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若瑟教堂
62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电话: 67691666
传真: 67627136
电邮: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本堂神父：李光兴神父
电话: 67600052
助理神父：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行政秘书: Yvonne Chen/Maggie Chia
主日弥撒时间:
周六：(英)傍晚 5:30
主日：(华)早上 7:30;
(英)早上 9:00,11:00
傍晚 5:30
儿童弥撒：第三个周六
黄昏弥撒
周日弥撒时间(英):
周一至周五：早上 6.30
傍晚 6.30 ，周六早上 6:30
公共假日：早上 8 点，
傍晚没有弥撒
祝福怀孕妈妈:
每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弥撒

婴孩洗礼:
双月的第一个主日
圣体室及礼堂暂时关闭：
从 6 月 19 日至 12 月初暂时关闭以便
进行修建

圣召祈祷：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华）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时
第二次收捐: 每月的
第一主日：圣文生善会
第三主日：天主教基金
第四主日：教堂维修基金
1.华语圣母军：主日早上 8:45
2.神圣慈悲敬礼:
华语 - 主日早上 9:30
英语 - 周五晚上 8:00
3.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晚 8 时
联络 ：黄应兰 98180396
4. 华文读经: 周三晚上 8 时,
联络: 杨纪华兄弟 98384237
潮语读经: 周六晚上 7 时
联络: 李亚南兄弟 83728261
5.圣若瑟敬礼
英语敬礼：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潮语圣若瑟敬礼及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英语敬礼过后.
6.玫瑰经(英)：周日弥撒前及圣母赡礼
节日在教堂内
每月 13 日及第一个周六黄昏弥撒后
在玫瑰经苑
7.圣时及朝拜圣体(英):
每月第一个周五晚上 8:00
圣若瑟幼儿园：
校长:Angeline Wong
电话:6760 1301
电邮:sjckdgn@singnet.com.sg
圣若瑟托儿中心：
校长:Mabel Lim
电话:6766 9200
电邮:sjccc@singnet.com.sg

11 月 5 日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胸怀大志，追求自由和伟大的光荣。
为此耶稣说：‘在芥菜籽中，在这颗
答唱咏：(咏:17)-上主,求你保佑我的 小小的种子内，蕴藏着一股力量，它
将引爆一种难以想像的增长。”
灵魂,得享你的平安。
教宗继续说，“在我们内，在受造界
内，有一种爆炸式的力量，那是给予
圣言：你们中那最大的，该作你们
我们希望的圣神”。教宗具体解释什
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
麽是在希望中生活，即愿意让“圣神
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的力量帮助我们成长”，进而圆满实
(玛 23：11-12）
现那将在我们身上显示的光荣。
那麽，为什麽酵母必须被搅拌，芥菜
天国的成长需要勇气，而非保守的牧
籽必须被撒下呢？因为若非如此，它
灵（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10 月 们内在的力量就不会爆发出来；天国
31 日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表
同样如此，它“由内部成长，而不是
示，为了促进天国的成长，我们要有
透过劝人改教”。
撒下芥菜籽和搅拌酵母的勇气。然而， 教宗指出：“天国依靠圣神的力量，
我们往往只倾向於一种“保守的牧
从内部成长。教会总是敢於拿起和投
灵”。
注，敢於拿起并搅拌，即使曾经害怕
当天节选的《路加福音》记述，耶稣
这麽做。我常常看到有人更倾向於一
把天国比作芥菜籽和酵母（十三 18种保守的牧灵，而不愿让天国成长。
21）。教宗表示，二者都是小东西，
我们原地踏步，缩成一团，自我感觉
但它们蕴藏着成长的潜能。天国也是
良好，可天国却不成长。为使天国成
如此，它的力量源自其内部。
长，我们要敢於撒下种子、搅拌酵
在选自《罗马人书》的第一篇读经中， 母。”
圣保禄强调了生命的张力：虽然有苦
的确，撒下种子，我会失去它；搅拌
楚，却“无法与那将来在我们身上显
酵母，我会弄脏手。因为“在撒播天
示的光荣相比拟”。这是一种“苦楚
国的过程中常常会失去些许东西。那
和光荣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在这
些宣讲天国却幻想着不弄脏手的人是
张力中存在一种“对天国光荣显扬的
有祸的。他们是古董的守护人，喜欢
热切期待”。教宗强调，不仅我们怀
好东西，不喜欢那可以释放力量的撒
有这种期待，受造物也是，因为受造
播和搅拌的举动。”
之物屈伏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和我
教宗总结道，这一切都可归结於今日
们一样”，“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 礼仪读经中耶稣和圣保禄的话：“从
内在的力量“驱使我们期待天国的圆
罪恶奴役到圆满光荣的张力”。望德
满”，这力量就是圣神。
“不令人失望”，即使它“微小如芥
教宗说：“望德把我们带到圆满的境
菜籽和酵母”。“有人说望德是最谦
界，这是摆脱牢笼、限度、奴役和腐
卑的美德。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圣
败，走向光荣的希望，这是一条希望
神。正是圣神在推进天国的发展”。
之路。希望是一项圣神的恩典。圣神
教宗最後邀请信众自我反省，询问自
在我们内带给我们这些改变，使我们
己这些问题：“我的望德如何？它是

一种幻想，一种‘或许’呢，或者我
相信在望德中有圣神的临在，我与圣
神交谈？”

