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保罗帮我们理解，什么是基督徒的希望。而我们说，它不是乐观的
，它是另外的东西。而使者正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叫我
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罗马书 15：4-5】。在
“罗马书”的信中，它们被显示两次。那他们最深刻，最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
而它们又以何种方式阐明现实的希望呢？这两种态度，就是忍耐和安慰。

成为充滿望德的使徒

我们可以形容忍耐为耐心：它是能忍受的能力，用肩膀去背负的能力，“支
持”，坚持忠实，即使负担似乎太大，难以承受，使我们禁不住要负判断和
放弃一切和大家。安慰，相反的是能够接收并在任何情况下显示的恩典，即
使是在那些失望和痛苦里，天主慈悲和行动的存在。圣保罗提醒我们，特别
是从圣书里，传送给我们忍耐和安慰【罗马书 15：4】。一开始，天主的话
语指示我们把目光投向耶稣，更好地了解他，符合他，并效法他。其次，天
主的话语揭示我们，天主是真正的“忍耐和安慰的天主”【罗马书 15：5】，
永远忠实于他对我们的爱，即是他坚持爱我们，并不烦厌的爱我们！他是执
着：他时时刻刻都爱着我们! 他照顾我们，用他的善良和怜悯的爱抚，包裹
了我们的伤口，那就是，他在安慰我们。而，他是不愿其烦的安慰我们。

2017年12月31日
圣家节

使

使徒也因此确认，“我们强壮者，该担待不强壮者的软弱，不可只求自己的
喜悦。”【罗马书 15：1】。这句”我们强壮者”看似很冒昧。可是从福音
中，我们知道它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强壮不来之我们自己，而是来之天
主。一个人在他的人生中，经历过天主的忠爱和安慰，将拥有力量而并不局
限于此，有义务去求近那些不强壮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受益。如果我们求近
天主，我们将拥有能力去求近那些不强壮的，非常需要帮助的，安慰他们和
给予他们力量。我们这么做不是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把自己当作天主传达恩
赐的管道，是希望的“撒种者”。这就是天主所要求我们的，用那力量和能
力去安慰和成为希望的“撒种者”。而今天就有必要播下希望，但这并不容
易。。。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把基督和他的福音放在中心，一切都可成。因为他是强
壮的。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耐心，给我们希望，给我们安慰。他是我们“
强壮的兄弟”，他照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牧羊者的支撑
和被他的温柔和热切的目光笼罩着。
我们对天主福音的感激永远是不足的，它是被呈现在圣经里的礼物。在圣经
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父被显示成“忍耐和安慰的天主”。从圣经里，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希望并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而是建立在天主的
支持和忠爱，那是上帝的力量和安慰。✛
只供內部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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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圣母往见堂

牧民

85-A, Jalan Yam Tuan, 70000,Seremban.
Tel: 06-7624468/7634934/7677542 Fax: 7677544

望德

(乙

日
日弥撒

12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日学 学校假期， 日学将于 2018
人慕道班:休假

31 日

31 日 新 前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一

四
五

歌颂
1

7 日开课

基督就是希望

的恩宠

2, 22-40

(咏 88)

语 1.00pm 国语

(乙 ): 依 60, 1-6, 咏 71, 1-2, 7-8, 10-11, 12-13, 厄 3, 2-3a, 5-6 玛窦 2, 1-12

显节
1

6日

1

7日

星期
日弥撒

5pm 玫瑰经 5.30pm 永援圣母经祈祷 5.45pm 圣体降福
6.00pm 黄昏弥撒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语 1.00pm 国语
日学开课礼 登记时间 9am-10.30am

欢迎本堂新教 或于本堂附近的大学 学院生，到
本堂办 室来填写个人资料，或电邮至
serembanvisitation@gmail.com 本堂将赠送
Magnificat 祈祷卡一张，作 您每日的祈祷

i) 每周堂区奉献
12 23 24 日: RM7896.65
圣诞前 : RM18,066.20 知知港: RM362.00
圣诞节: RM10,475.60

感谢教

的捐 ，愿天

(咏 104)

赐福你们！

ii) 感谢 日弥撒礼仪负责团队
家庭生活小组以 礼仪组
iii) 信仰教育
日学 开学
日期 1 7 日 请各语文组的
室去 行登记
语 9.00am – 10.30am



芙蓉圣母往见堂的面子书
(@churchofthevisitationsban)欢迎教
们到 们的面子书参阅 趣的文章 本堂
最新消息 请大家善用这个
本堂各
个 龄层的教 沟通

 迎向 170 周 庆 – 才艺表演
日期 2018 2 3 日
开给所 7 岁以 的教
个人或团体

参

以表演任何才艺 目 如唱歌 跳舞 特技
魔术 相声 乐器演奏 武术 叠杯 扯铃等等
兴趣请联络
Adrian (英语):010 8970642
Henderson (国语)-019-4688277
学到各自的教 Irene (淡语) 016366843
巫凯军 / 黄宝强 ( 语)
016-7257755 13-2259308

日弥撒前 30 分钟，

父将 教 办告解

若望保禄 世传教会所– 教堂 方的 11&12 号店屋
会所
们恳求天 让它 利 行



Sendayan 墓园 - SCCA 芙蓉基督宗教墓地 会
在 力研究尽早使用墓园
的方案，欲知最新消息，请联系堂区办 室
另 ，若 教 需要 亲 亡者 行追悼，请联络各基信团组长 教 们 以
把追悼词 Eulogy 写 来交给办 室



计划于 2018
已经出炉了



基督宗教 一周
本堂将于 1 26 日举行基督宗教
的 一 一 祈祷

一祈祷会，欢迎教



预定会议室/课室都必

室申请， 接受任何临时的要求



教堂整洁
清洁



嘉尔默罗修会的 Nicholas Hoh 哲 将晋铎，欢迎大家参 他的晋铎弥撒
日期 1 31 日
共假期 10.30am
地点 首邦再也 圣多默堂



隆坡总教区 文教 促 会联办的 i 英雄 慈善义跑
将于 2018 1 21 日，早 7 时，在 Menara DBKL 行
组别 报 费 7 里 男女
RM80，12 里 男女
RM90,
3 里 6 岁以
RM60
活 目的
跑出善行以帮 残障人士
兴趣报
以联络 李喜 016-6306196

8.00pm 四语弥撒&寂静祈祷至半夜

，普世万民都来朝拜你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时报

天 之母节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语 1.00pm 国语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7.30 pm : 朝拜圣体 圣时 拉坑圣保禄小堂
弥撒 6.45am
7.30 pm : 朝拜圣体 圣时，弥撒 每 第一个星期五
弥撒 6.45am

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 - 5.30 pm
星期 ：8.30 am - 7.30 pm

十

(1848 – 2018)

): 创 15,1-6,21, 1-3 咏 104, 1-2, 3-4, 5-6, 8-9 希 11,11, 8, 11-12, 17-19, 路

要永永

堂区办

充满望德的使徒

迎向圣母往见堂 170 周 纪念

网站 :www.visitationseremban.org
主任司铎 :Rev. Fr. George Harrison 赫乔治神父
副 任:桂 裕 父

圣家

题

结婚的教

们，请

提前于办

请保持教堂内 的地面

本堂

净

在全面装修，以作

父预约见面

传教

婚前辅导课程的日期

们一 参

， 基督教

时请照顾圣母山蜡烛托盘 周围

本堂赫乔治 父,桂 裕 父 工作人员
要感谢教 们参 圣诞期的弥撒圣祭
特别是礼仪组 所 准备礼仪的 员
福你们 新 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