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若瑟教堂
圣召祈祷：
620 Upper Bukit Timah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华）
Road, Singapore 678116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时
电话: 67691666/67691608
传真: 67627136
第二次收捐: 每月的
电邮: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第一主日：圣文生善会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第三主日：天主教基金
第四主日：教堂维修基金
本堂神父：李光兴神父
电话: 67600052
1.华语圣母军：主日早上 8:45
助理神父：张思谦神父
2.神圣慈悲敬礼:
电话: 67604636
华语 - 主日早上 9:30
英语 - 周五晚上 8:00
行政秘书: Yvonne Chen/Maggie Chia
3.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晚 8 时
主日弥撒时间:
联络 ：黄应兰 98180396
周六：(英)傍晚 5:30
4. 华文读经: 周三晚上 8 时,
主日：(华)早上 7:30;
联络: 杨纪华兄弟 98384237
(英)早上 9:00,11:00
潮语读经: 周六晚上 7 时
傍晚 5:30
联络: 李亚南兄弟 83728261
儿童弥撒：第三个周六
5.圣若瑟敬礼
黄昏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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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弥撒时间(英):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英语敬礼过后.
周一至周五：早上 6.30
6.玫瑰经(英)：
周日弥撒前及圣母赡礼
傍晚 6.30 ，周六早上 6:30
节日在教堂内
公共假日：早上 8 点，
每月 13 日及第一个周六黄昏弥撒后
傍晚没有弥撒
在玫瑰经苑
7.圣时及朝拜圣体(英):
祝福怀孕妈妈:
每月第一个周五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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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日将临期第二主日
答唱咏：(咏:84)-上主,求你向我们显示你
的宽仁,求你将你的救恩赏赐给我们。
圣言：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天
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
说：「阿爸，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
隶，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赖天主的
恩宠，也成了承继人。(迦 4：6-7）

且是唯一的标记，即接受屈辱。谦卑却不
接受屈辱就不是真谦卑。谦卑指的是人有
能力像耶稣那样承受屈辱；祂曾遭受屈辱，
且是极大的淩辱。”
教宗最後提到诸多圣人的榜样，称他们
“不仅接受屈辱，而且还要求受辱”，好
能相似耶稣。教宗祈求道：“愿上主赐予
我们恩宠，让我们守护嫩芽，直到圣神的
圆满，并且不忘记根源，接受屈辱。”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60. 夫妻之愛的益處和需要
让我们接受屈辱，好能相似耶稣
《天主教教理》講解婚姻聖事的第五點是
（梵蒂冈电台讯）谦卑是基督徒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素质。教宗方济各 12 月 5 日在圣 ︰夫妻之愛的益處和需要。在這點中，它
提出三個小標題，就是︰婚姻的唯一性和
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如此表示。
不可拆散性﹔夫妻之愛的忠貞﹔和生育的
教宗从当天选读的《依撒意亚先知书》谈
意愿。
起，指出每个基督徒都好似“一个嫩芽，
天主教教理首先援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
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敏的神、超见和刚毅
《家庭團體》勸諭中的一段話，說︰
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它内”
1643 夫婦之愛包括一個整體，整個人格的
（参阅：依十一 1-2）。“这些恩典都是
圣神的恩典。从嫩芽的幼小到圣神的圆满， 因素都置于其間，包括身體和本能，感官
和情感的力量，精神和意愿的渴望。其目
这是许诺，这是天主的国”。这就是“基
的是兩個人在人格上的深切合一，這種合
督徒的生命”。
一遠超過身體的結合，而導向心靈的共融。
教宗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
它要求在真正的彼此贈予中不可拆散和忠
是一个从根上长出的嫩芽，应该依靠圣神
貞，并且接納生育。一言以蔽之，這是所
的力量不断长大，直到圣神在我们内达致
有自然的夫婦之愛的正常特徵，但是有一
圆满。那麽，基督徒的任务是什麽呢？简
種新的意義，不但淨化并加強這些特徵，
单而言，就是守护在我们内生长的嫩芽，
而且提升它們，使之成為真正基督宗教價
呵护其成长，呵护圣神。”
值的表達。
那麽，基督徒的生活作风是怎样的呢？
婚姻的唯一性和不可拆散性
“其中一个就是如同耶稣的作风，即谦
所謂婚姻的唯一性，是指婚姻的一夫一妻
卑”。教宗解释说：“我们必须拥有信德
制，其不可拆散性 則指不可離婚。關于婚
和懂得谦卑，好使这个嫩芽长大，从如此
姻的唯一性和不可拆散性，《天主教教理》
之小的恩典达致圣神之恩的圆满。我们必
提出以下本性和超性方面的理由，說︰
须懂得谦卑，好能相信天父是天地的主，
1644 夫妻之愛，在本質上，要求夫婦的結
正如今日福音所说的：‘祂将这些事瞒住
合是唯一的和不可拆散的。夫婦的結合包
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括他們的全部生活。這樣他們不是兩個，
（路十 21）。谦卑就是做个小孩子，如嫩
而是一體了。他們被召，日復一日忠於他
芽般，虽小却日渐成长，因为小而需要圣
神，好能向迈进，走向自身生命的圆满。” 們彼此互相贈予的婚約，在共融中不斷成
長。 這人性上的共融，藉著婚姻聖事所賦
教宗表明，“有人认为谦卑是有教养，懂
予的在基督內的共融，變得更堅實，更純
礼貌，闭上眼睛祈祷。不，谦卑不是这样
潔，以至達到成全的地步。夫妻的共同信
的”。那麽，“我们怎麽知道自己是个谦
卑的人呢？”教宗回答道：“有一个标记，

