代表了後代一切基督徒在耶穌的苦路

上，參與了背十字架的救援工程。那麼我們每年

誦讀受難史，看到西滿 時，便不能不因此準

備，作為基督信徒，必須跟隨耶穌背自己的十字

架，耶穌早已說過:「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

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 

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和

福音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

命。」（谷八 14、15） 

 
 摘自輔仁大學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Sunday Liturgy 

                        張春申神父著 

 
《活動及通告》 

 
 慈愛上主，宇宙的創造者: 祢賜我生命，藉著

領洗，召叫我成為世界的光。請幫助我在服務

他人時，讓這世界亮一點，溫暖一點。以上所

求，靠我們的主基督。阿門。 

 

 
 
 
 
 
 
 
 逾越節三日慶典 

 • 聖週四彌撒:   7:30 pm  4/5 晚上 

 • 聖週五拜苦路: 7:30 pm  4/6  晚上 

 • 復活節前夕守夜禮彌撒: 8:15 pm  4/7 晚上 

 

 復活節慶祝活動  

•時間: 4月 8日,星期日, 下午 5:00-7:30 pm  

        (提供簡便餐飲) 

•地點: St Clare Church Parish Hall. 

•報名: 可以上網登記,也可聯繫如下兄姐報名 

        劉明毅姊妹 408-272-1283 

        周盛芳姊妹 408 615-9973 

        華正朔兄弟 408 272-1283 

 

 

 訃聞: 沈媽媽追思彌撒 4/9/2012  

  時間: 4/9/12 (,週一) 10:00 - 11:30am 

  地點:St. Joseph Church 本堂 
          43148 Mission Blvd, Fremont, CA 94539 

  主禮神長: 陳峰神父 

 
 

 為我們團體祈禱文 
 

    我們的天父，禰在聖荷西教區於 1983年的

基督普世君王節召叫了我們，使我們正式地創

立了華人天主教團體。過去的二十八年，在禰

的光照下許多弟兄姊妹慷慨奉獻，因著聖神使

團體結出豐富的果實。如今，禰藉著我們主教

的指派，讓我們團體成長為 Mission，在基督奧

體內繼續參與祢的救世工程。 

    我們的天父，請賜給我們能力和勇氣，好

承擔禰賦予我們的使命，活出基督徒信望愛的

生活, 去傳福音、幫助更多的華人認識耶穌。 

    中華聖母、我們的母親，請妳幫助我們勇

敢地答覆:「願照禰的話成就於我吧！」 

中華殉道聖人們，你們曾以生命為信仰作

證，請為我們轉禱，使我們能效法你們, 以堅

定的信德仰望上主、走向真理的道路，無怨無

悔地朝著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理想前進。 

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   

阿們。 
 

 

 We have Scrips for Ranch_99 (大華) and Marina 

(永和) Supermarkets.  They are for sale after Mass 

each Sunday in the hallway.  Pls. purchase your 

grocery needs using the Scrips.  The return 

proceeds will support SJCCC activities. 大華 99

和永和超市的購物券 可繼續每周日彌撒後在穿

堂購買. 請大家支持我們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