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对
天主有信心。
如果情况不如
人所愿，不要
灰心，因为他
今在、昔在及
将来永在。”
-圣斐理

在这一点上保禄宗徒激发我们信德和望德之间非常亲密的
结合。他确认事实上亚巴郎“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罗
马书4:18）。我们的希望不是由人的推理、 人的期望或人
的保证支配着。亚巴郎情况的事实很明显，一切都没有希
望了：他年老即将面对死亡，他的妻子撒辣也已“绝孕”。
对他们来说人生的终点将来临，他们决不可能有孩子，但
亚巴郎“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真是太妙了！伟大的望
德扎根于信德，正因为这种信德才能超越一切的绝望。是
的，因为望德不是根据我们所说的，而是根据“天主的话
语”。
亲爱的兄弟和姐妹们，今天让我们求天主的恩宠不把我们
的希望建立在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能力，而是建立在来
自天主应许的希望，因为我们的确是亚巴郎的子女。当天
主应许时，他将履行他的承诺，他永不失言，所以我们的
生活将承当崭新的光芒，因为我们意识到使圣子复活的那
一位也会使我们复活。我们将真实的与他结合，并连同我
们信德中的兄弟姐妹，我们全都会是一体；这是我们大家
的坚信。今天我们在此赞美主，我们将会唱“天主经”，
然后我们接受降福......但今天的这一切将会“过去”。但我
向你保证，如果我们今天敞开我们的心门， 我们大家将有
一日在天堂见面。在那时，在那天堂之处决不会有“过去”，
因为这是望德的诺言，因为这是天主的应许，这是我们的
希望，但我们必需先敞开我们的心门。✛

只供內部傳閱

成为充滿望德的使徒

说亚巴郎的信德是相信那位“…叫死者
复活，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罗
马书4:17）的天主。具体地说明：“他（亚巴郎）虽然快
一百岁，明知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老，撒辣的胎也已绝孕；
但他的信心却没有衰弱”（罗马书4:19）。看到了吗？ 我
们的召叫就是要渡这种经验的生活。向亚巴郎披露自己的
天主是救赎的天主。他使我们从绝望、从死亡中走出，因
为他的召叫是生命。在亚巴郎的故事中一切都是歌颂释放、
更新的天主，一切都是预言。在复活节我们庆祝耶稣复活
的奥秘时认出亚巴郎天主的预言也同样是我们的预言，但
达到圆满的境界，事实是因为“……天主使我们的主耶稣，
由死者中复活……”（罗马书4:24），因此在主耶稣内我
们也可以从死亡达到生命。亚巴郎现在可以说自己是“万
民之父”，因为他望德的光芒宣告了一群新人类 —— 那就
是我们！—— 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释放出来，一劳
永逸地把天主慈爱的拥抱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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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光荣与威能， 于

: RM 9,382.95

亡者灵魂祈祷

a) Gabriel Wong Chee Siong (d.o.d : 08/10/17)
b) Theresa Lee Seok Ee (d.o.d : 10/10/2017)

愿天

以永恒的光辉照

。 (咏 95)

5pm 玫瑰经 5.30pm 永援圣母经祈祷 5.45pm 圣体降福
6.00pm 黄昏弥撒

感谢教 的捐 ，愿天 赐福你们！
 信 会与天 教共 纪念礼仪
10 28 日
2.30pm 于 打灵信 会中心举
行， 意者请联系本堂，Christopher (0196216194)。报 截止日期于 10 22 日。
 堂 办 室于 10 18 日
休息一天 屠妖
节假期

请

23/10

依 45, 1, 4-6 咏 95, 1 & 3, 4-5, 7-8, 9-10a & c 得前 1, 1-5b, 玛 22, 15-21

他们！



语 1.00pm 国语

‚FORMED‛最佳操

呈现方法
33 天的晨祷 - 教导您将如何开始。
10 21 日，8.30am–1pm.鼓励所
日学 师/
工领袖/ 团/ 信团/青 /教 们参加。 日
弥撒 可以报 。(请携带智能装备如 电 ，
笔记本电脑， 板电脑等等)。 请联络 Eric
(012-2972413)

