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的话  

绝不与魔鬼对话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四旬期第一

主日指引我们，在面对诱惑时，要选

择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所走的道

路。 

今日福音记述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

禁食后三退魔鬼的诱惑（玛 4:1-11）。

魔鬼首先建议饥饿的耶稣把石头变成

饼，但是耶稣明确地答说：人生活不

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一

切言语（4）。 

接著，魔鬼试着测试耶稣对天主的

信任，怂恿祂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

经上记载天使会来拯救祂。耶稣不让

自己受到诱惑，因为信天主的人知道

天主不会使他受考验，而是要使他信

赖祂的美善。为此，耶稣回答魔鬼说：

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7）。 

 

 

魔鬼在第三次诱惑中，向耶稣提出

政治性的默西亚观念；但是耶稣拒绝

了对权力和人类荣耀的崇拜。最后，

祂赶走诱惑者，对牠说：去罢，撒殚！

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

天主，唯独事奉祂（10）。 

耶稣没有与魔鬼对话，祂以天主圣

言回答魔鬼。耶稣的经历能帮助我们

提高警惕，绝不要屈服于任何偶像。

永远不要与诱惑对话，也不要与魔鬼

对话，今天撒殚依然侵入我们的生活

中，试图以牠诱人的建议来引诱人。

牠把自己的声音与各种力图控制我们

良知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耶稣的经历教导我们，诱惑是试图

走一条有别于天主所要求的道路。这

条道路给予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自给

自足和把享受生活作为终极目的。但

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们很快

就会意识到，离天主越远，我们在生

存的重大问题面前就显得越无助和软

弱无能。 

愿那压碎魔鬼头颅的上主的母亲在

这四旬期帮助我们警惕诱惑，不要向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偶像屈服，在与邪

恶的对抗中跟随耶稣；好使我们如同

耶稣那样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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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6 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 

信仰知识问与答  

（摘自生命泉源－问问程神父） 

问： 

神父，弥撒中，领圣体礼的天主经为何不念‘阿们’？

念与不念有何差别？  

 

答： 

在弥撒中的天主经，的确在‘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之

后，不说‘阿们’的。 

这并不是因为删去了或忘记了，而是因为弥撒中的天主

经是加长了的，所谓‘embolism’，即： 

主祭：上主，求祢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

时代得享平安；更求祢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

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

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信友：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祢。 

那才正式完结这加长的天主经文，而这加长的对答，就

代替了‘阿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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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七个阶段  

--- 江奇星神父（主徒会士）--                   

 

除非人分享天主的本性，以天主性能

力面对天主的美丽，否则直接看见天

主本体之美，即便只是几秒钟，人会

渴望和天主永远生活在一起而陷入极

度痴狂，最后会导致精神崩溃和心灵

干枯而死。所以旧约提到人不能直接

看见天主的面，否则会活不了，因为

天主的美丽，绝不是脆弱的人性可以

承受得起的(出 33：20，依 6：5)。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超拔结合者，

也只能在远处不清晰地默观天主，而

且时间很短促。 

 

也许很多灵修人羡慕那有超拔结合恩

宠的人，其实也不要太羡慕他们。的

确，有超拔结合经验的人，是有福气

的，不过却也是极难忍受的。自此，

他们要很有耐心的活在这世上；因为

凡看到了天主的背影，而不极度渴望

无止尽地享有天主，那绝不是灵魂之

所以是灵魂的本相。 

              

             …待续 

堂区消息  

四旬期潮语拜苦路  

日期：每周五 

时间：6.30pm – 7.30pm 

地点：苦路山 

集合：圣堂门口 

 

四旬期拜苦路（英语）  

从 2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 

每逢周五晚 

拜苦路：8pm 

弥撒：8.30pm 

地点：圣堂 

 

四旬期北区忏悔礼  

3 月 13 日（一） 复活堂 10.30am 

& 8pm 

3 月 14 日（二） 海星圣母堂 8pm 

3 月 15 日（三） 圣神堂 10.30am 

& 8pm 

3 月 16 日（四） 圣若瑟堂 8pm 

3 月 20 日（一） 圣安东尼堂 8pm 

3 月 21 日（二） 君王堂 10.30am 

& 8pm 

 

 

 

圣周时间表  

４月份  

1 日(六) 

2 日(日) 

圣枝主日 

5.30pm 黄昏弥撒 

7.30am(华) 

9.30am / 11.30am / 5.30pm 

弥撒前于益群堂祝福圣枝 

6 日(四) 

圣周四 

6.30pm / 8.30pm 

弥撒中有洗脚礼 

8.30pm 弥撒后在益群堂有 

朝拜圣体至午夜 

7 日(五) 

受难节 

守大小齋 

9am(华) 

11am / 1pm / 3pm 

（3pm 有英语拜苦路） 

8 日(六) 

圣周六 

7.30pm 

复活前夕弥撒及领洗 

9 日(日) 

复活节 

7.30am(华) 

9.30am / 11.30am / 5.30pm 

2pm(华)－领洗 

弥撒中有洒圣水 

 

二手货交易  

堂区 Laudato Si 团体将举办二手货交

易活动。    

日期：3月 4日、周六、5pm - 7pm  

   3 月 5 日、主日、9am - 1pm 

地点：St Joachim Room （餐厅右侧） 

利润将捐赠圣文生善会，以资助贫困

家庭及有需要的人。 

 

 

教区消息  

2023 四旬期宣道会  

时间：每周三、7.45pm开始 

形式：拜苦路、弥撒、宣道 

日期：5个周三 

3 月 1 日： 

圣雅丰索堂 

张伟刚神父 

主题：悔改 

3 月 8 日： 

耶稣复活堂 

萧永伦神父 

主题：服侍 

3 月 15 日： 

耶稣复活堂 

张思谦神父 

主题：顺服 

3 月 22 日： 

圣雅丰索堂 

陈一强神父 

主题：复生 

3 月 29 日： 

圣雅丰索堂 

张利勇神父 

主题：自由 

 

2022 婚前预备课程  

日期：5/3 及 12/3 (主日) 

时间：9am - 5pm 

地点：博爱村 Agapa Village 

           7A Lorong 8 Toa Payoh 

           S319164 

报名费：$160/一对 

报名表格：

https://tinyurl.com/ACAMPC2023 

联络：91271710（丽娟） 

   98524047（秀琼） 

 

 

 

 

 

中国人过年，喜欢用福字来表达心愿。 

福字右上边的一代表天；中间的口代表人；下面的田代表地；

左边的示代表神，意思是：一个人活在天地间，旁边有神的陪

伴就是福。我们基督徒时时刻刻有三位一体的天主、唯一真神

的陪伴，是真福。 

耶稣的山中圣训，说的也是福：真福八端（玛 5：3-10）。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

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饫。怜悯人的人

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

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

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启示：   

5. 敬畏天主是福：（德 1：13） 

  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 

6. 信靠天主是福：（训 3：12） 

   人类的幸福，只有此生欢乐享受，享受自己一切的劳动所

得，也是天主的恩赐。 

7. 喜乐是福：（斐 4：4） 

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 

8. 平安是福：（若 14：27）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

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