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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2月份堂區通訊      第 66期 

 
                                                                                                                                                                                      

 神長： 陳峰神父                                                                                                                                                                                                                     

 滿而溢神父                                                                                                                                                          

    鍾子月神父                                                                                                                                                                                                                                                                                                                                               

 中文彌撒：每月第二、第四主日下      

                                午 2:00 p.m. 舉行。                                                                                                                                                    

（彌撒後安排有團體聚餐活動） 

 登記祈禱意向、安排為病患教友送聖

體，請與胡清茵姐妹聯繫。 

 和好聖事：每月第二、四主日下午  

                                 3:00 p.m.。                                                                                                                                                  

 聖經研習：                                                                                                                                                                                      

         每月第二及第四主日下午 1:00 p.m.，    

         於堂區會議室。每月第二週六下午     

         4:00 p.m.，於 Berkeley  Holy Spirit Parish-      

         Newman Hall（2700 Dwight Way, Berkeley,      

         CA 94704，5:00 p.m. 參加彌撒）。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Oakland Chinese Pastoral Center                        

 聯絡人：                                                       

 Anna Hu 胡清茵姊妹 
(510) 517-2017, annahu7@gmail.com 

 

 

   將臨期第二主日（甲年） 
 

 
 

        教會重要節日或慶典:       

• 12/09/13聖母無原罪始胎節   (節日) 
St. John 本堂英文部早上八點鐘跟晚上七點半有英文彌撒

來紀念這節日，希望大家能在當天參與彌撒。 

• 12/12/13 瓜達露北之母美洲主保  (紀念) 

• 12/24/13 聖誕節前夕 
St. John 本堂英文部 9:30pm 有聖誕節前夕音樂演唱會。 

St. John 10:00 pm 有聖誕節前夕彌撒。 

• 12/25/13聖誕節             (節日) 

St. John 本堂英文部聖誕節彌撒時間 8:00am, 10:00am。 

• 12/29/13 聖家節             (節日) 

• 1/1/14     天主之母節         (節日) 
St. John 本堂英文部在當天有兩台彌撒,彌撒時間 8:00am, 

7:30pm。 

• 1/8/14     主顯節             (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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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者若翰 福音：瑪三 1-12 無 

洗者若翰  

【福音：瑪三 1-12】 
1 那時，洗者若翰出現在猶太曠野宣講說：2 「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

3 這人便是那藉依撒依亞先知所預言的：「在曠野裡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該當

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4 這若翰穿著駱駝毛做的衣服，腰間束著皮

帶，他的食物是蝗蟲和野蜜。5 那時，耶路撒冷、全猶太以及全約但河一帶的人，

都出來到他那裏去，6 承認自己的罪過，並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7 他見到許多

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來受他的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教你們逃避

那即將來臨的忿怒？8 那麼，就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吧！9 你們自己不要思念說：

我們有亞巴郎為父。我給你們說：天主能從這些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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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固然用

水洗你們，為使你們悔改；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比我更強，我連提他的鞋

也不配，他要以聖神及火洗你們。12 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他要揚淨自己的禾

場，將他的麥粒收入倉內，至於糠秕，卻要用不滅的火焚燒。 

【經文脈絡】 
馬爾谷所敘述的「耶穌基督的福音」（谷一 1）由耶穌受洗開始，直到祂的復活為止。瑪竇福音則在頭

兩章講述「耶穌的童年故事」，由第三章開始基本上便跟隨馬爾谷福音的時間和地理的結構，首先敘述

若翰洗者的出現（瑪三 1-12），接著便是耶穌出現（瑪三 13～四 16）及祂的公開生活（瑪四 17起）。 

這個主日的福音便是有關若翰洗者的敘述，就內容而言還可細分為三小段：若翰的出現（瑪三 1-6）、

若翰的宣講（瑪三 7-10）以及預報默西亞的來臨（瑪三 11-12）。 

洗者若翰的出現 
大概於耶穌後 27 或 28 年左右，若翰開始在猶太曠野公開宣講。所謂「猶太曠野」，是指約旦河南端注

入死海附近區域，這個地方多岩石峭壁相當荒涼，距離著名的谷木蘭團體的聚集處不遠。很可能若翰最

初曾參加過這個團體，卻由於意識到自己獨特的召叫，便離開谷木蘭團體，轉而向以色列所有人民宣講。 

若翰宣講的基本訊息 
瑪竇福音中若翰的宣講和耶穌相同：「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參閱：瑪四 17）他要求群

