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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和谦卑使我更加亲近人民？或者，我觉
得自己是主人，见谁骂谁，傲慢自大，
答唱咏：(咏:127)-凡敬畏上主的,都是有 不是一个为天主子民服务的牧者？”
教宗最後总结道，“今天是我们做此良
福的人。
心省察的好机会：我是否引人跌倒，如
何引人跌倒？这样，我们就能回应上主，
圣言：你应当忠信至死，我必要赐给你
与祂更近一些。”
生命的华冠。(默 2：10）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恶表伤害人心，扼杀希望
57. 婚姻的合意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11 月 13
「合意」，通常稱作「同意」，是構成
日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表示，
婚姻的主要因素。新編 天主教教理臚列
恶表伤害人心，扼杀希望与梦想。教宗
以下幾項闡明「合意」在婚姻大事上所
特别勉励司铎要温良、谦卑，做个服务
具有的作用。
天主子民的牧者。
何謂合意？
当天福音记述，耶稣对门徒们说：“引
1625 締結婚約的當事人是領過洗的一男
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引人跌
一女。他們必須具有結婚的自由，并且
倒的人是有祸的”。因此，“你们要谨
自由地表示他們的合意。這里所說的自
慎！”（路十七 1,3）。教宗解释道：
由，指：第一、 不受任何逼迫和強制﹔
“恶表不好，因为它伤害天主子民的脆
第二、并沒有來自自然法或教會法的任
弱之处，损伤天主子民的弱点，而这些
创伤常会伴随人的一生。恶表不仅伤人， 何阻擋。』
合意是構成婚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还会杀人：它扼杀希望、梦想、家庭，
1626 教會認為男女互相交代的合意是構
以及许多人的心。”
成婚姻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缺少了
教宗告诫道：“你们要谨慎”，尤其是
合意，便沒有婚姻。合意是人的有意識
那些自称基督徒却像个外邦人那样生活
的行為。
的人。有多少基督徒因他们的恶表、因
1627 合意是人的有意識行為，藉此行為
他们的言行不一而使人远离天主。魔鬼
婚姻雙方彼此給予，互相接受：「我娶
削弱天主子民、使人远离上主的最便捷
你為我的妻子」「我嫁你為我的丈夫」。
武器之一，就是基督徒的言行不一：说
合意把夫妻聯合在一起，使兩人成為一
一套，做一套。”
個身體。
教宗邀请信众自问：“我的生活是否言
合意不可受任何暴力或外來強制的約束。
行一致？是否忠於福音，忠於上主？”
1628 合意應該是每位締約者的意志行為，
教宗列举了基督徒企业家克扣工资、利
不受任何暴力或外來強制的約束。任何
用他人填满自己腰包的恶表，以及在教
人的權力都不能替代這樣的合意。沒有
会内牧者不关怀羊群而导致羊群离开的
這樣的合意，婚姻便無效。
丑行。
說到這里，《天主教教理》便乘機說明
教宗说：“耶稣教导我们不可侍奉两个
教會有宣布婚姻無效的權柄。
主人，要麽侍奉天主，要麽侍奉金钱。
1629 為了這個或別的也使婚姻無效或不
如果牧者贪恋金钱，他就造成恶表。每
成立的緣故， 教會當局在把事實真相調
个牧者都应该自问：我与金钱的友谊关
查清楚之後，可以宣布一件婚姻無效，
系如何？我是否寻求高攀，虚荣使我不
那就是說它根本未曾成立，處在這種情
断攀爬？或者我温良、谦卑，因为温良