仰，共同領聖體，更給他們的共融加增深
度。
多配偶的婚姻制度不但違反男女平等的原
則，而且不符合夫婦的相愛。
1645 男性和女性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夫妻
兩人應在彼此無條件的相愛中承認這條原
則。依這條原則來講基督所肯定的婚姻的
唯一性的確是顯而易見，不容置疑的真理
了。多配偶的婚姻制度不但違反男女平等
的原則，而且不符合夫婦的相愛。夫妻之
愛是專一的，不容第三者插入其間的。
夫妻之愛的忠貞
這是夫妻彼此自身贈予的自然結果。
1646 夫妻之愛在本質上要求夫妻雙方不可
違背的忠貞。這是他們彼此自身贈予的結
果。愛的要求是持恆一往的，不是以短暫
為滿足的。梵二大公會議說的好︰「婚姻
的密切結合，男女兩人的互相贈予，以及
子女的幸福，都要求夫妻絕對忠貞﹔決不
拆散他們的結合。」
夫妻的忠貞來自基督對其教會的忠貞。
1647 要求夫妻之愛終身不渝的最深入的理
由是天主對其盟約，以及基督對其教會的
忠信。夫妻從婚姻聖事中取得了表現這忠
信， 并為之作証的資格。從婚姻聖事中，
婚姻的不可拆散性也獲得一個新的和更深
入的意義。
1648 把兩個人終生束縛在一起，這不是難
的，甚至做不到的事嗎？是的。所以我們
更應該宣講福音，說明天主怎樣以忠實不
變的愛來愛我們，做夫妻的又怎樣從天主
那里分享了這樣的一份愛。是天主的愛在
誘導他們，支持他們，使他們能以他們之
間的彼此忠貞來給天主的忠實不變的愛做
見証。雖然有時處於極其艱難的情況下，
靠著天主的聖寵，仍然不辭為基督的忠實
不變的愛做見証的夫妻，真是值得全體教
會的感謝和支持的。（待续）

堂区事项：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1.华语慕道班
每个星期四，晚上 7:45-9:45 时

2.从 12 月开始，所
有弥撒意向信封必须
放入已经安装的收集
箱（位于意向告示板
的柱子底部）。 收
集箱将在每周二早上
开放，意向将在周末
刊登。周二早上过后
的意向信封将在下周
二收集。

3. 天主教基金
“献礼”筹款：
请记得把捐款信
封和财路捐款表
格在投入本月第
三主日第二次
收捐捐款袋

4.潮语讲座(五):
日期：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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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北区将临期和好圣事:
形式将有所更变，到时教友将会被告知进
行的形式。

12 月 14 日星期四：海星圣母堂
晚上 8 时
12 月 15 日星期五：复活堂
早上 10 时 30 分及晚上 8 时
12 月 18 日星期一：圣神堂
晚上 8 时
12 月 19 日星期二： 君王堂
早上 10 时 30 分及晚上 8 时
12 月 20 日星期三：圣安东尼堂
晚上 8 时
12 月 21 日星期四：本堂晚上 8 时。

6.圣诞前夕弥撒时间:
12 月 24 日星期天圣诞前夕

主办: 复活堂华委

当天傍晚没有主日弥撒
华语：报佳音晚上 8 时 15 分，弥撒 9 时
英语：报佳音晚上 11 时，弥撒凌晨 12
时

B：主题: 全身心参与感恩圣祭
主讲: 陈宾山神父，黄贵娟修女
日期: 12 月 9 日(六)
时间: 8am--11am
地点:耶稣复活堂
主办: 复活堂华委

7.12 月 25 日圣诞节星期一弥撒时间

没有华语弥撒。
英语弥撒：早上 9 时，11 时和
傍晚 5 时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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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8 年小学要理课开始登记：
申请结束日期为星期六 12 月 12 日。
家长可到教堂网页
请联系他们获取更多信息。CTIS，55
www.stjoseph-bt.org.sg（Faith Formation) Waterloo Street＃05-04 天主教中心，新
下载登记表格及有关登记的详情。在籍儿
加坡 187954.电话：6434-8000，电子邮
童不需要再登记。
件：admin@ctis.sg，网址：www.ctis.s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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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12 月 11 日星期一: 依卅五 1-10；路五
17-26
12 月 12 日星期二: 依四十 1-11；玛十八
12-14
12 月 13 日星期三：依四十 25-30；玛十一
28-30
12 月 14 日星期四：依四十一 13-20；玛十
一 11-15
12 月 15 日星期五: 依四十八 17-19；玛十
一 16-19
12 月 16 日星期六：德四十八 1-4,9-11；
玛十七 10-13

10.建堂基金：
12 月 17 日将临期第三主日
本周有售买服装首饰和饰品为建堂基筹款。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61:1-2,10礼堂修建工程即将完成,我们还需要
11)-你要万分喜乐于上主。
$750,000 来完成新的小教堂和整修礼堂，
答唱咏：(依 61:10,路 1:46-54)-我的心
至今年 9 月已收到$519,403.35 捐款,希望
灵要欢跃于我的上主。
教友们能继续给以支持慷慨捐献。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前书
(5:16-24)-保持你们整个的灵魂和肉身,在
11.教区信仰讲座
主来临时,无瑕可指。
A：主题: 圣母四大信理最后一讲
福音: 圣若望福音(1:6-8,19-28)-有一位
日期: 12 月 21 日 圣母终身童贞
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认识他。
时间: 8pm-9.30pm
地点: 耶稣复活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