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不会
查看痛苦，
因为痛苦
制造责任。

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并不是
收留我，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作为基督的
追随者, 我们怎样才能培养这种对穷人特殊的爱？并
宽宏大量和带着喜乐为他们服务呢？我们怎样才能
“满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伪善”呢？
（雅各伯书3:17）

敬爱的兄弟姐妹们，要发展在我们中间的移民工
－ 傅敦.施廉总主教 （外劳），基本上意味着作出坚定的努力，确保所
有移民工和难民以及接纳他们的社群团体都能充分
发挥其作为人的潜能。我们要致力于发展相互的归
属感和彼此文化互相充实；在物质、精神、灵修、
经济和社会各层面。 我们认可移民工和我们一样，
分享着相同的生命力、梦想和抱负。他们不仅渴望
自己和亲人的健康、幸福和繁荣。他们的心愿也是
服务人群，在他们生活的家庭和社群团体中产生积
极的影响。

每周佳句
我们要致力于发展相
互的归属感和彼此文
化互相充实。
只供內部傳閱
BUL 38/2018

因此，对我们中间的移民工是时候摆脱“无所谓冷
漠”的态度、漠不关心的文化；在我们家庭、邻里、
基信团和堂区让他们发展他们的潜能。在我们的家
中，我们能否可以设身处地去想想，我们希望别人
怎样款待身在异国的我们呢？我们能否为移民工、
难民和无国籍人士提供教育的学校做志愿服务者？
我们能否花些时间加入我们“堂区全人发展局”？
或如“大马妇女力量”，诸如此类的组织来照顾移
民工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我们能否教育移民工了
解他们个人和集体的权利，为他们辩护，让他们的
权利在任何时候都得到保障呢？如果有需要，我们
能否提供支持和支援服务，如翻译服务或法律援助？

2018年9月23日

常年期第25主日

NEW WAY OF BEING CHURCH

成

为

充

滿

望

德

的

使

徒

每月主题︓

在基督内与世界友好︐尊重他人

提升我们中间的移民

耶

稣启示说，谁想占首位, 必要服务！（马尔谷福音9:35）陈述
说：“谁若想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并要
做众人的仆役”。正如在（马尔谷福音9: 36-37），耶稣特别喜欢
在这世上的孩子和最小兄弟。耶稣“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放在
门徒中间，抱起他来，给他们说：‘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

由于我们的付出，我们也将会得到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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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圣母往见堂

牧民主题：成为充满望德的使徒

85-A, Jalan Yam Tuan, 70000,Seremban.
Tel: 06-7624468/7634934/7677542 Fax: 7677544
网站 :www.visitationseremban.org
主任司铎 :Rev. Fr. George Harrison 赫乔治神父
副主任: Fr. Xavier Andrew

主日弥撒

24 日
25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2018 年 9 月)

迎向圣母往见堂 170 周年纪念(1848 – 2018)

(乙年): 智 2, 12a, 17-20, 咏 53, 3-4, 5, 6, 8 雅 3, 16-4, 3,谷 9, 30-37
“上主必扶持我的生命。” (咏 53)

常年期第 25 主日
九月 23 日

望德：在基督内得已尊重与帮助世界中的他人

常年期第 25 主日
9 月 29 日

星期六

9 月 30 日

主日弥撒

“建立一个以贫济贫的教会”(教宗方济各)
 9 月 22 及 23 日：事工组员推介礼及派遣礼
 10 月 14 日
：医疗营
 11 月 8 日
：《建立一个以贫济贫的教会》灵修讲座
 11 月 18 日
：世界济贫日：
更多详情可联系 Stephen Dionisappu(016-6110681)

(乙年): 户 11, 25-29 咏 18, 8, 10, 12-13, 14 雅 5,1-6, 谷 9, 38-43, 45, 47-48
“上主的规诫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 (咏 18)

 预备婚姻圣事程序：如教友有意在本
堂举行婚姻圣事，请在一年前到本堂
办事处填写资料，并与本堂神父会
面。

i）每周堂区奉献
a）9 月 15 及 16 日：RM8,372.45
感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保持本堂的美观及整洁– 严禁在本堂
墙壁上钉钉子来挂任何物件或使用粘
土、胶纸、糨糊…来张贴任何的饰物
或通告。

ii）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LPS）的修女
将在 9 月 22 及 23 日在本堂为老人院
筹募。请大家慷慨解囊支持她们
感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参加感恩祭的衣着– 敬请教友、事工
领袖及负责礼仪的弟兄姐妹们，穿上
端庄及合适的服装参加感恩祭。

iii）我们在此感谢所有参加 “UNITY
WALK 团结义跑”的参与者，谢谢你
们参与及支持。

主日弥撒礼仪负责团队：
圣方济各（拉务）、圣玛达勒纳（丽阳
园）、圣斐里伯（拉沙再也）

主讲者：Fr. Xavier



为圣化及奉献新教会 - 圣方济亚西西主保暨 Paul Cheong 修士晋铎银庆感恩盛典
日期：2018 年 10 月 4 日（四）；时间：晚上 7 点；
地点：Cheras, Church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圣母往见堂 170 周年精装纪念特辑，每本 RM40。教友们可在弥撒后到本堂办事处购买。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华语 1.00pm 国语

欢迎本堂新教友或于本堂附近的大学及学
院生，到本堂办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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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您每
日的祈祷。

主日弥撒前 30 分钟，神父将为教友办告解。



圣神同祷会(英)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5.00pm 玫瑰经/ 永援圣母经祈祷/ 圣体降福【圣经班：2.30pm】
6.00pm 黄昏弥撒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移民及难民主日–日期：9 月 30 日；弥撒时间：下午 1 点。弥撒后将有食物招待。
 朝拜圣体：日期和时间：9 月 29 日（六）下午 3 点至九月 30 日下午三点
地点：Visitation Parlour（将 24 小时开放让教友朝拜圣体）
 欢迎教友们参与当天下午一点的弥撒
 让我们在弥撒中认识至少一位移民或难民
 让我们特别为我们认识的移民或难民祈祷
 弥撒后，请教友到本堂 Coffee Corner 参与交流会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华语 1.00pm 国语
4.30pm 华语（知知港）6.00pm 国语 (Kg. Sebir)

圣神同祷会(中)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8.00pm BECCOT 聚会
圣神同祷会(淡)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 - 5.30 pm
星期六：8.30 am - 7.30 pm



主日学
： (淡)8.45-10.15am; (华) 9.00-10.30am; (英)&(国) 10.45-12.15pm
成人慕道班: 9.00-10.30am(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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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区办公时间



拜访及关心病人/家庭：
敬请所有 EOMS 时常跟进所属的地区或 BEC 的资料，并确保每周一次给病人派送圣体。如发
现所属 BEC 里的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卧病在床或医院，有关家人可通知本堂办事处以安排神
父到家里或医院给病人傅油。病人在进行手术前，更需要神父给予傅油。



CHOICE English (APC)–日期：10 月 5 日- 7 日（星期五至日）
联络邮址：choiceklrecruitment@gmail.com



神父避静- Fr. Xavier Andrew – 9 月 23 日至 28 日（金马伦高原）



堂区牧民大会（PPA）– 日期：10 月 21 日 ；时间：下午 2 点 ； 地点：本堂礼堂



適耕庄一日遊 –主办单位：圣母军 ；日期： 10 月 6 日（六）；费用：每人 RM70（包午
餐）； 座位有限。有兴趣者請联系蔡文华：017-2652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