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
的外邦人”（玛窦福音21:43）

“天主永不会
激发我们去
做不能实现
的欲望。
所以尽管我
渺小，我仍
有希望做
一名圣人。”
— 圣德兰·里修

天啊！我们是在与什么样的天主交易啊？天主真的是公
平、公正吗？我们已来到几乎是“礼仪年”的尾声，我
们现在应该已被塑造成一名耶稣的追随者，追随他到十
字架。我们知道当走投无路时，耶稣将在那里作我们永
恒和坚持不懈的“希望”，所以我们愿意把一切都交付
给他。现在我们准备好与每个相遇的人分享“希望之国
度”。那些欢迎耶稣作为他们希望的人们将会发现耶稣
会是他们每天需要在分歧、充满张力的社会中面对一切
困难、悲痛和难以克服挑战的答案。无望的人们似乎缺
乏生存的目标，因为权力决定正义及平等，所以是一个
不公正、贪污、忧心如焚的社会；值得赞扬的民主制度
是格格不入的字眼，在现今的社会氛围下似乎不能实现，
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人际关系已被进步的科技冲淡了，
剥夺我们的个人攸关的表达、失去自我价值、对关怀与
分享不存感恩之心。我们人类已互相放弃了吗？我们是
否相信人类和其所有丰富价值仍然能协助我们建立一个
有人性的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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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经》的上下文强调我们管家职务 —— 关键是
拣选被拒绝、被滥用和被丢弃的基石，因为要求过高，
我们不欢迎它，亦不欣赏它，更不会接受它作为建立我
们未来的基石。
但如果我们真的渴望希望，那我们就必须努力去实现。
那些忠实和忠诚跟随者为了寻求收获的成果，坚决地进
入敌方的领土。他们被扣押、被消灭，但斗争的精神依
然存在。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斗争。作为有决心的中坚份
子，坚信地跟随基石的基督。基督现在派遣我们到他的
葡萄园与邪恶的租户搏斗。尽管这场抗争是艰难的，但
我们已接受到优质的培育，必能接受这一挑战。无人可
以阻止我们站上的基石，支持基石， 同时也是为那些已
失去生存的热情而抗争，因为我们是希望的使者。圣歌
“基督精兵前进”正响着，召叫我们走向“希望的十字
架”！我们有信心这一切会开花结果，因为天国会接受
所有有善意的人们，所有渴望正义而生存的人。让我们
由和平、仁爱、接受和善意的精神支持着，胜利地进入
“希望的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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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区办

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 - 5.30 pm
星期 ：8.30 am - 7.30 pm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日弥撒前 30 分钟，神 将 教 办告解

圣神 祷会(英) 7.30pm 礼堂
圣神 祷会( ) 7.30pm 礼堂

 10 份 信团区团弥撒 (Zone Mass)
: Zone 6 (St. John)
- Chapel of St. Theresa, Kampung Baru Rasah.
09/10 一
(Doreen Ng – 017-3326007)
: Zone 7 (St. Peter)
- 502, Jalan Merak 1, Taman Thivy Jaya.
10/10
(Florence – 014-2612285)
: Zone 8 (St. Luke)
- 3320, R/J 5/18, Taman Rasah Jaya. (William – 019-6508245)
11/10
: Zone 9 (St. Mark)
- 29, Jalan Merbok Ria 1, Taman Bukit Ria.
12/10 四
(Charles – 012-3820471)
: Zone 10 (St. Philip) - 1, Jalan Bidara 13, Taman Bidara. (Arumai – 012-6608190)
13/10 五

圣神 祷会(淡) 7.30pm 礼堂

 十

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4.30pm 语(知知港)

日学
淡 8.45-10.15am (
人慕道班:9.00-10.30am( )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十

(1848 – 2018)

依 5,1-7 咏 79, 9, 12-16, 19-20 斐 4, 6-9 玛 21, 33-44

日
日弥撒

超越界限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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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安裕神

常

充满望德的使徒

题

(咏 79)

