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善不
仅在于接受
天主的圣言
是真理，更
在于我们能
坚持到底。
—圣方济各沙雷氏
（St. Francis de Sales

2018年10月28日

“耶稣，达味之子，可怜我罢！”群众的训斥无法
阻止巴尔提买的决心。
我们或许在罪恶的捆绑下，在灵修上成了一个失明
者，无法聚焦在真理上。无论我们在何种处境，绝
不可失去希望和选择放弃。许多人事物会相反我们
的信仰，并试图让我们感到气馁，我们必须记得巴
尔提买的精神——坚持祈祷，保持信仰。
让我们反省在过去一周中，我们的灵修生活是否
“失明”了。问问自己有什么习惯、态度、信念阻
止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反省我们的生活，什么阻
止我们在团体、工作岗位上认出那在穷人和被边缘
化的耶稣。耶稣召叫你为他人做些什么？
耶稣回应巴尔提买时，圣马尔谷描述了巴尔提买的
激烈反应：“扔下自己的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
跟前”这种直接第一反应反映出每个门徒身上的记
号，即表现出十足的热情。
你如何回应耶稣对你的提问：“你愿意我给你做什
么？”当天主呼唤我们时，我们必定以极大的热情
回应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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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佳句
耶稣召叫你
为他人做些
什么？
只供內部傳閱
BUL 43/2018

当我们开放自己迎接天主的恩宠，我们心灵的失明，
阻止我们以自由和喜乐跟随耶稣的创伤被治愈了。
耶稣基督是新的“出谷”，把我们从罪恶的束缚解
放出来，进入“天上的熙雍”。
（读经一耶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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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望

每月主题︓

我跨过局限︐与基督同行

如巴尔提买
般“看见”
福音取自谷
今 天10:的46-52，教导我
们门徒应怀有的希望。

巴尔提买恢复了视力，更恢复了他的尊严。他站起
身来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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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AY OF BEING CHURCH

巴尔提买是失明者，在
绝望中祈求生存。当
他处于无助时，他没
有失去希望。他等待
治愈的机会。当他
发觉耶稣就在附近
时， 他不断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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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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迎向圣母往见堂 170 周年纪念(1848 – 2018)


29 日
30 日
31 日

一
二
三

10 月 28 日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华语 1.00pm 国语
4.30p.m.华语（知知港）；6.00p.m. 国语（Kg. Sebir）
主日学： (淡)8.45-10.15am; (华) 9.00-10.30am; (英)&(国) 10.45-12.15pm
成人慕道班:8.45-10.15am(华)
圣神同祷会(英)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01 日

四

褚圣节

02 日

五

追思已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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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3 日

星期六

11 月 04 日

主日弥撒

圣神同祷会(中)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6.45 am (英)
7.30 am (苦修会)
6.45 am (英)
7.30 am (苦修会)

 “Sacrament of Baptism & Confirmation”
讲座：
日期：11 月 8 日（四）：时间：晚上 7 点
地点：KL, APC。联络：03-20266466
或浏览 https://api.ArcKL.org

i）每周堂区奉献
10 月 20 及 21 日：RM8,995.00
(世界使命主日)
感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ii）SSVP Calendar 2019 已经开始销售。每份
RM12。请大家多多支持！

 玫瑰月即将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三）结
束，恳请各基信团或区域聚集在一起·一
同诵念玫瑰经为教会祈祷。祈求圣母玛利
和总领天使圣弥额尔在这艰难时期保护教
会。

iii) 非常感谢新加入堂区牧民大会团队里，来
自各事工小组的领袖或组员。我们期待 2018
年堂区牧民大会后，大家能在基督内共融并体
现基督的精神。
主日弥撒礼仪负责团队：
圣德肋撒(新那旺)、圣若瑟(罗白)、
圣德肋撒(亚沙新村)

 屠妖节慈善活动—"Udai Daanam”,由
Hindu Sangam , Seremban 推动. 其宗旨是为
捐助新的或穿过的衣服予贫困的兴都教家
庭。目前所需适合各年龄阶段的衣服如下:
(a)Saries / Punjabi/ Chudithar
(b)Jeepa/Kurta/Vesti 以及 (c)衬衫、裤子、
连身裙。有兴趣捐助的人士，请联系
Letchumi - 011-10663959

5.00 pm : Sagga
9.00 am : Fairy Park
4.30 : 小甘密

 诸圣节及追思已亡节

诸圣节
11 月 01 日
追思已亡节
11 月 02 日


6.45 am (英)
7.30 am (苦修会)
6.45 am (英)
7.30 am (苦修会)

6.30 pm (英/华/国)
2.00 pm (Kg. Sebir)
6.30 pm (英/华/国)

8.30 pm (淡)
4.30 pm (知知港)
8.30 pm (淡)

“建立一个以贫济贫的教会”(教宗方济各) – MOP
11 月 3 日：灵修讲座：《建立一个以贫济贫的教会》
时间：8 时至下午 2 时；主讲者：Fr. Xavier。
（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

11 月 17 &18 日：世界济贫日
更多详情可联系 Stephen Dionisappu (016-611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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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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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pm : Marjorie
6.00 pm : Kg Sebir
4.30 pm : 知知港
4.00 pm : St. Mark
9.45am : 汝来孝恩园

11 月 01 日
11 月 02 日

6.30 pm (英/华/国) 8.30 pm (淡)
2.00 pm (Kg. Sebir) 4.30 pm (知知港)
6.30 pm (英/华/国) 8.30 pm (淡)

(乙年): .申 2-6 咏 17, 2-3a 3bc -47 47, 51 ab 希 7, 23-28 谷 12, 28b -34
“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 (咏 17)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祝圣墓地

主日弥撒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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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德：在基督里召唤圣徒

(乙年): 耶 31, 7-9 咏 125, 1-2ab, 2cd - 3, 4-5, 6 希 5, 1-6 谷 10, 46-52
“上主向我们行了伟大的奇迹，我们的确满心欢喜。” (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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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区办公时间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CCC) 天主教会的教理问答讲座
在这里邀请所有传教员、成人慕道班(RCIA)、非常务派送圣体员、基信团组长以及有兴趣的教
友参加！别犹豫，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讲座会。
主讲人：Dr. Steven Selvaraju (Director API-KL)
日期 ：2018 年 11 月 24 日 (六)
时间：早上 9 点至下午 4 点
请于 2018 年 11 月 18 日前，到主日学办事处报名参加或联络：Anthony Param 012 662 0949
（入场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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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向本堂领取一张圣弥额尔祷告卡：教宗要求全球信友每日呼求圣母玛利亚和总领天使圣
弥额尔保护我们的教会。



“Symposium on Culture & Nation Building”座谈会由 Catholic Research Centre (CRC) 及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UKM)联办。日期：11 月 24 日（日）；时间：9.30am –
4.00pm；地点：DewanPerdana, UKM, Bangi；入场免费；联络：03-20266472 或电邮：
events@crc,org.my



圣诞节报佳音（华）：12 月 15 & 16 日(芙蓉) 及 12 月 23 日(知知港) 。有兴趣开放门户接受报
佳音的教友或非教友，可网上报名: christmas.visitationycm.org 或联络：罗可恩 Agnes 01113317010 / 黄垲鈊 Angel 018-3283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