況下的一雙配偶可以各自再娶再嫁，但
們能以聖潔的品格，在適當年齡上，由
是他們必須履行在前次婚姻中所接受了
婚約而過渡至婚姻生活。」
的道德上的責任。
內容要點
接著，《天主教教理》便解釋聖職人員
1662 婚姻建基於締約雙方的合意，就是
在舉行婚姻聖事時所扮演的角色，同時
建立於彼此決定性地將自己交付給對方
也說明必須以教會的形式來舉行婚姻的
的意愿上，其目的是位活出一個忠貞和
理由。
傳衍生命的愛情盟約。
1630『參與舉行婚姻的司鐸和執事，是
以教會的名義接受男女雙方的合意誓愿， 堂区事项：
堂讯负责人，邮址:
并給予他們教會的祝福。教會的聖職人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員和其他証婚人一樣，他們的在場有形
可見地顯示出婚姻是一件教會的事件。
1.教会 2018
為什麼信徒應以教會的形式舉行婚姻？
日历每本
1631 為此緣故教會通常要求它的信徒以
$2.80, 可在
教會的形式舉行婚姻。其理由有以下幾
教堂出口大
厅购买。存
項：一、婚姻聖事是一禮儀行為，因此
货不多欲购
適宜在教會的公眾禮儀下舉行。二、婚
从速。
姻聖事把新婚夫妻引入教會中一定等級
的團體中，使他們享有這個團體中教會
權益，就是做夫妻和做父母的權益。三、 2.避开建筑工地/防止意外：
既然婚姻是教會內一種生活方式，便應
該對它的實在有所確定。所以結婚時必
須要有証人在場。四、公開地宣布合意，
是對合意的一種自然保障，有助於維持
夫妻間的彼此忠實。
最後，《天主教教理》也談到妥善准備
婚姻的事宜。
修院的建筑商呼吁大家在施工时段请用
1634 好使結婚的男女雙方的合意完全自
通往停车场的楼梯到教堂，避开工地以
由并擔負責任，又使他們的婚約能在道
防止意外的发生。
德和信仰上樹立堅固而恆久的基礎，婚
3.
姻前的准備工夫是十分重要的。
从 12 月 1 日起，所
最好的准備當然是來自雙方父母的表率
有弥撒意向信封必须
放入已经安装的收集
和訓誨。
箱（位于意向告示板
天主教法典上說：本堂司鐸和堂口信友
的柱子底部）。 收
團體構成「天主的家庭」。在婚姻和家
集箱将在每周二早上
庭的道德和宗教價值的傳遞上，他們的
开放，意向将在周末
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特別是今天許多青
刊登。周二早上过后
年曾生活在破碎了的家庭里，不曾從家
的意向信封将在下周
中接受了應有的良好教育。
二收集。
梵二大公會議說的是：「關於夫妻之愛
的高貴，任務和實行，應在家庭懷抱內，
4.华语慕道班：
給青年人以適度和應時的指南，俾使他
每个星期四，晚上 7:45-9:45 时

5.潮语讲座(五):
日期：11 月 22 日（五 ）
时间：晚上 8 时-9 时 30 分
地点：教堂餐厅
主讲：黄贵娟修女
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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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婴孩洗礼:
1 月 8 日主日中午 12 时 30 分。
有关详情请向办公室查询。

8.
这是一个天主教的英语数码网站，这网站提
供丰富天主教资料及有娱乐性的讲座/电子书
/电影/纪录片等等来帮助教友信仰的成长。
如果有兴趣上网可到本堂网页
http://stjosephbt.org.sg/index.php/application-formfor-formed-org 下载申请表格索取堂区密码。
9.教友通告/广告栏：
为方便教友本堂在餐厅有个教友通告/广告栏
给教友刊登通告。教友必须将通告/广告打印
在 A4 或 A5 纸张并亲自把通告拿到教堂办公
室盖章后才可以刊登。

地点：天主教神学院，55 Waterloo Street
3楼
学费：每位 S$200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报名联络：洁玲（行政秘书）
电话：6434 8006
电邮：mandarin@ctis.s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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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结束日期为星期六 12 月
12 日。
请联系他们获取更多信息。CTIS，55
Waterloo Street＃05-04 天主教中心，新加
坡 187954.电话：6434-8000，电子邮件：
admin@ctis.sg，网址：www.ctis.sg.
每日读经：
11 月 20 星期一: 加上一 10-15，41-43，5457，62-64；路十八 35-43
*11 月 21 日星期二: （圣母奉献节）: 匝二
14-17；玛十二 46-50
11 月 22 日星期三: 加下七 1，20-31； 路十
九：11-28
11 月 23 日星期四: 加上二 15-29；路十九
41-44
11 月 24 日星期五: 加上四 36-37,52-59；
路十九 45-48
11 月 25 日星期六：加上六 1-13；路二十
27-40

11 月 26 日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普世君王
节）
读经一：依厄则克耳先知书(34:11-12,1517)-我的羊群啊!关于你们,看,我要在羊与羊
之间,施行审判。
答唱咏：(咏:22)-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
无所缺。
11.天主教神学院中文课程: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15:20雅威形象的演变：古代以色列信仰史
26,28)-那时,基督把自已的王杈交于天父,好
讲师：苏联发修士（圣经硕士）
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
日期：2018 年 3 月 8，9，15，16，4 月 5，6， 福音: 圣玛窦福音(25:31-46)-他要坐在光荣
12，13，19，20，星期四/五 晚上 7 时 30 分 的宝座上,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10 时（共 10 堂课）
10.建堂基金：
礼堂修建工程即将完成,我们还需要$750,000
来完成新的小教堂和整修礼堂，至今年 9 月
已收到$519,403.35 捐款,希望教友们能继续
给以支持慷慨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