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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将临期第三主日

再者，苦涩「必定使我们口出怨言」，在
天主面前抱怨而非献上赞美，抱怨有如伴
答唱咏：(依 61:10,路 1:46-54)-我的心灵 随一生的旋律。对此，亚维拉圣女德肋撒
（Teresa d’Avila）表明：「那说『他们
要欢跃于我的上主。
对我不义不公』的修女是有祸的。」教宗
接着将约纳先知称为「诺贝尔抱怨奖得
圣言：应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
主」：约纳先知奉天主之命向尼尼微人宣
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
布毁灭，尼尼微人痛改前非後蒙天主怜悯，
意。(得 5：16-18）
免於灾祸，约纳先知却对此心怀不满。
在苦涩、仇恨和抱怨之前，教会今天给予
让我们接受上主的安慰，切莫心怀怨恨
（梵蒂冈电台讯）让我们接受上主的安慰， 鼓励的话。这鼓励的话贯穿当天的读经和
福音：依撒意亚先知说：「鼓起勇气来，
切莫心怀怨恨。教宗方济各 12 月 11 日上
不要畏惧！」（卅五 4）；耶稣也在福音
午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如此勉励
中鼓励瘫子起来（路五 17-26）。事实上，
道。当天的第一篇读经取自《依撒意亚先
那瘫子的朋友就是如此勇敢地爬上屋顶，
知书》，讲述上主许诺赐给祂的子民安慰
把那瘫子正放在耶稣面前，毫不顾忌在场
（卅五 1-10）。教宗对此证实说：「上主
来是为了安慰我们。」诚如圣依纳爵所言， 的经师和其他人，一心只想帮助那瘫子得
到治癒，渴望上主的安慰。
我们要「默观基督的安慰者角色」，视之
教宗最後总结道：「今天礼仪的讯息正是
为朋友间的安慰。
接受上主的安慰。这并不容易，因为要接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复活後显现给门
受上主的安慰就必须放下我们自私的心态，
徒们，但「他们由於欢喜，还是不敢信，
放下我们视为珍宝的苦涩、抱怨和其它事
只是惊讶」（廿四 41）。教宗解释道：
物。我们每个人今天都要作良心省察：我
「我们经常觉得上主的安慰是件奇事，却
的内心状态如何呢？我是否心中苦涩、悲
难以接受安慰；相较於接受安慰，安慰别
伤？我使用怎样的语言？它是赞美天主的
人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时常沉溺於负面念
美好语言呢，还是满腹牢骚？让我们祈求
头，沉溺於我们心中罪的伤痕；我们往往
上主赐下勇气的恩宠，因为在勇气中祂前
倾向於独自停留在那里，彷佛孤独地躺在
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向上主祈祷说：『主
《福音》中的小床，不愿起身（路五 17啊，求祢来安慰我们』。」
26），耶稣则不断疾呼：『起来！』」
问题是「在负面念头中我们是主宰者」，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因为我们的心中拥有罪的伤痕；然而，
60. 夫妻之愛的益處和需要.....
「在积极态度中我们却是行乞者」，而我
分居與離婚
们不喜欢乞求安慰。
《天主教教理》也提到幾種不幸和不理想
教宗进而阐明，人通常会在两种情况下拒
的情況。一種是夫妻被迫分居﹔另一種是
绝接受安慰：一是愤恨的态度；二是抱怨
離婚和離婚後的再結婚。它對處於這樣不
的态度。当一个人愤恨不平时，他就有一
幸情況中的信友表示同情，并提出在牧靈
颗「苦涩的心」，把苦涩视为珍宝。举例
上教會可以為他們做的服務。
而言，耶路撒冷贝特匝达水池旁的那个瘫
子患病长达 38 年，他的内心苦涩，因为没 在某種情況下，教會允許夫妻分居。
1649 有時由於不同的原因，夫妻的同居變
有人在水动时把他放到水池中治病（若五
2-9）。教宗指出，「对这些苦涩的心而言， 得不可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中，教會允許
夫妻分居。分居是停止夫妻的同居，并不
苦涩比甘饴更加美好。」很多人宁可紧抓
改變他們在天主面前仍是夫妻的事實﹔并
着「苦涩的根基」，依恋原罪的记忆。
不給予他們再次結婚的自由。這是一種尷

