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话
耶稣为我们开辟新道路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 我 们蒙召不
是为了谴责和判断他人，而是承认我
们自己是罪人。我们要向天主请求宽
恕，祂愿意赐予我们获得新生命的机
会。

今 日福音记述耶稣宽恕淫妇的故事
（若 8：1-11）。在这个事件中，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经师和法利塞
人想要审断这位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
妇人，而耶稣却想要救她。耶稣来不
是谴责和判断，而是给予新生命。圣
史若望强调，经师和法利塞人这么做
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祂。

本堂神父：李光兴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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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场景也邀请我们每个人意识到我

助理神父：张思谦神父
电话：67604636

们都是罪人，邀请我们丢弃手中诽谤、
判断和说长道短的石头，有时我们总
是想要向别人扔出这三种石头。当我
们议论别人的长短时，就是在扔石头。
我们就如同福音中的那些人一样。

堂区秘书：Maggie Chia
电话：6769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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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福音的描述，最后只留下耶稣
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是唯一
一位没有罪的人，唯一一位可以向这
位罪妇投石的人，但祂却没有如此做，
因为天主决不喜欢恶人丧亡，但却喜
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
（则 33：11）。

耶 稣以令人惊叹的话语对妇人说：
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

耶 稣先是保持沉默，弯下身去，用
指头在地上画字。这像是提醒我们，
天主是唯一的立法者和判官，祂在石
板上刻写了十诫。耶稣对在场的人说，
谁没有罪，先向这妇人投石。也就是
说，祂在唤醒那些自称是正义的拥护
者的良知，但也提醒他们是罪人。他
们一听耶稣说，谁没罪就先投石，就
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地
都溜走了。

耶稣为她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
出自慈悲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她努
力不再犯罪。这是一个适用于我们所
有人的邀请。

在 这四旬期间，我们蒙召意识到自
己是罪人，并恳求天主的宽恕。宽恕
使我们得以和解、获享平安，同时也
使我们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历史。每一
次真正的悔改都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未
来、新的生命、美好的生命、摆脱罪
恶的生命，以及丰盛的生命。不要害
怕向耶稣恳求宽恕，因为祂给我们开
启那获得新生命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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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七个阶段
--- 江奇星神父（主徒会士）--尤其面对天父的至美，他清楚意识到：
“除非我能永远享有这至美，否则，
我生命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时间
极短，只约有三秒钟，这至美就消失
了。接着，他在这至美的冲激之下逐
渐苏醒过来。醒来时，脑海立刻呈现
非常清澈的认知，那就是：“世间的
一切美善、包括最纯真美丽的爱情，
在和这至真、至善和至美比较之下，
根本就是虚无！是零存在！”

开放圣体室

2022 慈善周 －捐款信封

好消息！
不需要预定！
请带好口罩。
时间：
周一至周五：早上 8 点半至晚上 9 点
周六至周日：早上 8 点半至晚上 7 点
公共假期 ：早上 8 点半至下午 4 点
来吧！来与耶稣谈心。耶稣等您呢！

请将捐款信封及款项投入圣堂前厅的
献仪箱内。谢谢！

堂区弥撒消息
其实这至真、至善和至美只展露极少
部分，并不完整，而且是在遥远之处
观看，时间又极短。天主如此隐藏自
己的美丽，就是怕脆弱的人性承受不
起；但已经让人痴迷不已了。
若翰神父苏醒之后，哭泣了很久，他
希望就此死去。他并非失去内心平安，
而是天主的美丽让他的灵魂承受不了。
他内心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他希
望能够再看见天主，因为天主是那么
的美丽，让人渴望再看见祂！但是另
一方面，他又很害怕如此的看见天主，
因为看见如此美丽的天主、却不能立
刻和祂永远在一起，这比死亡更难受
啊！
若翰神父说，经过那一次的超拔，让
他深深体会到，唯有天主才是最真实
的存在。世上的一切，太虚幻了，无
论多么美丽，都不值得去追求。
…待续

教区消息

堂区消息

1. 从 4 月起，主日弥撒人数将增加至
500 人。需要预定。
2. 平日弥撒增加至 70 人。无需预约。
3. 不需固定座位；弥撒后不需按顺序
离开。

圣周礼仪时间表
1. 和好圣事（需预订）
7/4 (周四)– 7 pm，8 pm
9/4 (周六)– 9 am，10 am
2. 圣周四弥撒（14/4）（需预订）
6.30 pm(英)，8.30 pm(英)
8.30 pm 弥撒后有明供圣体到午夜。
（明供圣体无需预订，需完成疫
苗接种。）
3. 苦难节礼仪（15/4）（需预订）
9.30 am(华)，11.30 am(英)，
3 pm(英)

2022 堂区主保
 三日敬礼
主题：大圣若瑟，病者之希望
（对身、心、灵的治愈）
日期：27/4(周三)，28/4(周四)，
29/4(周五)
弥撒：8pm (英)
讲道：Fr Gino Henriques
备注：无需预订、诚邀您来参与
 主保庆日弥撒
1． 30/4(周六)2． 30/4(周六) 3． 1/5(主日) 4. 1/5(主日) 5． 1/5(主日) 6． 1/5(主日) -

(需预订)
5.30pm (英)
7.30pm (淡米尔)
7.30am (华)
9.30am (英)
11.30am (英)
(吴主教主祭)
5.30pm (英)
弥撒后有游行

 给圣若瑟献花
1. 请使用链接或 OR 码在线上预订花
束，请尽早订购。
https://forms.gle/6gYsJsriGsaG3
kaK6
2. 截止日期为
29/4(五)
3. 利润将捐赠堂区
4. 请踊跃支持，谢谢

好消息
1. 从 4 月１日开始，参与平日弥撒无
需预订，但大节日弥撒除外。
2. 可参与任何一间圣堂的平日弥撒，
需扫描个人身份证。
3. 参与圣周四弥撒(14/4)及苦难节礼
仪(15/4)，需要预定，不限制堂
区，每人只限预订一次。
4. 预订弥撒的优先权将保留给在该堂
区注册的教友。

教委灵修讲座
主题：圣周的内涵与灵修
主讲：林长震神父
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周六）
时间：8 pm – 9.30 pm
Zoom ID：861 4222 7772
密码：014451

2022 四旬期线上宣道会
主办：教委礼仪组
主题：祈祷与爱德
时间：7.45pm – 9.15pm
形式：拜苦路、宣道、降福
Zoom ID：810 6459 7560
密码：968580
日期：最后一个（周三）
4月6日

马帅神父
“在爱德中彼此担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