 巴哈伊信仰(Bahai)庆 巴哈欧拉(Baha
‘u ‘llah’) 辰 百 活 将于 10
22 日，3pm 在 MPS 大 进行。
‚ 们 所 巴哈伊信仰的朋 庆 快
乐‛， 兴趣参与此活 者，请联系
Christopher (019-6216194)。

贺所

兴都教的
姐妹
‚屠妖节快乐‛

日弥撒前 30

钟，

将 教 办告解。

五

Z- 13 (St. Matthew)

- No. 45, Jln Persiaran 7, Tmn Seri Pagi, Senawang

Z - 21 (Kg. Sebir)

- Chapel Cahaya Kristus, Kg. Sebir

Z –14 (St.
Alphonsus)

- No. 1, Jln TTJ 1 S, Impian Villa, Tmn Tuanku Jaafar

Francis Sinnappan (019-6217626)

祷会(英) 7.30pm 礼堂
省 APC，KL

欢迎本堂新教 或于本堂 近的大学 学院生，到
本堂办 室来填写个人资料，或电邮至
serembanvisitation@gmail.com
本堂将赠 Magnificat 祈祷卡一 ，作 您每日的
祈祷。
i) 每周堂 奉献
10

20/10

) 9.00-10.30am (英) 10.45-12.15pm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4.30pm 语(知知港)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Nancy ( 016-9162913)

语 1.00pm 没 国语弥撒

祷会(淡) 7.30pm 礼堂

时间

 10 份 信团 团弥撒 (Zone Mass)
Z-12 (St.Thomas)
- No. 134, Taman Seremban (Patricia Chan’s Residence)
19/10 四

每

日

星期

迎向圣母往见堂 170 周 纪念

的殿里。 (咏 22)

办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 - 5.30 pm
星期 ：8.30 am - 7.30 pm

十

(1848 – 2018)

生之 ， 要常住在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日学
淡 8.45-10.15am (
人慕道班:9.00-10.30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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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界限的见证

依 25, 6-10a 咏 22, 6b, 1-3a, 3d-4, 5, 6 斐 4, 12-14, 19-20 玛 22, 1-14

日
日弥撒

15 日

10

望德

堂

满望德的使徒

题

一

Albert Ezuli (018-2411663)
Sagayarajan (019-6841672)

 十 ——玫瑰经圣
玫瑰经祈祷的十个理由
(http://www.catholicgentleman.net/2018/09/ten-reasons-to-pray-the-rosary/
〜比方说 们的肺需要氧气，那
们的灵魂需要祈祷。
‚祈祷生活良好的人;必得善生 善终 获善终者，必定一 都很好。‛
〜在
的宝 前 一位强大的天 工 和代祷者，可以
们进入天堂，
们
的祈祷生活，激励 们将精力集中在
们的天
– 她就是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 个祷词，能 满她喜悦的心 – 就是圣母经 至圣玫瑰经。 每
们
以专注的心和诚挚的心祈祷圣母经，圣母的心将 满了喜悦

法蒂玛圣母
*拯救 们的孩子

圣母的封号
* 治 们的疾病

教宗圣若望保禄 世 * 内心的 安与灵魂

家庭而言
*这是一个圣经祈祷方式

世界和
*
们 过逆境


‚迎向圣母往见堂 170 周 纪念‛
。请联络 Charles Fernandez(012-3820471)
~ 纪念特刊小 –呼吁志愿者加入并
~ 欢迎教 提供本堂 史文物。请交给堂 办 处。
~ 信仰 育班文化呈现于 11 18 日
7.30pm 在本堂礼堂举行，欢迎大家出 。
 赫
也将于 10 16 日至 20 日前往泰国曼谷出 ‚宗教交流大会 (FABC)‛。
 2017 朝拜圣体大会暨梵蒂冈国 展览会之‚圣体圣 ，世界的奥迹‛
日期 2017 11 11 日 星期
时间 8.30am-4.00pm 地点
打灵再也圣依纳 堂。*弥撒 可开
始接受报 参加，或联系 Spencer: 012-23256718



本堂多媒体小

将于 10

28 日，9.30am 在祈祷室召开会议。

⃣2017 天 教 文青 大集会—飞跃吧！ 轻的心！⃤12 7 日至 10 日
脚圣安纳堂 对象 15 岁-25 岁青
乐捐 RM200 报
杨浩

地点

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