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个
伟大的、
一个巨大
的家庭......
我们心灵的
感受在圣诞
节时证明了
这一点。
－ 教宗若望
二十三世

“将临期”即将结束，我们急切地等待向我们的圣婴天主
致敬，我们同时会记住使这一切成为有可能的妇人。今
天的福音是“圣母访亲”。两位孕妇之间的这场深刻的
相遇是最受喜爱的《圣经》故事之一。神学家施派尔在
她的着作《救赎中的圣母玛利亚》（第43页）深刻地表
达了“圣母访亲”事件。
“一旦玛利亚回答‘是的，’圣神就庇荫了她，她允许天
主的恩宠以‘天主圣言降生成人’ 的形式在她内降孕成
胎。然而，她本身显示天主赐给她的恩宠不是结束，而
是要把胎儿的恩宠分施给他人，是一种途径。所以在任
何人之前，她与胎儿直接去探访依撒伯尔分施’道成肉
身’胎儿的恩宠。依撒伯尔也被同样‘血肉的圣言’恩
宠感动，所以她只能做出祈祷和赞扬的回应。但是这种
恩宠更加丰满，因为同样的恩宠也激动了依撒伯尔的胎
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玛利亚领悟道她将是圣子恩宠
的分施者。她赞美天主，世世代代都会称她是有福的”
（施派尔《救赎中的圣母玛利亚》，第43页，Ignatius出
版社）。 Incarnation
令人惊异的是玛利亚带来“道成肉身”的恩宠，也圣化
了依撒伯尔的胎儿。在《天主教教理》第717段中也肯定
了我们：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若翰‘还在
母胎中就已充满圣神’，这是由于基督的缘故。他刚由
玛利亚因圣神而受孕。于是玛利亚对依撒伯尔‘探访’，
就成了天主对自己百姓的眷顾”。

每周佳句
耶稣，我们的
和平君王，
他来了。
只供內部傳閱
BUL 51/2018

2018年12月23日

“......他本人将是和平！”（米该亚先知书5:4）耶稣，我
们的和平君王，他来了。普天同庆！玛利亚回答报喜天
使所说的：“承行主旨” (Fiat) 实现了天主的救恩计划。
今天我们尊敬圣母为“上主的婢女”。

当我们欢迎圣婴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让我们像圣母
玛利亚一样，赶紧与他人分享这份崇高的礼物。荣福圣
母玛利亚在我们的主内给了我们真实的喜乐之源。世世
代代回响她的“谢主曲”，相传她的喜乐：“我的灵魂
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跃于天主，我的救主……”
愿大家都过一个被祝福的圣诞节！✟
Published by: Peninsular Malaysia Pastoral Team Print: Stenoprint Sdn Bhd
Design: The Mustard Seed Studio
api@archkl.org

将临期第4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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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玛利亚和救赎圣婴

带来平安

芙蓉圣母往见堂
85-A, Jalan Yam Tuan, 70000,Seremban.
Tel: 06-7624468/7634934/7677542 Fax: 7677544

12 月 23 日

24 日

一

25 日

二

26 日
27 日
28 日

三
四
五

迎向圣母往见堂 170 周年纪念(1848 – 2018)

(丙年): 米 5:1-4a, 咏 79:2ac and 3bc, 15-16, 18-19 希 10:5-10, 路 1 :39-45
“天主，求你复兴我们；请显示你的慈颜，好拯救我们” (咏 79)

圣诞节

7.00 am (淡)
11.00 am (华)

7.00 pm (淡)
9.00 pm (华)
4.30 pm (知知港 –华)
9.00 am (英)
1.00 pm (国)

弥撒前 20 分钟有
报佳音

每台弥撒将举行
婴儿洗礼

弥撒 7.00pm
弥撒 7.00pm
弥撒 7.00pm
(丙年): 撒上 1: 20-22, 24-28 咏 83, 2-3, 5-6, 9-10 若一 3： 1-2, 21-24 路 2:41-52
“上主，住在你殿里的人，真有福气。” (咏 83)

圣家节
12 月 29 日

星期六

12 月 30 日

主日弥撒

5.00pm 玫瑰经/ 永援圣母经祈祷/ 圣体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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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往见堂礼堂将在圣诞节前夕开放作为进行弥撒的场地。整个圣祭将会在舞台上举行。圣母
山附近将不会搭建帐篷。



