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圣母往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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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宗 10:34、.37-43 咏 117: 1-2,16-17,22-23

复活主日

哥 3:1-4

2019 年主题：
牧民主题：受洗与受派谴
（2019 年四月）

堂区办公时间

福传/召唤：宣报复活的喜悦

主日弥撒前 30 分钟，神父将为教友办告解。

若：20:1-9

“这是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咏 117)

7.00am 淡语 9.00am 英语 11.00am 华语 1.00pm 国语
4.30pm 华语（知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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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弥撒

4 月 21 日
22 日
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弥撒 7.00pm
弥撒 7.00pm
弥撒 7.00pm
弥撒 7.00pm
弥撒 7.00pm

上主慈悲主日
4 月 27 日

星期六

4 月 28 日

主日弥撒

“请你们赞颂上主，因为祂是美善宽仁，祂的仁慈永远长存。” (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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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pm 华语（知知港）6.00pm 国语(Kg Se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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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每周堂区奉献：
2019 年 4 月 13 及 14 日：RM
12,561.50
感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ii. 亚洲天主教新闻（CAN）月刊，每
本 RM5；Youcat Bible（英），每本
RM35。欢迎购阅。
iii. SPM 圣经班：下午 2 时 30 分。本
堂鼓励中三及中 4 的学生在报考 SPM
为已往者灵魂祈祷：
时报考此试卷。联系 Helen Paul：0126162811 / Patrick Raj：016-6614073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恭贺并欢迎在复活节领受圣洗圣事的 29 名慕道班候洗者，进入教会的大家庭。



感谢所有参加“地球哭了…”的拼图，故事和绘画比赛的孩子们。 参赛作品将在下周展
出。获奖者将被通知并邀请前来领取奖品。



上主慈悲主日：朝拜圣体圣事： 下午 2 点
：供奉 /朝拜圣体
下午 3 点
：颂念慈悲串经
下午 4 点
：灵修（纽曼红衣主教）
下午 5 点
：庄严晚祷
下午 5 点 40 分：茶点及交流



请将四旬期活动信封交给堂区办公室或放入收献金袋。



Awaken 森州区青年大集会将于 6 月 28 至 30 日在波德申 NUBE 举行。有兴趣者可在弥撒后
报名。各区域、基信团可委派或赞助一位青年参与。已报名参加的青年可带领一位青年加
入。请联系 Sabrina 013-2887624。欢迎大家今天报名！

8.00pm: BECCOT 聚会

宗 5： 12-16 咏 117、 2-4,、22-24,、25-27 默 1： 9-11, 12-13, 17-19 若： 20、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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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请保持教堂内外的清洁。
不允许在墙壁上钉，涂胶，贴纸等。
保持环境清洁也是一种神操。
请好好照顾天主的家，无时无刻保持教堂
环境的清洁。

《因祂活着》2019 复活节音乐祈祷会: 日期: 4 月 27 日(六)；时间: 6pm；地点：本堂礼堂；
入场免费并备有自助餐，请出席者携带餐具。为了方便预算食物分量，请大家向基信团或事工小组组
长报名或使用以下链接进行网上报名：http://bit.ly/2CJTSX3

v）请大家在参与圣周的弥撒中，多留意
您的私人物品，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
在教堂里或外面留下任何贵重物品。

第 31 届中文《C.H.O.I.C.E》日期&时间: 5 月 17 (5pm) – 19 日(7pm), 地点: APC，KL。预计费用:
RM180, 对象: 23 岁– 40 岁的未婚青年男女. 联络人: 林慧仪 016-3303439 报名截止：4 月 28 日。

vi）非常感谢所有志愿者在最近的“清理
海边”和“绿色市集”的活动中给予的帮
助和支持。

主日弥撒礼仪负责团队：
礼仪组及来自芙蓉圣母往见堂九个基信团的
团员。

天主的慈悲与正义：主讲者：戎利娜修女；地点：吉隆坡玫瑰堂; 日期&时间：6 月 22 日(六) 9am-7pm
/ 6 月 23 日(日) 2pm-9pm ;费用：RM80(餐点和讲义); 6 月 21 日（五）8pm 旧约简介,入场免费！报名截
止：6 月 10 日；联络：吴素琴（016-2069086）

解开生命密码：2019 年四教区讲习会主讲者：许德训神父 CDD；地点：金马伦 Heritage Hotel；
日期：9 月 12 日(四) -9 月 15 日(日);费用：RM550(住宿及膳食); 交通：RM60 (吉隆坡玫瑰堂来回
Heritage Hotel)。报名截止：6 月 30 日；联络：李喜云（016-6306196）

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愿复活的主耶稣降福我们的家庭，
并赐予我们全新的生命

复活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