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Welcome  
SAN JOSE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主曆2016年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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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jccm.com    408-758-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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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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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總額報告  

年度目標                                $ 170,000 

每週目標                $   3,270 

十一月(四週)目標           $  13,080 

十一月奉獻總額                   $  15,396 

十二月(四週)目標           $  13,080 

感謝慷慨奉獻。歡迎使用Online Giving. 

【慕道班】第 5 課：相信天主存在的十大理由（下） 
   

<…續上> 

7. 基督的宣告 

      許多懷疑天主存在的人常用這樣的想法來說服自己，“天主如果願意我 

      們信他，他就會向我們顯現”。就聖經的記載來說，這正是天主曾做過 

   的事。早在公元前七世紀，以賽亞先知就宣告說，天主要給他的百姓一 

   個兆頭，就是童女懷孕生子，要給他取名“厄瑪努爾”（意為天主與我 

   們同在）。依撒意亞說這個孩子將被稱為“奇妙的導師，全能的天主， 

   永恆的父親，和平的君王。”。先知還預言說，在天主使他年日延長、 

   得享尊榮之前，他要為百姓的罪孽受死。根據新約聖經的記載，耶穌宣 

   告自己就是舊約預言的默西亞。由於比拉多的失職，耶穌因被控自稱為 

   以色列的王和宣稱自己與天主平等而被釘十字架。 

8.  神蹟的證明 

      最初跟隨耶穌的人宣稱，耶穌所行的要比他所講的更能表明他是人們盼 

      望已久的默西亞。他們見證說，耶穌醫治癱子、在水面行走、並自願屈 

   辱慘死、然後復活，這使他們相信他是默西亞。最令人信服的是這些人 

   宣稱，有許多人在發現耶穌的空墓之後、目睹他升天進入雲中之前作見 

      證說，他們親眼看見過基督，並與他交談。這些見證人並未因為他們的 

   宣講而獲得任何世俗的利益，他們也不期待財富和權勢。他們宣稱以色 

   列人長期以來翹首盼望的默西亞就活在他們中間，他為贖人類的罪而 

   死，又從死裡復活。因此他們確信他有能力把信他的人帶到天主那裡 

   去。許多見證人為他們所宣講的而成了殉道者。 

9.  自然界的細微之處 

      有些人相信天主卻不大認真思考天主的存在，他們認為一位創造宇宙的 

   偉大天主太超越，不會關心我們。然而，耶穌講明了自然界的設計和細 

   微之處所彰顯的意義。耶穌表明天主非常偉大，足以關注我們生活的點 

   點滴滴。他講論的天主不僅知曉我們的每一個動作，而且鑑察我們的心 

   思意念。耶穌教導說，天主能數算我們的頭髮，查驗我們心中的焦慮， 

   甚至知道落在地上麻雀的情形。 

10.經驗的證明 

      聖經說天主設定我們生活的環境，能促使我們尋求他。那些沒有找到他 

   的人，聖經也說這位天主離他們如此之近，完全可以找到。按照聖保祿 

   宗徒的教導，天主是神，“我們的生活、行動、存在都在於他”。然 

   而，聖經又明確指出，我們必須按照天主的方式而非按照自己的方式去 

   尋求他。天主應許尋找的人就能尋見他，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如願，只 

   有那些承認自己不足，願意否定自己而信靠他的人，才能尋見他。 
   

如果你承認天主的存在，但對自己能否接受聖經的宣告：“天主肉身的顯

現 ”沒有把握的話，你也能有所依靠。那匝肋的教師應許說，他會幫助那

些願意遵行天主旨意的人。他對我們說：“一個人若決心要實行天主的旨

意就會曉得，我的教導是出於天主的旨意還是憑著我自己講的。” 
   

天主藉著自己的獨生子啟示他自己，你若接受這些證據，就請你把聖經論

及基督的話存在心裡，他為我們的罪付上了贖價，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得到 

 

mailto:holycity@sjccm.com


赦罪和永生的恩典。基督救贖我們不是酬報我們的努力,

乃是賞賜給一切因著這些證據而信他之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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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於 天主教中文網 
 

《活動及通告》 
   

 

 

Lord Jesus, you are divine and human, 

born of your Blessed Mother into the world. 

As we celebrate your birth, 

we do not tremble before you 

or shrink from you. 

Instead we embrace you, 

assured of your understanding, 

your love, and your mercy.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among us 

here on earth and for the promise 

of union with you forever in heaven. 
 

Amen 

 
  

           Adapted from  

Year A Advent Awakenings:  

          Trust the Lord. 

 

 

主耶穌，祢是真天主也是真人， 

祢由童貞瑪利亞誕生進入我們的世界。 

當我們慶祝祢的聖誕時， 

我們不恐懼戰慄，或退縮。 

我們擁抱祢，確信祢理解我們、 

祢的愛、和祢的慈悲。 
 

感謝祢臨於我們中間， 

也感謝祢許諾我們將來 

和祢在天上永遠相聚。 
 

阿們 
 

聖誕節的喜樂 
 

教宗方濟各12月14日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主持週三公開

接見活動時說聖誕節的喜樂就是被天主寬恕的喜樂。 他勉

勵基督徒做個希望的信使,因為世界迫切需要希望。教宗說

:「這個剛剛誕生的嬰兒,在各方面都需要幫助,被裹在繈褓

裡,放在馬槽中,但祂身上包含著救主天主的全部大能」。 

聖誕節是我們敞開心靈、接納諸多微小和奇妙的日子。 當

我們似乎已經走到窮途末路,總是遇到負面情況,信仰生活

坎坷難行時,就會面臨誘惑,認為一切都沒有了意義。 但聖

誕節慶祝的就是天主進入了人類的歷史,給人類自由與安慰

。 教宗說:「惡不是永遠的贏家,痛苦終將結束。 失望必

將被打敗,因為上主在我們中間」。  聖誕節之所以喜樂,

是因為天主放棄祂的尊貴和偉大而自願走進我們人類的混

亂和困境。 誰沒有經歷過焦慮、困惑、痛苦、委屈、無奈

、不正義、不公平,在這些混亂和困境中,我們熱心祈禱過

灰心過、抱怨過、失望過,甚至詛咒過, 我們質疑過天主, 

我們多少次問過天主「何時是個頭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麼

?」 就當我們委屈甚甚, 走投無路的時候, 聖誕節提醒我

們個事實:天主來到了我們中間,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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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出租 

2 臥室 2 浴室 1,124 呎 坐落於東聖荷西近 101和 Tully 

Road 有安全大門的社區內，含電冰箱，洗衣機，烘乾機，

微波爐。2 個停車位。月租$2,400 。 

請電 Alice (408)30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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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27,2017 (No class on 4/15) 

A班: 3-5歲 幼兒舞蹈班 

     時間: 10:15 – 11:00 AM 

B班: 5.5 - 9歲 少兒芭蕾基本功 / 中國民族舞 

     時間:11:00 – 12:30 PM 

費用: 

     1) 報名費: $25       A班: $288 

     2) 報名費: $25       B班: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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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M5ODAxMg==&mid=2653787169&idx=6&sn=7fc261d48bfe17a769c4fa535e4fc6bf&chksm=bce52b328b92a224088343f5e1805bce84e2abb54b585431a73308db02291d1ac1134502681d&scene=0#wechat_redi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