语 1.00pm 国语

) 9.00-10.30am (英) 10.45-12.15pm

依 25, 6-10a 咏 22, 6b, 1-3a, 3d-4, 5, 6 斐 4, 12-14, 19-20 玛 22, 1-14

在

生之 ， 要常住在

的殿里

(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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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本堂新教 或于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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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ificat 祈祷卡一张，作
您每日的祈祷





i) 每周堂区奉献
9 30 日/10 01
: RM 8,917.95
日
社会关怀 工 RM6,300.25
感谢教 的捐助，愿天 赐福你们！
 恭喜芙蓉圣母往见堂，赢 了本 度
国庆日 N9 悬挂辉煌条纹 州
赛 本州州 大臣将于 10 9 日颁
发奖品予本堂
 信义会与天 教共 纪念礼仪
10 28 日
2.30pm 于 打灵信
义会中心举行， 意者请联系本堂



语 1.00pm 没



FORMED 最佳操
呈现方法
33 天的晨祷 - 教导您将如何开始
10 21 日，8.30am–1pm.鼓励所
日学
老师/ 工领袖/区团/ 信团/青 /教 们
参
日弥撒 可以报
(请携带智能
装备如 电话，笔 本电脑， 板电脑等
等)
请联络 Eric (012-2972413)
2017 吉隆坡总教区精神健康日
日期 10 14 日
，8am–5pm.
地点
打灵再也圣依纳 堂

结婚喜 :
a) Kogilan Paul & Diana Robert
14/10/2017 @ 11.00am
b) Christian Rakesh & Neesha Marianne
14/10/2017 @ 3.30pm

迎向圣母往见堂 170 周

纪念

~ 纪念特刊小 –呼吁志愿者 入并 助 请联络 Charles Fernandez(012-3820471)
~ 欢迎教 提供本堂历史文物 请交给堂区办 处
7.30pm 在本堂礼堂举行，欢迎大家出席
~ 信仰 育班文化呈现于 11 18 日

国语弥撒

日学孩子特别领洗 各语
恳请 日学导师 家长们注意 请在 10
15 日前提交孩子申请领洗表格， 相关文
件予本堂办 处，以方便安排工作

——玫瑰经圣

恳请所
信团到各个家庭办玫瑰经祈祷 各区 长，敬请留意由神 召集的 Zone 玫瑰经聚会
和弥撒 更多详情请联络 John Maynard (012-6656411)

 堂区牧民大会 10 15 日 日 2.00pm – 5.00pm 地点
报
10 15 日 午 1 时没 国语弥撒
 神 每
省 10 16 & 17 日，吉隆坡 APC
 赫神 也将于 10 16 日至 20 日前往泰国曼谷出席


堂区礼堂

每个

日弥撒

宗教交流大会 (FABC)

2017 朝拜圣体大会暨梵蒂冈国 展览会之 圣体圣 ，世界的奥迹
日期 2017 11 11 日 星期
时间 8.30am-4.00pm 地点
纳 堂 *弥撒 可开始接 报 参 ，或联系 Spencer: 012-23256718

打灵再也圣依



本堂多媒体小



~ 善用 保管本堂 物 例: LCD 桌椅等
请负起 任，用了请归还原处
~ 拜访 关心弱势 恳望区团领袖/BEC 领袖以 派 圣体员，确保各区弱势信
都能领 圣体
~ 参 弥撒礼仪之穿着 衣着必须端庄，勿穿短裤/暴露(无袖)衣着/背心/拖鞋

将于 10

接

28 日，9.30am 在祈祷室召开会

2017 吉隆坡总教区精神健康日 10 14 日
庭生活局 员 青
日学老师 各 工领袖

教

地点 大山脚圣安纳堂
参 ，费用由本堂包办

2017 天 教 文青 大集会—飞跃吧！ 轻的心！
脚圣安纳堂 对象 15 岁-25 岁青
乐捐 RM200 报

12 7 日至 10 日
杨浩

地点

每周

鼓励家
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