尬的情況，如果可能的話，最好的解決辦
﹔所以天主的聖意，是要人特別與其造化
法是夫妻間的互相修好。全體信友都要協
工程有份，并將其造化工程通傳於人。於
助他們在他們的情況中度基督信徒的生活。 是，天主便祝福男女說：「你們要生育繁
他們的婚姻是不可拆散，他們要忠於他們
殖」。所以，真正的夫妻之愛，以及出自
仍然有效的婚姻關系。
夫妻之愛的整個家庭生活方式，其目標就
教會反對離婚及再婚。
是夫妻，在不輕視婚姻其他宗旨的條件下，
1650 今天世界好多地方總有一些信友夫妻 毅然地准備和造物主及救主的聖愛合作，
要求當地 法院宣布離婚，再行嫁娶。教會 因為他就是通過夫妻來擴展并充實自己的
堅持耶穌基督的教訓：「誰若休自己的妻
家庭。
子而 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負妻子﹔若妻 父母是子女最最早和最重要的教育者。
子離了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
1653 夫妻之愛的能力也延伸到他們以教育
如果先前的婚姻是有效的，教會決不會承
傳授給子女的倫理、精神和超性生活上的
認新的婚姻。如果離了婚的男女，再度在
成果。父母是子女最早也最重要的教育者。
地方法院公証結婚，那就是具體違犯天主
因此，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務是維持生命。
的法律。從這時起，一直到他們離開這種
有子女的夫妻仍可充份實現婚姻生活的真
環境為止，他們不能去領聖體。因著同樣
諦。
的理由，也不能執行教會里若干職務。告
1654 不論從倫理方面或者從基督信仰方面
解或修和聖事要求真心懺悔和定改。夫妻
來說，天主沒有賞賜子女的夫妻仍可充份
間的忠貞是天主對其盟約及基督對其教會
實現婚姻生活的真諦。他們的婚姻仍可在
的忠實不變的愛的標幟，若不真心痛悔，
愛近人，接待有需要的人和個人的克己生
并定志以後要度絕對的節欲生活，他們也
活上發射其光輝。
不能有效地領受告解聖事。
內容要點
教會對離婚及再婚者應有的關心。
1661 婚姻聖事是基督和教會結合的標記。
1651 有些信友雖然生活在這樣不正常的生 它以基督愛 教會的愛情賦予結婚者彼此相
活中，卻還保持信德，還希望子女受天主
愛的恩寵。這聖事的恩寵成全夫婦之間的
教的教育，當地的司鐸和堂口的信友們應
人性愛情，加強他們之間那不可拆散的結
該對他們表示關切，不讓他們覺得自己與
合，并在邁向永生的旅途中聖化他們。
教會脫離，作為領過洗的信友，他們仍可
以，而且應該在堂口生活。當今教宗教宗
堂区事项：
若望保祿二世說：我們要邀請他們來聽天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主的聖言，來參與彌撒聖祭，恆一祈禱，
對堂口的慈善事業和社會上推進正義的活
1.华语慕道班
動提出貢獻，提醒他們孩子必須受教會的
每个星期四，晚上 7:45-9:45 时
教育，鼓勵他們培養悔改的精神和付諸實
踐，日夜懇求天主賜給聖寵。
2.从 12 月开始，所
生育的意愿。
有弥撒意向信封必须
夫妻之愛的益處與需要也包括接納子女，
放入已经安装的收集
就是所謂對生育的開放。
箱（位于意向告示板
1652 婚姻制度及夫妻之愛，本質上便是為
的柱子底部）。 收
生育并教養子女的，二者形同婚姻的極峰
集箱将在每周二早上
與冠冕。梵二大公會教導說：子女是婚姻
开放，意向将在周末
極其卓越的成果，而且為父母本身，亦大
刊登。周二早上过后
有裨益。天主既然說過：「獨自一人，不
的意向信封将在下周
好」， 又說「自初便造了他們一男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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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在投入今天第
二次收捐捐款
袋，谢谢。
4. 每日圣言
半价优惠可
在教堂大厅
的书攤购
买。还有教
会月历，欲
购从速。书
攤将在明年
结束营业.

英语弥撒：早上 8 时
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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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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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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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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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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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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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月 1 日天主之母节星期一弥撒时间
公共假日：

12 月 18 日星期一: 耶 23:5-8；玛

1:18-25
12 月 19 日星期二:
路一 5-25
12 月 20 日星期二:
26-38
12 月 21 日星期三:
39-45
12 月 22 日星期四:
46-56
12 月 23 日星期五:
一 57-66

民十三 2-7,24-25；
依七 10-14；路一
歌二 8-14；路一
撒上一 24-28；路一
拉三 1-4,23-24；路

12 月 24 日将临期第四主日
读经一：撒慕尔纪下(7:1-5,8-11,16)达味的王权,在主面前永远存在。
答唱咏：(咏:88)-上主,我要永远歌咏你
的恩宠。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16:2527)-这奥秘从永世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
现在却彰显了。
福音:： 圣路加福音(1:26-38)-看,你将怀
孕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