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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廿一主日
主日弥撒
8 月 25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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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66: 18-21 咏 116: 1, 2 希 23: 5-7, 11-13 路 13: 22- 30
“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 (咏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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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学：8.45-10.15am（淡）9.00-10.30am（华）10.45-12.15pm（英）&（国）
成人慕道班：8.45-10.15am（华）9.00-10.30am（淡）11.00-12.30pm（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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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撒 6.45am
弥撒 6.45am

常年期第廿二主日
8 月 31 日

星期六

9 月 01 日

主日弥撒

圣神同祷会(华)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8.00pm：BECCOT 聚会；地点：堂区礼堂




2019 年 8 月资讯 / 活动
i) 每周堂区奉献
8 月 17 日及 18 日： RM8,340.05
圣母升天节
： RM3,190.05
知知港
： RM59.00
感谢教友的捐助，愿天主赐福你们！
ii) 请各 BEC 在每月的聚会中使用教会

所提供的《每月反省》来进行分享。
iii) 非常务派送圣体员：请确保您积极

投身于所属的基信团，并探访病人及
老人，以您所属的基信团的服务为
重，然后再为感恩圣祭服务。
iv) 早餐义卖：St.Bruno 1, 2 & 3 BECs

于今日进行，以帮助学生筹款支付
2020 学费和上学用品。请多支持。

v) P.I.H.D.M.食物银行

为了帮助贫困者，我们需要您的捐助：
米（5kg）、食油（瓶装）、米粉、面粉、
方便面、罐头鱼、美禄、糖、饼干、
奶粉、炼乳等干粮。
请将食物送至：本堂办事处旁的房间
[星期六 5pm-7.30pm / 星期日 8am-1.00pm]
vi) 捐血运动 将于今日 10.00am-2.00pm 进行

地点：Chapel Velangkanni, Gadong

结婚喜讯：
Adam Cheong & Kang Suet Huey on 07/09/19 @ 11am

请为亡者祈祷：
a) Lawrence Van Huizen (d.o.d: 17/08/2019)
b) Soosay s/o Rajendran (d.o.d: 17/08/2019)
c) Peter a/l Mariakannu (d.o.d: 18/08/2019)

愿天主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
主日弥撒礼仪负责团队：
圣伯多禄（拉杭）、圣马达勒纳（丽阳
园）、圣方济·沙勿略（小甘密）基信团

大声歌颂是祈祷力量的三倍！
马来西亚日祈祷会 将于 Grace Assembly, Petaling Jaya 举行。日期：9 月 16 日；
时间：早上 10 点 ；欢迎大家出席！



1 岁半的小婴儿 Abinash Sai a/l Vijayakumar 将在近期内出发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请为他们
祈祷，并感激大家慷慨解囊，给予帮助。



基信团 - 每个月的星期三的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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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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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8.30 am - 3.00 pm

本堂需要及欢迎您加入星期天 9.00am 的弥撒歌咏队。请联系 Daniel (012-6588715) 以示支持！

圣神同祷会(淡) 7.30pm 礼堂。欢迎大家用歌声赞美天主。
(丙年) 德 3:19-21,30-31 咏 67:4-5,6-7,10-11 希 12:18-19,22-24 路 14:1, 7-14
“天主，你大发慈悲，使贫苦得到照顾。” (咏 67)
9.00am 国庆日弥撒
5.00pm 玫瑰经/ 永援圣母经祈祷/ 圣体降福 6.00pm 黄昏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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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非凡，我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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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福（Monfort）青年中心 （马六甲）2019 年第 17 届慈善嘉年华：蒙福的学生和工作人员
将于 8 月 31 日（六）和 9 月 1 日（日）在本堂售卖筹款固本以筹集经费。 请给予支持。



Fr.Xavier 拜访 BEC 家庭：BECs Zone 2
日期/时间：8 月 29 日（四）及 30 日（五）/晚上 7 点；请联系：Arulappar (014-6143983)

 知知港圣奥斯定堂主保：日期：8 月 25 日（日）；时间：4.30pm
已经报名乘搭巴士前往知知港参与主保的教友注意，巴士将在下午 3 时从本堂正准时出发。
 “SAYANGI MALAYSIAKU，MALAYSIA BERSIH”请为我们的国家及领袖祈祷。
国庆日弥撒将于 8 月 31 日 ， 9.00am 举行。
 神父避静：Fr. Xavier（9 月 8 日至 13 日，@ 槟城）/ Fr. George（9 月 22 日至 27 日，@ 金马仑）
 欢庆马来西亚日 Muhibbah 合一与和平晚宴 - 由森州 MCCBCHST 为合一与促进和平举办。
日期：9 月 16 日；时间：7.00pm；地点：永香楼酒家；每桌 RM350；有意购买餐券者，请联系
Christopher K (019-6216194)。同时，欢迎您以捐献的方式或在纪念手册上刊登广告（半页/整页）
以示支持。请联系 Christopher K (019-6216194) 或 Thayalan (017-8809454)

参加“中文 Alpha 启发”吧！
无论您是积极参与教会事工，或是平日参加弥撒的潜力教友，或者有兴趣认识信仰
及真理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为期 12 周的“中文启发”！您可以扫描此二维码或
WhatsApp 至 012-6071190 / 012-7038778 报名参加。开课日期：9 月 8 日（星期日）
时间：12.30pm-3.00pm ；地点：本堂祈祷室，备有午餐招待。
我们邀请了善牧堂及圣依纳爵堂的弟兄姐妹来给大家做见证及分享，错过可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