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关心你的
那位慈爱的
天父，明天和
每一天都还会
继续关心你。
圣方济各·沙雷氏

（St. Francis de Sales）

当天的经文
宗六： 1-7
咏卅二：1-2. 4-5.
18.19
伯前二： 4-9
若十四： 1-12

每周佳句
天主从来没有
抛弃我们
只供內部傳閱
BUL 19/2020

2020年5月10日

这首萦绕心头的曲调和歌词通常在我面对生命中的
每一个十字路口时浮现。也许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个
人的“包袱”或者是我所面临具有挑战性的里程碑
而产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永远是：“我今天、本周、
今年或是在我生命中所做的，是否足以在我身上反
映出基督？”

复活期第5主日

N E W WAY O F B E I N G C H U R C H

自从我皈依基督宗教以来，我意识到我的生活一直
是与主同在的旅程。将来应该也还会是这样。回想
我的生活，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真正孤单过。在我
生命中最美好或即使最糟糕的时刻，我也从不孤单。
耶稣一直陪伴着我。是的，喜怒哀乐的泪水都流过，
但总会有伴随着我生命中的天主在我身边。真的，
它给我带来了顿悟——事实是天主从来没有抛弃我
们。祂是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与我们同行的主。当
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
也要信赖我。”（若十四:1），祂要我们确信祂的
同在及天父的同在。这位救赎了我们、且为我们献
出生命的耶稣，决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抛弃我们！
此外，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我在父内，
父也在我内”（若十四：10）。耶稣这话语，不仅
帮助我们了解人生旅程的目的地，也帮助我们了解
如何到达目的地。归根结底，这是关于回归到我们
的天父那里，祂已为我们准备了地方（若十四：2）
；
只要变得更像祂的儿子，那位“……道路，真理和
生命”（若十四：6），我们就能到达那儿。
因此，正如我们所领受到的一样，让我们也响应号召，
成为近人们的陪伴者。通过这样做，我们在这旅程
中会更了解自己，我们在言行上会更相似基督。最
后，我们的道路将逐渐但肯定地会更接近我们与天
父的完全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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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主题︓丰盛的生命

天主与我们同行
你 还记得戴安娜·罗斯的那首著名的歌吗？
歌词如下：
“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
你喜欢生活展示给你的东西吗？
你要去哪里？你知道吗？”…

愈

芙蓉圣母往见堂
85-A, Jalan Yam Tuan, 70000 Seremban
Tel : 06-7624468 / 7634934 / 7677542 Fax : 06-7677544
电邮 : serembanvisita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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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09/10 日:
复活节第五主日：

Evangelise/Call : I want Mercy
福传/召唤：获得丰盛的生命

not Sacrifice.
Masses at availability of
主日弥撒前 30 分钟，神父将为教友办告解。
priests

 回到生命归于天主，我们的造物主 THE MOVER MOVES YOU：

宗 6, 1-7 咏 32, 22, 1-2, 4-5, 18-19 伯前 2, 4-9 若 14, 1-12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咏 32)

堂区奉献从 2020 年 3 月 18 日 至 5 月 03 日（于行动管制令期间）
资助教堂
祈祷室
累积数目 :

PARISH OFFICE HOURS
THEME
FOR 2020
2020
年主题：
堂区办公时间Monday - Friday
- 5.30 pm
DISCIPLESHIP : SENT WITH JOY TO
HEAL. 8.30am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
- 5.30– 7.00
pm pm
Saturday : 8.30am
牧民主题：喜悦中被派遣去治愈
Sunday:
8.30
am
3.00
pm
- 7.30 pm
Theme
for April 2020 星期六：8.30 amConfessions
in Church ½
（2020
年五月）
星期日：8.30 amhour
- 3.00
pm all Weekend
before

RM 13,910.00
RM 11,330.00
谢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PIHDM 食物银行
RM 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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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奉献弥撒
(3) 祈祷室翻新
(4) PIHDM 食物银行
本堂鼓励大家使用网际网络，转账于本堂银行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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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以方便堂区办公室妥善处理这些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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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意向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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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615 8961 或
Bernadette: 012-271 5840
** 请把交易记录（Transaction Sl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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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区办公室将于以下日期关闭：5 月 01 日 - 12 日。
如有紧急状况, 请联系 Nathan (012-684 0750) 或 Collins (016-364 7506)
请为亡者祈祷：
1）所有新冠肺炎亡者

愿天主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由于我国的行管令（MCO）已放宽，我们中的许多人将回
到自己的例常生活方式。之前的行管令（MCO）期间，大多数的我们已适应
了更平静，更多反省，甚至更加虔诚祈祷及奉献的自己：在许多的情况下，
当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的侵略时，我们依旧能够保持正确和
崇高的专注力——对准主的方向。我们相信即便那是“坏事”，也总是充满
主的祝福与恩典。因此，让我们继续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尽管我们回到了例
常的生活，却还是会保持醒悟：这次的疫情使我们更认识生命的意义，我们
的生命源自于天主。因此，当我们开启全新的生活时，依旧能够在任何的大
小事中继续光荣天主，而不是满足于个人的需求和贪婪，阿们。
愿上主的降福及平安常与你们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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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09 – 15 日网上直播主日弥撒及平日弥撒
网上直播网址：www.Tv.ArchKL.org
星期六：5 月 09 日：5.00 pm（英文）
星期日：5 月 10 日：圣召主日：7.30 am（淡文）
星期日：5 月 03 日：圣召主日：9.00 am（华文）
星期日：5 月 03 日：圣召主日：10.00 am（英文）

平日：5 月 13 日：7.00 pm（与廖炳坚总主教诵念玫瑰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