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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话
耶稣的爱开启希望的视野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 天 主爱我们
比我们爱自己还要多，正是这爱使我
们成为新造的人。今天的福音记述耶
稣在受难前给门徒们的一条新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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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在十字架上所展示的爱，是能
把我们铁石的心转变成血肉之心的唯
一力量，这爱使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
敌和宽恕冒犯过我们的人。事实上，
耶稣的爱能让我们将对方视为耶稣的
朋友圈中的一员或未来的成员，它促
使我们对话，帮助我们彼此聆听和互
相了解。

2022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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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天主看了认为好

（若 13：34）。

是 耶稣首先爱了我们，尽管我们有
人性上的限度和软弱。祂使我们相称
于祂永无止境的爱。耶稣给予我们一
条新命令，祂要求我们不仅用我们的
爱去爱，而是以祂的爱来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以信德呼求，圣神将把耶稣
的爱倾注在我们心中。通过这种方式，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彼此相爱。天
主爱我们比我们爱自己还多。如此一
来，我们可以向四处播撒爱的种子，
它将更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开启希
望的视野。耶稣始终开启希望的视野，
祂的爱打开希望的视野。

在 旧约中，天主吩咐祂的百姓应爱
人如己。耶稣给予门徒们这条命令的
新颖之处，就在于随后加上的那句话：
如同我爱了你们，也就是说，主耶稣
为我们牺牲了性命。天主的爱是普世
性的，是无条件和无限制的，这爱在
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在那极度屈尊
就卑和完全信赖天父的时刻，天主子
把圆满的爱赋予了世界。

耶 稣的爱使我们成为天主的新子民，
即教会。在教会内，所有人都蒙召爱
基督，并且在祂内彼此相爱。

天主于是造了地上的生物，各按其类；各种走兽，各
按其类；以及地上所有的爬虫，各按其类。天主看了
认为好。（创 1：25)
张三养了一只猫，他觉得猫长相不凡，就叫它虎猫。
朋友 A 说：老虎固然凶猛，不如龙的神奇莫测，不如叫
牠龙猫。
B 说：龙固然比虎神奇，但龙升天需要依附云彩，云岂
不是超过龙吗？叫牠云猫吧！
C 说：云虽然能遮天，但风一来就消散无踪，不如叫风
猫吧。
D 说：风一碰到墙，就被挡住了，不如叫墙猫；
E 说：墙最怕老鼠打洞，还是叫牠鼠猫吧。
张三哈哈大笑，说：捕捉老鼠本来就是猫的本性，猫
就是猫，为什么要让牠失去本来的面貌呢？

默想：
天主所造的都是好的，“天主看了认为好”。
学习尊重和接纳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物，其中必可看
到天主的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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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七个阶段
--- 江奇星神父（主徒会士）--说完，耶稣呼出最后一口气，傅天娜
的灵魂顿时彷佛因痛苦而解体了，在
哭泣中苏醒过来。傅天娜伤心的说道：
“我所爱的人死了，有谁能了解我的
忧苦呢？”的确，除非你也有此超拔
恩宠，否则，你不能了解傅天娜这种
痛苦，到底是怎样素质的伤心与痛苦。

堂区消息
参与弥撒人数
人数 完成 合力 未 身份
接种 追踪 接种 扫描
✓
5.30pm 1000 ✓
(周六)
主日
弥撒

7.30am

✓

✓

500

✓

✓

平日弥撒 100

✓

圣时
500
(首周五)

✓

8·神秘清明
“神秘清明”是超拔结合的一种。人
置身在此超拔结合中，物质性完全消
失，进入一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
神域，整个灵魂沈浸在属灵的无上清
明，在其内毫无罪恶的阴影。
相较起来，深度默观祈祷中所经验的
心灵清明，远不及此神秘默观所经验
的心灵清明。若翰神父就有此经验，
因此他说，有深度默观祈祷和神秘清
明经验的人，可比较二者的差别。
…待续

500

9.30am 1000

✓

✓

11.30am 1000

✓

✓

5.30pm
若翰神父亦多次经验这神秘境界，有
各过不同形式的内容。有一次，他在
超拔中非常想念天主，但是他却经验
到，这种想念要经过一千年的等待才
能和天主在一起。他顿时痛苦非常，
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无尽思念的炼狱，
同时开始了解在炼狱的痛苦和煎熬。

教区消息
2022-2023 慕道团新旅程

圣神降临大会

传福音是每一个教友的责任！
你是否尽力向身边尚未认识基督的朋
友传播喜讯呢？
机会来了！邀请他们加入充满甘榜精
神的慕道团体。认识基督，走向幸
福！（实体聚会，远程的朋友可通过
ZOOM 参与。）
启程：7 月 14 日
（逢周四 8–9.45pm）
联络：94524234（玉莲）
91547689（秀美）
电邮：peter.zhang@catholic.org.sg

主题：在圣神內过属灵的生活
主讲：林长震神父
日期：5 月 16 日(周一、假日)
时间：1.30 pm – 5.30 pm
地点：Zoom 与 Youtube 同步直播
Zoom ID：860 9411 6971
密码：hscome
Youtube 链接：
https://youtu.be/dGU-DcUTArc

✓

备注
1. 从 5 月开始，取消弥撒预订，您
可到任何一间圣堂参与弥撒。
2. 参与任何教会活动，请携带“合
力追踪”及身份证。
3. 500 人以上的活动
• 需完成疫苗接种
• 需扫描合力追踪，以确保接种。
4. 500 人以下的活动
• 需扫描身份证，以计算人数。

潮州炼灵会消息
1. 圣若瑟敬礼
日期：每月发第一个周三
时间：8.pm – 9.30 pm
地点：圣堂前厅
2. 学习潮州经文
时间：8.pm – 9.30 pm
地点：摩迪楼
日期：逢周四
1) 第二个周四－学炼灵经文
2) 第三个周四－学圣若瑟经文
3. 潮州讲座
讲员：黄贵娟修女
日期：每月的第四个周四
时间：8.pm – 9.30 pm
地点：摩迪楼
有兴趣参与者，请联络
93854223（华语－Agnes Low）
97736325（English－ Agnes Tan ）

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弥 撒
主祭：张思谦神父
日期：5 月 22 日(主日)
时间：7.45 pm – 9.15 pm
地点：圣雅丰索堂
方式：双语弥撒、诵念玫瑰经、见证
联络：98184769（何国章）
82907372（陈文祥）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2022 年
课程（7-11 月）推介会
日期：2022 年 5 月 28 日（周六）
时间：8 pm – 9 pm
内容：耶稣比喻的讲座，及各门课程
的介绍（开设两门新课程）
报名：神学院网站直接报名，或联系
中文部执行秘书王雯
（电邮：mandarin@ctis.sg)
Zoom ID：863
密码：1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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