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 迎 Welcome
SAN JOSE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主曆2017年02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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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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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第 11 課：人從哪裡來？
每天有許多嬰兒出生，也有許多人死亡，更有眾多的人在忙碌工作。
倘若你問他們：人從哪裡來？人為什麼在忙碌工作？幾乎大多數人不
想這些問題;有些人雖然想這些問題，但不知如何答复;也有些人在尋
找這些問題的答案。誰能為我們解答這些問題呢？天主教對這些問題
頗有研究，並獲得正確答案。
人從哪裡來？
很多人會說，人從父母來，父母從祖父母來......像這樣往上推，最
後必推到始祖頭上。請問始祖又從哪裡來的呢？他不會是自生自本，
因為他是有限的，沒有這種能力，結果必須承認他來自造物主天主，
人是由靈魂和肉身結合而成的，按聖經創世紀的記載：天主按自己的
肖像造了人的靈魂，又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的肉身，再將靈魂附入
肉身內，他便成了由靈性的活人，這就是人的始祖亞當。所以人的靈
魂肉身和生命是由天主來的。人命關天。
人死後到哪裡去？
人從哪裡來，死後回到哪裡去，人的肉身既來來自泥土，死後就回歸
於土，埋在墳墳裡，誠如國人所說“入土為安”。人的靈魂既來自天
主的中國人也常說“一命歸天”或“魂歸天國”。
人在世忙碌工作為了什麼？
人在世靈魂為回到天主那裡去享永生，人在世時必須善一生，包括下
列三項：一，認識敬愛天主。二，與他人和睦相處，互助互愛，三，
善儘自己的職務，謀生養家。人能做到這三點，才算不負人生，來時
才能回到天主那裡，共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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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二零一七年一月總額報告
年度目標
$ 170,000
每週目標
$ 3,270
一月(五週)目標
$ 16,350
一月奉獻總額
$ 17,055
二月(四週)目標
$ 13,080
感謝慷慨奉獻。歡迎使用Online Giving.

《活動及通告》

起來! 在基督內共融 第二季

教宗方濟各2017年2月祈禱意向
為接受受苦者祈禱。 願所有受苦者，尤其是窮人、
難民和社會邊緣人，都能在我們的團體中找到接納
與安慰。
聖經金句
1.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
什麼益處？（瑪16：26）
2. 你們無論做什麼，在言語或在行為上，一切都該因主
耶穌的名而作，藉著他感謝天主聖父。（哥3：17)
3. 你們縱然動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讓太陽在你們含
怒時西落，也不可給魔鬼留有餘地。 （弗4：26-27)
4. 他(基督)在自己的身上，親自承擔了我們的罪過，上
了木架，為叫我們死於罪惡，而活於正義，‘你們是
因他的創傷而獲得了痊癒’。 （伯前2：24)
5. 你們的裝飾不應是外面的髮型、金飾、或衣服的裝束
，而應是那藏於內心，基於不朽的溫柔，和寧靜心神
的人格，這在天主前才是寶貴的。 （伯前3：3-4)
6. 你們應該彼此相愛,因為愛德遮蓋許多罪過；要彼此
款待，而不出怨言。各人應依照自己所領受的神恩，
彼此服事，善做天主各種恩寵的管理員。 （伯前4：
8-10)
7.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
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若3：16)
8. 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
：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若7：37-38)
9.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你
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 （若13：34)
10. 為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對自己眼中的
大樑竟不理會呢?（瑪7：3)
11. 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
給他開。 （瑪7：8)
12. 你們縱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東西給你們的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之父，豈不更將好的賜予求他的人?（
瑪7：11)
13. 你們先應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
給你們。 （瑪6：33)
14. 天主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只愛那些愛你們的人，你
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瑪5：45- 46)
15. 你們的光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
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瑪5：16)
16.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
瑪5：8)
17.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 （瑪5：9)
18. 斧子已放在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倒
，投入火中。 （瑪3：10)

Season II of ARISE Together in Christ will take place this
Lent. There will be six faith sharing sessions that invite us
to “Change Our Hearts”. The first session reflects on the
central call of Ash Wednesday to conversion, both as
turning away from and as turning toward. Over the next 5
weeks we will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felong conversion
via the great symbolic themes of the Lenten liturgy: being
transfigured; our thirst for God; living as children of the
light; changing out hearts of stone to hearts of flesh. Our
concluding session leads us into Holy Week
2/5,12 主日: 報名登記或更換小組,請鼓勵新教友參加
2/19 主日: 為ARISE第二季開始祈禱
請為ARISE第二季的順利進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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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Opening
Day Break Cares – Adult Day Care is seeking a fun loving
individual with a pssion for sserving seniors to oversee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of the Day Break Cares- Senior
Activity Center – Asian Program, including oversight and
training of activity assistants, client intake and assessment,
coordinate, plan, and implement daily center activities,
outreach and data collection.
For detail information, please click the link here: Senior
Services & Activities Coordinator – Bilingual Mandarin

Or contact Ken Wang or Rosa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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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