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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主日弥撒
8 月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2019 年主题：
牧民主题：受洗与受派谴
（2019 年八月）

堂区办公时间

福传/召唤：让我们成为管家

主日弥撒前 30 分钟，神父将为教友办告解。

(丙年) 智 18:6-9 咏 32:1,12,18-19, 20, 22 希 11:1-2、8-12 路 12:32-48
“上主选为自己产业的百姓，真是有福。” (咏 32)

基信团 - 我们可以做什么… 每个月的星期三活动建议
 第一个星期三 – 基信团核心小组见面讨论并计划
 第二个星期三 – 基信团聚会、交流
 第三个星期三 – 基信团拜访家庭、病人、贫困或需要援助的人
 第四个星期三 – 基信团与区域负责团到本堂礼堂参与 BECCOT 聚会



主日弥撒
意义非凡，我必须……
 弥撒前，提早到教堂
 全程专注于弥撒圣祭
 弥撒进行时，不看手表和手机，直到弥撒礼成
 积极参与及负责弥撒礼仪（基信团）
 礼成咏后，我花时间做个人祈祷，来感谢及赞美主



让我们为拯救生命而捐款吧！一起帮助 1 岁半的小婴儿 Abinash Sai a/l Vijayakumar
（Taman Jasmin, Senawang）进行肝脏移植【紧急】！她需要在这个月内筹足 16 万。
这户家庭恳切希望大家慷慨捐款以帮助他们筹足有关手术费。
所有捐款可存入：Maybank A/C : 5050-1960-7397 (Vijayakumar)，支票收款人：
Vijayakumar a/l Ramanathan (I.C. No : 760523055011)
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联系赫乔治神父/ John Davidson (017 6158961)



Evening for Parents 是由家庭生活局和总教区家庭生活局（AFLC）所联办的活动。鼓
励大家，包括单亲家庭参与。日期：2019 年 8 月 24 日（六），时间：早上九点至下午
五点。地点：芙蓉圣母往见堂。以乐捐方式捐每人 RM10 。联络：Gerry/Julie
(0163205140 /0163580702，Elizabeth/Eric (012606149/0176883404

有孩子于 2019 年初领圣体的家长务必出席，请所有基信团邀请所有夫妻参
与。
Life in the Spirit Seminar (LSS) 研讨会：地点：本堂；日期：8 月 17 日及 18 日（六及
日），希望大家能腾出时间出席，必定满载而归。黄昏弥撒和英语弥撒后可到圣母山
附近报名。
联络：Margaret Sivam (017-3421125) o 或 Alice Gomez (019-6542104)；研讨会主讲人都
是吉隆坡总教区的神父。

7.00am 淡文 9.00am 英文 11.00am 华文 1.00pm 国文 4.30pm 知知港

圣神同祷会(华)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圣母升天节（瞻礼日）6.45am 弥撒(英) 7.15pm 玫瑰经 8.00pm(四语) 4.30pm 知知港(华)

弥撒 6.45am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8 月 17 日

星期六

8 月 18 日

主日弥撒

7.30pm：守圣时及弥撒（淡）Chapel Velangkanni, Gadong
(丙年) 耶 38, 4-6, 8-10 咏 39, 2, 3, 4, 18 希 12, 1-4, 路 12, 49-53
“上主，求祢快来扶助我。” (咏 32)

5.000pm 玫瑰经/ 永援圣母经祈祷/ 圣体降福 6.00pm 黄昏弥撒
7.00am 淡文 9.00am 英文 11.00am 华文 1.00pm 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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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资讯 / 活动
i) 每周堂区奉献
8 月 03 日及 04 日：RM9,453.80
社会关怀事工
：RM6,132.45
感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ii) 请每个 BECS 确保每月聚会使用教会

提供的每月反省。

 非常感谢你们捐助来自斯里兰卡的
Mr.George Maccleyod Rodrigo。目前他
将回国去修复义肢。让我们为他祈祷！
 安全简报：请所有亲善组负责人在每台
弥撒加倍小心及提高警惕。本堂即将进
行保安简报。
 和谐展览（Harmony Exhibition）
地点：八打灵再也 Assumption Church
日期：2019 年 8 月 24 及 25 日
时间：早上 10 点至晚上 9 点 m
联络：03-77825854

iii) 非常务派送圣体员：请确保你投身积

极参与所属的基信团和探访所有病人
和老人。你应当首先在你所属的基信
团服务派送圣体然后才在弥撒时派送
圣体。
iv) 堂区办公室将会于 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哈芝节）休息。

请为亡者祈祷：
Barbara Anne Sta Maria (d.o.d : 06/08/2019)
愿天主以永恒的光辉照耀她！
主日弥撒礼仪负责团队：
礼仪组与所有基信团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主日学假期
成人慕道班：8.45-10.15am（华）
弥撒 6.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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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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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每月退省：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及 21 日（星期二及三）
 知知港，圣奥古斯丁主保：日期：2019 年 8 月 25 日（日）；时间：4.30pm；活动：弥撒
和交流。欢迎大家参与！
知知港主保 巴士名额已满，请已经报名的准时上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