眾悔改，意思就是離開他們直到如今的一切罪過（6），開始度一個結出「與悔改相稱果實」的生活

（8）。 

曠野中的呼號者 
瑪竇引用依四十 3的經文：「在曠野裡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

說明若翰就是那位「曠野中的呼號者」。曠野對於猶太民族而言，具有多重特殊的意義：曠野是特別接

近天主和祈禱的地方，也是對抗各種誘惑考驗的處所（瑪四 1），更是喚起以色列子民回憶在曠野流徙，

得到特別救援的恩寵時期。 

若翰的生活方式 
若翰的服裝使人想起「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帶」的先知厄里亞（列下一 8）；他以「蝗蟲和野蜜」作為

飲食，顯示他在曠野中的生活情況相當刻苦（參閱：瑪十一 18）。當時之人由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宣

講認出，他是天主在末世派來的先知（瑪十一 7-10）；在基督徒的眼光中，若翰則是再來到人間（瑪十

一 10），為默西亞準備道路的先知厄里亞（瑪十七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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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翰的洗禮 
這位巡迴的宣講者造成轟動，以致於「耶路撒冷、全猶太以及全約旦河一帶的

人，都出來到他那裡去，承認自己的罪過，並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5-6）

若翰所施行的洗禮和當時盛行的「洗禮運動」相較，具有四個特色：一次性、

由施洗者授與、宣講懲罰性的審判、要求承認罪過。 

這個洗禮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受洗之人必須完全浸入約旦河水之中，象徵洗

除罪過，然而必須透過承認罪過，表達真正的「悔改」，才能成為使人逃脫天

主憤怒之火的有效行動。不過，若翰的洗禮並不是基督信仰中的「聖事」。 

虛偽的猶太領導階層 
瑪竇將若翰的宣講表達為責斥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言論，若翰稱他們是「毒

蛇的種類」！這樣極度嚴厲刺耳的言語，在天主憤怒的審判即將來臨的背景之

下，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瑪二一 25-32 的經文顯示，其實當時的猶太領導階層並不相信若翰的洗禮，

因此他們前來受洗的行動是虛偽的，應該受到責難。 

悔改是得救的先決條件 
若翰有關悔改的教導基本上是根據先知們的宣講（參閱：亞五 23-24；岳二 12-13；依一 10-17 ），他的

洗禮要求人們「結出和悔改相稱的果實」，悔改是相當嚴肅的，必須呈現在外在行動上，只有真正的悔

改者才能得到救援。 

身份血統無足輕重 
以色列人一向以身為亞巴郎的後裔，以及帶有割損的記號引以為傲（參閱：若八 33；羅四 11），他們

甚至認為即使他們是罪人，但由於亞巴郎的功勞，使具有他們這樣血統和身分的人必定得救（出四 24-

26）。若翰徹底地顛覆這個信念，宣稱「天主能從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祂能夠隨意建立一個

「新以色列子民」，這個身分正是耶穌復活後基督徒對自己的認識。 

審判即將發生 
由於若翰確信天主的審判即將實現，因此強調要立刻和過去完全斷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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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火」是天主憤怒和審判的象徵（詠五十 3-4，七九 5）；

