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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神父 : 杨光明神父
副本堂神父:邓文平神父(016-7171802)
助理神父 : Fr. John Pereira (017-7702802)
牧民助理 ：Dcn. Martinian Lee (012-623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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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教宗的祈祷意向 :
为家庭的可贵
愿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做之深具影响力
的决定，能保护家庭，并视其为人类的
瑰宝。
☆☆☆☆☆☆☆☆☆☆☆☆☆☆☆☆☆☆☆☆☆☆

八月份教理班讯息:
教理班 8 月 17 日-31 日放假, 9 月 7 日复课.

 肯定式探询(AI)培训营
传达甲柔教区主教的宏愿
肯定式探询(Appreciative Inquiry)是一种
日益受到欢迎的组织变革方法。它藉由鼓励
人们去研究、讨论并建立有效用的而不是试着
去修正不管用的部分。
日期：8 月 22 日（三）公共假期
时间：早上 9.00 至下午 5.00
收费: RM10.00(含午餐及茶点)
地点：St James 大礼堂
讲师：黄瑞俊神父
报名截止日期: 8 月 18 日
弥撒后请到圣母亭向华文教务促进会报名.
＊＊＊＊＊＊＊＊＊＊＊＊＊＊＊＊＊＊＊＊＊＊

◆ 堂区网页已恢复运作，教友可到以下网
址浏览： https://www.shcjb.org/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
星期六:上午九时至下午一时
星期日:上午九时至中午十二时
午餐：下午一至二时(休息)
*公定假日休息
堂区秘书：Ms Carol Tay
丧事联络处：012-7867280
教区辅导专线：016-7099465

圣母升天节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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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一) 沒有弥撒
(二) 早上 6.30 弥撒
(三) 圣母升天节 傍晚 6.30(英)晚上 8.30(华)
(四) 早上 6.30 弥撒
(五) 早上 6.30 弥撒
(六) 傍晚 6:00 (英)
(日) 乙年 常年期第廿主日
上午 7:45(英),9:45(华),傍晚 6:00(英)

幼儿洗礼: 8 月 26 日(日)

日期：8 月 15 日(星期三)
时间：傍晚 6.30 (英语)
晚上 8.30 (华语）
(请注意：这一天是当守的节日，
教友有义务来参与弥撒如同主日一样.)

Weekend With Rabboni 圣召生活营 （双语）:
欢迎 18 岁以上男女青年参与这探索圣召的活动.
日期 ：9 月 1 日(六)早上 10.00 至 2 日(日)中午 12.00
地点 ：居銮嘉诺撒修会的绿洲灵修中心(Oasis Centre)
此项活动是免费的 .
有意者请联络 Sharon Lee 019-7272861
Jacqueline

12-08-2018 乙年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圣堂办公室办公时间表：

016-6057671

 2018 年四教区讲习会
主题 ：让婚姻与家庭朝向爱的喜乐
日期 ：11 月 29 日(四) 至 12 月 02 日(日)
活动与住宿地点： Bayview Hotel Melaka
(Jalan Bendahara, 75100 Melaka)
主办单位：天主教马(西)新华文教务促进联合会
承办单位：甲柔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
讲师：叶佳艷教授(台湾辅仁伦理神学教授)
报名费：每人 RM400(包括讲习会及 2 人 1 房住宿及膳食）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8 月 31 日
弥撒后请到圣母亭向华文教务促进会报名.
报名＆询问负责人：朱秀珍姐妹 012-7097118

时间：上午 9:45 的华语弥撒中进行
*请父母尽快向办公室登记,一齐呈上幼儿报生
纸影印本、父母在教堂举行婚配及公证结婚
证书影印本各一份。
报名截止日期: 8 月 19 日
**洗礼前准备的讲座: 8 月 25 日(六)
时间：上午 10:30-11:30
地点：St.Andrew 室.
*父母和代父母必须出席.
＊＊＊＊＊＊＊＊＊＊＊＊＊＊＊＊＊＊＊＊
*谢谢教友弥撒的慷慨奉献：
03/08 (五) 8.30 pm : RM 717.00
04/08 (六) 6.00 pm : RM3212.00
05/08 (日) 7.45 am : RM2524.00
9.45 am : RM2384.00
6.00 pm : RM4166.00
*第二次收捐，为贫苦及弱势的兄弟姐妹.
04/08 (六) 6.00 pm : RM2302.00
05/08 (日) 7.45 am : RM1685.00
9.45 am : RM2269.00
6.00 pm : RM3067.00
＊＊＊＊＊＊＊＊＊＊＊＊＊＊＊＊＊＊＊＊＊＊

*圣物店营业时间*
星期五至星期日 早上 9.00–下午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