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8 月 7 日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心灵驿站——主恩赐的人生路
天主给你最好的十字架，也给你最相应的恩宠。
（师主篇）
天主给甲乙丙三个人各两个包袱，要他们在人生的道
路上竞走，终点是幸福。
甲走得很痛苦，他觉得身上的包袱很沉重，几乎把他
压垮了；乙走得很愉快，但速度很慢，渐渐地也觉得
有点吃力；丙边走边快乐地哼著歌，且健步如飞，一
下子就到达了终点：幸福。
天主在幸福终点等待着他们。
甲：为什么乙和丙走得这么快乐，我却走得这么痛
苦？难道祢给我的行李特别重？
天主：你们包袱的重量都是一样的。这两个包袱，一
个装的是痛苦，一个装的是快乐。你把痛苦的
包袱挂在前面，快乐的包袱挂在身后，所以你
只看到痛苦，看不到快乐，当然走得难过又疲
惫。乙把快乐的包袱挂在胸前，痛苦的包袱扔
在背 上，眼睛看 到的都是快 乐，当然 走 得愉
快。丙把放快乐在前．痛苦在后，还在痛苦的
包袱上剪一个洞。他一面走，痛苦就一面掉在
地上 ，身上的担 子减轻了， 所以走得比 谁都
快。
天主也给我们每人两个包袱，里面同样装着快乐和痛
苦；我们无法要求天主收回痛苦的包袱，但我们却可
以自由选择面对痛苦的方式。除了快乐和痛苦的包
袱，天主还另外给了我们一样东西，让我们去剪破盛
装痛苦的包袱，这是一把神奇剪刀，它的名字叫做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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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点出了醒寤
的另一个层面：准备好与上主的最终
相遇。上主提醒我们，生命是迈向永
恒的旅途；因此，我们蒙召把所有才
华发扬光大，绝不忘记我们在此没有
常存的城邑，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邑。

在今天的福音里（路

12：32-48），

耶稣说：要把你们的腰束起，把灯点
著（35），福音所指的装束意指朝圣
者的态度。

这 意味著别在舒适安全的居所扎根，
却要怀著朴实而信赖的心依靠天主的
圣意，祂带领我们走向下一个目的地。
上主始终与我们同行，经常引领我们，
以免我们在艰苦万分的旅途中犯错误。
信仰生活绝非静止不动；相反地，上
主亲自日复一日地指引新的阶段。

（希 13：14）。就这个愿景来说，每
个瞬间都成了宝贵的，所以在现世生
活和行动时，必须同时思念著天乡。
双脚立足于地，在人世间行走，在尘
世工作，在世上行善，而心思意念牵
挂著天乡。

将 来等著我们的是永远的福乐，这
是我们确实无法理解的喜乐，但耶稣
给了我们些许概念，说：主人来到时，
遇见醒寤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
他们坐席，自己前来伺候他们（37）。

点 燃的灯火照亮黑夜，需要活出真
实又成熟的信德，才能光照许多生命
的黑夜。然而，信德之灯必须在不断
祈祷和聆听圣言中得到滋养。为此，
我们要随身携带福音书，以便随时阅
读，在圣言中与主相遇。

这 是一盏与耶稣相遇的灯；我们受
托呵护这盏灯是为了众人的益处。因
此，我们不能因为确信自己必会得救，
就不问世事，对他人漠不关心。真正
的信德向近人敞开心扉，激励我们与
弟兄姊妹，尤其是与困顿的人具体共
融。

天 国永恒的喜乐如此展现出来：情
况将彻底翻转，我们不再是仆役、不
再侍奉天主，而是天主将亲自服事我
们。耶稣此刻就这么做：耶稣为我们
祈祷，眷顾我们，祂为我们恳求天父。
耶稣现在正在服事我们，做我们的仆
役。只要我们想著最终要面见慈悲为
怀的天父，我们就会充满希望，这将
激发我们不停努力地修炼圣德，建设
更正义、更友爱的世界。

灵修的七个阶段
--- 江奇星神父（主徒会士）--

*基本上每一个超拔都有它的平安性，
即便是“神秘伤心与痛苦”依然有深
沉的内在平安。不过像“神秘清明”
这类的超拔，最具属神平安的特色与
感受。
*基本上每一个超拔结合都有它的意
义，但是唯有“神秘生命意义”的超
拔结合最突显“意义类”的内涵。
*基本上每一个超拔结合，都有它的
神圣性，但并非所有的超拔都突显这
特色。例如“神秘想念”，这神秘经
验并非毫无神圣气息，只不过它特别
突显“思念”的特点。
*很多的超拔结合有其寓意性，例如
“天使用镖箭刺穿大德兰的心灵”，
它的寓意就是‘使旧我死亡”并“燃
烧对天主的爱火”。并非所有的超拔
结合有暗示性，例如“神秘生命意
义”，就不具寓意性，此类超拔结合
直接表达“生命的意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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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圣母敬礼：

吴诚才总主教新任命

为增强信友灵修，共建堂区活力，我
们将陆续为您推荐堂区的各个团体。
若您有感召，想要参与，请联系有关
负责人。
本月介绍：辅祭员（请参阅英文版）

圣母态像游行：10 月 7 日（周五）
九日敬礼：从 8 月 6 日开始，在周末
的弥撒中将诵念：
“敬礼圣母无玷圣心祈祷文”
为期九周。

1. 接受任命：
吴诚才准枢机主教（红衣主教）
将飞往罗马接受新任命
日期：8 月 27 日
时间：10am （新加坡时间）

维修工程

活泼乐龄（GLAD）

圣堂前厅的屋顶及苦路站正在进行维
修工程。请教友们注意安全。

活泼乐龄小组即将恢复活动。

平日弥撒
从 8 月开始，平日弥撒将恢复。
地点：小圣堂
早晨弥撒：6.30 am（周一至周六）
黄昏弥撒：6.30 pm（周一至周五）

国庆日弥撒
日期：8 月 9 日（周二）
时间：9 am
地点：圣堂
注：当天没有黄昏弥撒

圣母升天（当守瞻礼日）
• 前夕弥撒：8 月 14 日（主日）

为能更好的服务乐龄朋友，小组敦请
您能参与民意调查，以便小组进行策
划工作。
实践课程：学习电子、网络
指导：陈中明兄弟
日期：8 月 14 日
（每个月的第二个主日）
时间：8.30am - 10 am
地点：课室＃02-04
学习：浏览 myCatholic.sg 及
教会网站
携带：个人智能手机

为圣召守圣时（修生主持）
日期：8 月 18 日（周四）
时间：8 pm
地点：小圣堂

时间：5.30pm（未接种）
• 当日弥撒：8 月 15 日（周一）
时间： 6.30 am（未接种）
6.30 pm（已接种）
8.30 pm（已接种）

儿童弥撒（英语）
日期：8 月 20 日（周六）
时间：5.30 pm
地点：圣堂

请参阅：
https://www.catholic.sg/becomingcardinal/#consistory

2. 感恩弥撒
日期：9 月 8 日（周四）
时间：6.30 pm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
欲参与感恩弥撒，请上网
myCatholic.sg Events Hub 预订

粤语避静 2022
主题：乘风破浪
日期：8 月 9 日（周二、公共假日）
时间：9am - 6pm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形式：玫瑰经、敬拜赞美、见证、
治愈、弥撒

灵修讲座
主讲：王春新神父
主题：散发智慧的年岁足迹――
一起变老
日期：8 月 21 日 (主日)
时间：2.30pm - 5pm
地点：博爱村 Agape Village
联络：97296307（文珠）
96521903（丽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