然而，真實悔改接受洗禮的人便能逃離懲罰，獲得救援。 

「更強者」 
在嚴厲的審判宣講後，若翰改變了音調，預告一位「更強者」將來到。若翰完全退隱在這位更強者之後，

自認為連替祂做最微賤的工作也不配。他們二者之間的區別首先表達在不同的「洗禮」中：若翰只是

「在水中」施行洗禮，那位更強者將以「聖神和火」施洗。「火」和「水」是對立的圖像，不論舊約或

新約都多次以火來象徵天主的審判（參閱：亞一 4；則二二 17-22；路十二 49；格前三 13-15）；而「聖

神」大概是後期基督徒加入於若翰之口，表達那位更強者將賦予得救的人恩寵。 

「末世」近在眼前 
審判的意思就是決定性地區分善人和惡人（參閱：瑪十三 40-43，二五 32-33），若翰在此又運用了另一

個象徵：分別麥粒和糠秕的簸箕：好的麥粒將透過簸箕掉落地面，而無用的糠秕則將被風吹散。由於

「更強者」已把簸箕拿在手中，準備揚盡禾場，說明末世的來臨已迫在眉睫。 

【綜合反省】 
若翰出現於一個特殊的時代，從年輕時便在曠野中生活，人們都稱呼他為「施洗者」。他呼籲人們立刻

悔改，以期待避免天主懲罰性的審判。對今日的基督徒而言，若翰的訊息並未喪失其重要性。我們在復

活的信仰中，看出若翰是耶穌的前驅（瑪三 11-12），再次來到的厄里亞（瑪十七 12），以及降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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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子的見證（若一 6-8、15）。我們期待耶穌基督再來，更該立刻悔改，結出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及

應有的態度。 

 

「聖家節」節日簡介 

「聖家節」是教會勉勵基督徒家庭，以耶穌、瑪利亞和若瑟所組成

的納匝肋聖家為榜樣與模範，抗拒一切相反基督徒家庭價值觀念的

外來威脅，而制訂的慶節。最早於十九世紀先在加拿大開始，後來

由於教宗良十三世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世界性的響應，但是一直到

1920年的彌撒禮儀本出版，才真正成為教會禮儀日曆中固定的節日，

於聖誕八日慶期中的主日慶祝，如果聖誕節恰好是主日，則在十二

月三十日慶祝此節日。 

 

堂區佈告   
• 十二月開始進入將臨期。為準備迎接主耶穌的來臨，在彌撒之後神父會為教友辦告解。希望各位教

友能在聖誕節之前能準備好來迎接主耶穌。 

• CCCSJ舉行將臨期避靜詳情如下。 

日期: 12/14/13 星期六 

時間: 8:30am-9:00am報到, 9:00am-4:30pm避靜 

地點: Sisters of the Holy Family, 159 Washington Blvd, Fremont, CA 94539 

主講: 滿而溢神父 

講題: 耶穌的誕生與救恩          

餐費: $10/人 

請在 12/10/13前報名及收到您的款項,好安排餐點的訂購及相關作業。您可以電話,電郵,及上門來報

名(晚 10點前) 

聯絡: 姚心蕊(510) 656-9168 shinrei98@gmail.com, 林惠美(510) 656-1558 hmlin@sbcglobal.net,  

王知行 (510) 656-1558 jyshing.wang@gmail.com(備註: 惠美和知行 11/23-11/29攜手翹家,請打擾心蕊) 

• 團體招募以下志愿人員为彌撒儀式服務，包括讀經員、信友禱詞、送聖血員、收奉獻、堂區報告員。

大家可在彌撒前後向黎碧詩姐妹報名參加，人员名單每月更新，事宜暫由黎碧詩姐妹跟進。 

• 狄主教贈與各團體的書(單樞機-生命告別之旅系列)。主教期望拋磚引玉，不僅是讓大家輪著看，並

希望大家能值此機會自高雄真福山多訂購一些書自留，並贈與教外的朋友，以介紹單樞機，認識天

主教，並贊助真福山天主教真福山社福文教中心的修建工程。                      

•   天主教中英對照舊約全書業已出版, 敬請踴躍訂購, 每本$10.00。 

•   天主教教理《簡編》每本$15.00,請大家把握這個充實教理知識的機會。 

•   堂區通訊歡迎大家投稿分享信仰生活的心得。 

•   十一月份第二主日彌撒奉獻所得:$ 123.00 。   

• 十一月份第四主日彌撒奉獻 $152.00 。 

•  十一月份第四主日團體奉獻 $77.00 。   

•  主日彌撒奉獻如開支票，抬頭請寫：Oakland Chinese Pastoral Center。團體奉獻如開支票，抬頭請   

寫： 

El Cerrito 華人團體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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