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是生活的食粮，我们是祂的活肢体。祂
我不能在世上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为奉献自
己于天主以赔补我们的罪过（玛二六28；路
亲眼见到
二二19-20），好叫我们在天主的国里获得永
至高的天主子，生。当我们庆祝弥撒圣祭时，我们纪念的是
除了祂的至圣 基督一次赎罪的牺牲（伯前一19），藉着圣
神的大能，祂继续为我们的得救奉献了祂自
圣体圣血。 己。的确，这是同一个牺牲。只是奉献的形
圣方济各·亚西西
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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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圣体圣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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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Francis of Assisi）

当天的经文
申八： 2-3. 14-16.
咏一四七： 12-15.
19-20.
格前十： 16-17.
若六： 51-58.

每周佳句
耶稣是生活的
食粮，我们是
祂的活肢体
只供內部傳閱
BUL 24/2020

在加尔瓦略山的奉献是血腥的；但现在这奉
献已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基督现今已是在光
荣中。祂所祝圣的司铎们的言语及行动，成
就了圣体圣事。在成立圣体圣血时，司铎根
据圣经念出耶稣的话，同时铭记耶稣希望我
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祂，使十字架的牺牲得
以持续，直到祂再度来临（路二二 16-19；
格前十一23-26）。
当我们吃了主的体，喝了主的血，就与祂共
融也彼此共融，藉着分享这一餐，我们团结
共融就如基督所要我们共融的那样。这就是
为什么这一餐也被称为“神圣的共融”。我
们在基督的身体内成为一体。因此，弥撒圣
祭的牺牲也是教会和我们自己的牺牲。我们
“成为我们所领受的”（圣奥古斯丁）。为
了我们及全世界的救恩，我们在基督对父的
代祷中团结。基督徒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牺
牲。当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与圣血时，我们
死于自己。我们遵从天主的旨意，为他人而
活，并为他人多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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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主题︓
只要祢说一句话
我就会痊愈

成为
我们所领受的
体圣血是天主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教宗方济各
提醒我们，
“圣体圣血不是用来奖赏完美的人的，
而是赐给软弱者强有力的药物和营养。”所谓软弱者，
指的就是你和我。圣体圣血是耶稣白白地赐予我们的
礼物，强化我们去面对生活中的挣扎。我们的双目必
须常注视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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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圣母往见堂

THEME
FOR 2020 管制令堂区暂时办公时间
2020
年主题：
Monday - Friday
8.30am - 5.30 pm
DISCIPLESHIP
:
SENT
WITH
JOY
TO
HEAL
.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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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0 pm
Theme
for April 2020 星期六：8.30 amConfessions
in Church ½
（2020
年六月）
直到另行通知。
hour before all Weekend
PARISH OFFICE HOURS

85-A, Jalan Yam Tuan, 70000 Seremban
Tel : 06-7624468 / 7634934 / 7677542 Fax : 06-7677544
电邮 : serembanvisitation@gmail.com
网站 : www.visitationseremban.org
主任司铎 : Rev. Fr Xavier Andrew
副主任: Fr. Kenneth Gopal

Evangelise/Call : I want Mercy not
福传/召唤：
只要袮说一句话我就会痊愈

2020 年 6 月 13 / 14 日:
基督圣体圣血节： 申 8, 2-3, 14b-16a 咏 147, 12-13, 14-15, 19-20 格前 10, 16-17 若 6, 51-58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咏 147）
堂区奉献从 2020 年 3 月 18 日 至 5 月 31 日（于行动管制令期间）
资助教堂
祈祷室
累积数目 :
RM26,356.00
RM13,138.00
谢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PIHDM 食物银行
RM3,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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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教堂弥撒将于不久后恢复进行，敬请耐心等待。

Masses at availability of
priests

 心灵的共融 COMMUNION OF HEARTS：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我们被邀请参与
主的盛宴，一个属于我们和主之间友好的盛宴，在心灵上与主结
合，共融。尽管在这几个月中，我们无法在圣堂参与弥撒，亲领圣
体，但我们与主之间的情谊仍旧不受影响，保持不变。只要我们每
一天都惦记着主，并且通过心灵的交流与主相通，让主的爱在我们
心中愈发成长，我们的生命必能发生转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
天起与主相通，达到心灵的共融吧！主在等你，阿们。
祝大家过个充满恩典的基督圣体圣血节 ~
Fr. Xavier 及 Fr. Kenneth 启
 自从教堂关闭的这三个月期间， 本堂的奉献与捐款活动变得缓慢，不足以维
持整个教堂的开销。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这困难时期，许多教友也正面临财
务上的挑战。 因此，我们恳请大家依据能力做出奉献，并在此感谢所有已做
出奉献的教友们，您的付出我们万分感激。谢谢！
“应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初熟之物，去尊崇上主；这样，你的仓廪必充满粮
食，你的榨酒池必盈溢新酒。” 箴言 3： 9- 10
 6 月 13 日 – 6 月 19 日 网上直播主日弥撒及平日弥撒
网上直播网址：www.Tv.ArchKL.org
星期六：6 月 13 日：6.00 pm（国文）

堂区办公室最新运作时间：星期一 至星期五，8.30am – 5.30pm；星期六，8.30am – 1.30pm

教堂之环保计划将暂停进行直到另行通
知。请勿再将任何环保物品放置在神父
泊车位旁的环保站。谢谢!

Sacrifice.

请为亡者祈祷：
1) Arokiasamy a/l Soosay (d.o.d: 07/06/2020)
2) 所有因 Covid 19 新冠肺炎而离世的灵魂

愿天主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

星期日：6 月 14 日：7.30 am（淡文）
星期日：5 月 03 日：9.00 am（华文）
星期日：5 月 03 日：10.30 am（英文）

平日弥撒：星期一 至 星期五：6.00pm
（6 月 15 日至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