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明了

2020年4月19日

耶稣也会渴望与我们相遇。祂要把我们引向天父
难以理解的慈悲，引向祂那血和水涌出的心。

每一个灵魂是 圣若望保禄二世被纪念为大慈悲教宗。上主慈悲
多么地需要
天主的慈悲。
圣傅天娜
（St Faustina）

的讯息成了他的宗座形象；他的许多书函及讲道，
都以慈悲为中心，解答了世界的种种挑战。有一
次在克拉科夫上主慈悲圣殿，教宗说：“人最需
要的莫过于天主的慈悲；那爱是乐善好施的、是
慈悲为怀的、那爱把人从软弱中提升到天主圣洁
的无限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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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主题︓
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

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我们明了祂的慈悲远
超过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全心全意地信赖祂。这
就是上主慈悲讯息的中心点，我们要铭记在心，
同时付诸于行动：
祈求上主的慈悲。天主要我们时时祈祷，醒悟
悔改及求祂恩赐慈悲于我们及整个世界。
当天的经文
宗 2:42-47
咏 117:2-4，13-15，
22-24
伯前 1:3-9

要时时保有慈悲之心。天主要我们接受祂的慈
悲，继而通过我们流向他人。祂要我们对他人
扩展爱和宽恕，就如祂对我们一样。天主要的
是仁爱，不是祭献。

若 20:19-31

完全信赖主耶稣。天主要我们知道祂仁慈的恩
典有赖于我们对祂的信赖。

每周佳句

在宗徒大事录第二章：43-47，早期基督徒团体的
见证成为我们的典范：他们全心全意的团聚、擘
饼、祈祷、分享、见证。同样的， 在这个支离破
碎、极需天主慈悲的世界，我们的基信团可以成
为基督的有力见证。

祂的慈悲远超过 上主的慈悲永世长存。 让我们欣然接受，将之分
我们的罪。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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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 16/2020

Published by: Peninsular Malaysia Pastoral Team

api@archkl.org

上主的慈悲
永世长存

今

天的福音让我们看到多默向耶稣要求征兆，好让他
相信救主已复活。或许我们会满怀诧异地看着他？
抑或我们祈求不要像他一样？ 当我们见证仁慈的主迎向
一个充满疑惑的人，我们深信在我们充满疑惑的时刻，

愈

THEME FO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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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ESHIP : SENT WITH JOY TO HEAL.

Parish Pastor : Rev. Fr Xavier Andrew
Associate Pastor : Fr. Kenneth Gopal

Theme for April 2020
Evangelise/Call : I want Mercy not Sacrifice.

ii) 捐款 / 奉献 :

➢

教友们若要在这段时间为以下任何一项做出奉献:

(1) 资助教堂
(3) 祈祷室翻新

(2) 奉献弥撒
(4) PIHDM 食物银行

我鼓励您们使用网上转账本堂银行户口资料如下：
a) 银行：Public Bank Berhad
b) 户口持有人：Church of Visitation
c) 户口号码：3121194612
请在网上转账时注明以下详细的信息，以便堂区办公室能够妥善处理这些奉献：
(i)金额
(ii) 目的 - 以下任何一项：
(1) 资助教堂
(2) 奉献弥撒至 (名字) Mass Intentions for (name) – (为亡者灵魂意向、感恩意
向 或特别意向)
(3) 堂区奉献 Parish Donation / 祈祷室翻新 Adoration Room Makeover
(4) PIHDM 食物银行 (欲知详情，请联系 John Davidson (017 6158961) 或
Bernadette (012 2715840)
请把交易记录（Transaction Slip）以电邮至堂区电子邮址：
serembanvisitation@gmail.com，以便堂区办公室做记录用途

新冠肺炎（Covid - 19）的行动管制令期间

没有弥撒

教友们可浏览 www.heraldmalaysia.com 来获取先锋报最新讯息
堂区办公室将于以下日期关闭：
4 月 01 日 - 28 日。如有紧急状况，请联系 Nathan (012-684-0750) 或 Collins
(016- 3647506)
2020 年 4 月资讯 / 活动
i) 每周堂区奉献
4 月 11 & 12 日：无

请为亡者祈祷:
Vincent Toh Yew Sou (d.o.d : 14/04/20)
愿天主以永恒的光辉照耀她！

PARISH OFFICE HOURS
Monday - Friday
8.30am - 5.30 pm
Saturday : 8.30am – 7.00 pm
Sunday: 8.30 am - 3.00 pm
Confessions in Church ½
hour before all Weekend
Masses at availability of
priests

一份邀请: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祝大家平安！ 我与 Fr. Kenneth 有共同的希望。 我
们希望并祈祷，在新冠肺炎(Covid–19)期间 ，除了保持安全和健康之
外，你们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进行个人和家庭祈祷，阅读圣经，或者进行
一些静默祈祷。 即使您不熟悉静默祈祷，也要保持沉默，专注于呼吸并
每天都心存感恩。 这将协助我们消除压力，并使我们的心神平静。 让我
们也记得为所有新冠肺炎 (Covid–19) 的受害者，为亡者的灵魂和他们的
家人祈祷。 同时我们也要感恩，在前线的警察和医务人员付出的时间，
牺牲和奉献。
希望你们好好照顾自己。 愿主的祝福与和平常与你们同在！
Fr. Xavier 及 Fr. Kenneth 启

➢ 行动管制令下的葬礼准则
A) 在殡仪室或住家进行的 7 天追思祈祷，禁止公开给大众。家人只能
私下为亡者祈祷。堂区将会提供有关书籍供家庭使用。亡者家属可接
待访客为亡者做简短的祈祷及最后的敬意。
B)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卫生部的指示，神父所带领的葬礼弥撒和
守夜祈祷只能在住家或殡仪室进行，不能在教堂里进行，而且只有直
系亲属才能参与。
C) 应遵守其他公共卫生预防措施（社会隔离等）
D) 建议所有将在三月和四月举行的婚礼都展期。
4 月 20 – 24 日网上直播主日弥撒及平日弥撒， 网上直播网址：
www.Tv.ArchKL.org
星期六: 4 月 18 日 : 6.00 pm (国文)
星期日: 4 月 19 日: 上主慈悲主日 : 7.30 am (淡文)
9.00 am (华文)
10.00 am (英文)
3.00 pm (英文)
平日弥撒: 4 月 20 日 – 24 日 :
6.00 pm (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