義是兩件不可分開的事，領悟其中的
一事就也懂得那別的一件事了。
金口聖若望說得好：「給婚姻抹黑，
使守貞也損失光彩， 贊美婚姻，則使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人更欽佩守貞的人。因為與醜惡相比
55. 天主計划中的婚姻之二
較才顯示出來的美好，不會是很美好，
....為天國而守貞
而在我們認為美好的事中的最美好的
自有教會以來，就有男女信徒放棄婚
事物，這才是真正的最美好。」
姻的幸福。
內容要點。
1618 基督是基督信徒全部生活的軸心。 1661 姻聖事是基督和教會結合的標記。
與基督的聯系當佔一總聯系的首位。
它以基督愛教會的愛情賦予結婚者相
家庭關系和社會關系都應該隸屬在它
愛的恩寵。這聖事的恩寵成全夫婦之
以下。自有教會以來，就有男女信徒
間的人性愛情， 加強他們之間那不可
放棄婚姻的幸福，為的時時處處「隨
拆散的結合，并在邁向永生的旅途中
著羔羊」，只挂慮主的事，只想怎樣
聖化他們。
悅樂主，好能及時迎接新郎的來到。
耶穌曾親自召叫有些人跟隨他度這樣
堂区事项：
的生活。他本人就是度這樣生活的典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型與模范。
瑪竇福音記載他的話說：「有些閹人，
1.避开建筑工地/防止意外：
從母胎生來就是這樣﹔有些閹人，是
被人閹的﹔有的閹人，卻是為了天國
而自閹的。能領悟的，就領悟罷！」』
為天國而守貞是領洗聖寵的一種進展。
1619 為天國而守貞是領洗聖寵的一種
進展，是與基督優先聯系和熱列期待
他的再次來臨的有力証據，也是一種
叫人們想起婚姻大事，不過是今生暫
世的現實的徵兆。
耶穌肯定婚姻的好處，并且把婚姻提
升到聖事的榮耀地位， 但是他又召叫
有些人跟隨他，像他一樣度守貞的生
活。天主教教理不但承認 婚姻和守貞
修院的建筑商呼吁大家在施工时段请用
生活都能符合基督的旨意，并且強調
通往停车场的楼梯到教堂，避开工地以
兩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
1620 婚姻聖事和為天主而守貞，這兩 防止意外的发生。
件事都來自吾主耶穌。是他規定了它
2.今天有圣文生善会收捐
們的意義，并給予聖寵使人符合著他
的旨意善度這兩種生活。重視為天國
3.华语慕道班：
而守貞和認清婚姻在基督信仰上的意

每个星期四，晚上 7:45-9:45 时
4.2018 年小学要理课开始登记：
家长可到教堂网页
www.stjoseph-bt.org.sg（Faith
Formation)下载登记表格及有关登记的详
情。在籍儿童不需要再登记。

电邮：mandarin@ctis.sg

9.新加坡天主教圣学院 Y2018 第一学期
课程招生：请上网 www.ctis.sg 下载招
募说明书及申请表格 或向 CTIS 办公室
索取。 请于 11 月 3 日（星期五）晚上
7:30 至晚上 8:30 参加“信息夜”，了解
更多有关 CTIS 及其提供的节目。申请
5.建堂基金：
结束日期为星期六 12 月 12 日。
礼堂修建工程即将完成,我们还需要
请联系他们获取更多信息。CTIS，55
$750,000 来完成新的小教堂和整修礼堂， Waterloo Street＃05-04 天主教中心，
至今年 9 月已收到$519,403.35 捐款,希
新加坡 187954.电话：6434-8000，电
望教友们能继续给以支持慷慨捐献。
子邮件：admin@ctis.sg，网址：
www.ctis.sg.
6.11.2017 年四教区讲习会
2017 年四教区讲习会将由槟城教区举办，
每日读经：
日期从 11 月 30 日 5.30pm 至 12 月 3 日
2pm，住宿及讲习会地点是在槟城大山脚 11 月 6 星期一: 罗十一:29-36；路十四：
圣亚纳堂。此讲习会 主讲者是王春新神 12-14
11 月 7 日星期二：罗十二：5-16；路十
父，主题“充满望德的使徒”。教委将
四：15-24
电邮报名详情给各堂区。
11 月 8 日星期三: 罗十三：8-10；路十
四：25-33
7.2017 年四教区青年大会
*11 月 9 日星期四(祝圣拉特朗大殿):
2017 年四教区青年大集会目前正在紧密
则四七: 1-2，8-9，12; 格前三:9筹备，但日期已定从 12 月 7 日至
11,16-17;若二：13-22
10 日于槟城大山脚圣亚纳堂，主题“因
11 月 10 日星期五: 罗十五:14-21; 路
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祂的
十六：1-8
名字是圣的。”此筹备小组期待各堂区
11 月 11 日星期六：罗十六:3-9,16,22神父们给于此活动大力支持。
27; 路十六：9-15
8.天主教神学院中文课程:
11 月 12 日常年期三十二主日:
雅威形象的演变：古代以色列信仰史
读经一：智慧篇(6:12-16)-寻觅智慧的,
讲师：苏联发修士（圣经硕士）
就可找到智慧。
日期：2018 年 3 月 8，9，15，16，4 月
答唱咏：(咏:62)-天主,我的天主,我的
5，6，12，13，19，20，星期四/五 晚
灵魂渴慕你。
上 7 时 30 分-10 时（共 10 堂课）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前书
地点：天主教神学院，55 Waterloo
(4:13-18)-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内的
Street 3 楼
人,同他一起来。
学费：每位 S$200
福音: 圣玛窦福音(25:1-13)-新郎来了,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你们出来迎接吧!
报名联络：洁玲（行政秘书）
电话：6434 8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