我们欢迎 Philip Asirwatham 兄弟（2nd yr 哲学），一名来自槟城 College General 修道生，。他
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 日期间到本堂来体验牧灵生活。



主日学将于 2019 年 1 月 6 日（日）开课。



请所有事工领袖注意：即日起，请善用本堂所提供的各事工小组布告栏来张贴任何有关的最新
通告或资讯。



福传讲座，主题：“今日的传教士？”（Missionary Disciples today?）
主讲人：Bro. Jude Antoine (K.L.)
日期 ：2019 年 1 月 21 日（一）（公共假期-大宝森节） 费用：RM10/人
由 Formation 和圣神同祷会团队联合组织。



你有修道生活的圣召吗？你是否正在考虑要与神父分享并进行更多讨论？如果愿意，可以联络
赫乔治神父或 Fr.Xavier。欢迎您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六）早上 9 点和大家一起分享信仰。



堂区厕所及四周坏境的卫生整洁：请在离开厕所前保持厕所的干净。请把卫生纸、尿布、卫生
巾等扔到我们所准备的垃圾箱里。请不要把垃圾乱扔在堂区周围的地上或椅子上。谢谢大家的
合作。




在庆祝弥撒或任何佳节时，请格外小心照顾好你们的贵重物品。别把任何私人物品遗留在椅子
上。
爱与生命 2019 （Love & Life 2019）：日期：2019 年 1 月 8 日 至 12 日
地点： Golden Sands Baptist Assembly, P.D。乐捐费用 RM200。年龄限制:18-24 岁。有兴趣者请
联系 03-2307660 / 018-5903889



圣诞节报佳音（华）：12 月 23 日(知知港) 。

8.00 pm : 四语弥撒 及 静默祈祷至午夜
d) 新年 2019 年 1 月 1 日 (二)

7.00 am (淡)
9.00 am (英)
11.00 am (华)
1.00 pm (国)
4.30 pm (知知港 –华)
e) 12 月 26 日至 28 日：平日弥撒将于 7pm 进
行

i）每周堂区奉献
a) 12 月 15/16 日: RM9,057.70
感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ii）销售信仰用品
2019 礼仪日历（英）RM6 一份
2019 礼仪日历（淡）RM5 一份
2019 圣言日记（英）RM20 一份

2019 年新年弥撒
c) 新年前夕 – 12 月 31 日 (一)



2019 年巴拿马世界青年日：1 月 22-27
本堂的 Evelyn Moses (Sagga Chapel)将代
表本堂前往参与此盛会，请为她祈祷。

iii) 请大家慷慨解囊协助教堂的维修计划。大
家可到本堂办公室捐款或开支票: CHURCH
OF VISITATION.谢谢您的支持！

本堂办公室将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25 日和
26 日列为圣诞节佳节假期。任何紧急可联络：
Nathan 012-6840750 或 John Maynard 0165033903

请为亡者祈祷：
Augustin a/l Antonisamy (d.o.d : 18/12/2018)

主日弥撒礼仪负责团队：
圣方济各(拉务)、圣伯多禄(拉杭)、
圣斐理伯(亚沙再也)。

愿天主以永恒的关辉照耀他！

主日弥撒前 30 分钟，神父将为教友办告解。

这个圣诞节，让我们一起活出慈悲之心！
•让我们和所爱的人一起庆祝圣诞佳节。
•让我们一起去探访病人、老人或朋友，与他们一起分享耶稣圣诞的喜悦
•让我们一同欢迎陌生人或是遭遇“不幸”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共进一餐。
•请不要浪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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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学假期；2019 年 1 月 6 日开课
成人慕道班:8.45-10.15am(华)
5.00 pm (英)
11.00 pm (英)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主日弥撒

圣诞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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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德：基督是贵重的礼物
(2018 年 12 月)

网站 :www.visitationseremban.org
主任司铎 :Rev. Fr. George Harrison 赫乔治神父
副主任: Fr. Xavier Andrew

将临期第四主日

堂区办公时间

牧民主题：成为充满望德的使徒

祝所有的教友们有一个
“充满圣神，喜悦的圣诞节与 2019 新年快乐”
赫乔治神父、Fr.Xavier
与圣母往见堂所有职员 敬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