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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将临期第四主日

喜乐的第二个方面是“上主与我们同
行”。上主自从召叫亚巴郎那刻起就
答唱咏：(咏:88)-上主,我要永远歌咏 与我们同行。“祂就在我们中间”，
无论我们饱受考验、困难或喜乐。教
你的恩宠。
宗告诫道，在一天的时光中，“我们
圣言：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路 1： 要向上主说几句话”，因为祂就在我
们的生活中，在我们身边。
35）
喜乐的第三个方面是不让自己“垂头
丧气”。“悲观的生活不是基督徒的
基督徒应该喜乐，不要愁眉不展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12 月 21 生活，悲观的根源是根本不知道自己
已被宽恕，悲观源自一个人从未感受
日在圣玛尔大之家主持清晨弥撒时表
到天主的温柔。我们可以说，福音让
示：你们要有被救赎和宽恕的样貌，
我们看到了喜乐：‘玛利亚欢喜地起
而不是愁眉不展。当天的两篇读经均
身，急忙去拜访表姐依撒伯尔。’喜
提到发自内心的深邃喜乐。整个礼仪
乐也促使我们急忙前行，一直都如此，
充满了喜乐的讯息：“你们要喜乐，
因为圣神的恩宠不懂得缓慢。圣神总
要喜乐！”
是急促行事，总是催促着我们：向前，
教宗於是解释喜乐的三个方面：首先
向前，犹如风吹动帆船那样，催促着
是源自宽恕的喜乐，“上主已撤销了
我们前行。”
对你的定案。”教宗邀请大家喜乐，
简言之，依撒伯尔与玛利亚相遇的喜
不要过个不冷不热的生活，因为我们
乐使她腹中的胎儿欢喜踊跃。教宗说：
知道我们已被宽恕。“这是基督徒喜
“这也是教会向我们诉説的喜乐：我
乐的真正根源。”我们可以想想囚犯
们是喜乐的基督徒，我们要竭尽所能
得知被减刑时的喜乐，或者福音中病
表明我们深信已得到救赎。上主宽恕
患和瘫子获得痊癒的喜乐。因此，我
了我们的一切，若我们再次跌倒时，
们需要意识到耶稣带给我们的救赎。
祂还会宽恕我们，因为天主是宽恕的
教宗说：“有一位批评基督徒的哲学
天主。上主在我们中间，祂不会让我
家，称自己是诺斯底主义者或无神论
者，我不太确定，但他批评基督徒说： 们垂头丧气。” 这是今天的讯息：
“起来！”也就是耶稣对病患说的那
‘这些基督徒说有救主；当他们拥有
个起来：“起来，去吧！你应欢呼，
被救赎的样貌和喜乐时，我将相信他
你应欢乐，你应全心高兴喜乐。”
们，将相信救主。’可是，你却拥有
一张愁眉不展的面容，人们如何能相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信你是一位信徒，你的罪过得到了赦
61. 家庭教會
免呢？这是第一点，今天礼仪的第一
家庭教會，是《天主教教理》解婚姻
个讯息：你是一个被宽恕的人，我们
聖事最後一點的標題。 在這個標題下
每个人都是被宽恕的人。”
教宗叮嘱道：“天主是宽恕的天主”。 只有四節的文字。第一節講家庭和教
會的關系，第二節講基督信徒的家庭
因此，你要接受这个宽恕，喜乐地前
在今日世界中的重要性，第三節講家
行，因为上主也将宽恕我们由於软弱
所做的事情。

庭對家庭成員所產生的作用， 第四節 有的為了貧困的境遇，沒有人間一般
講教會是所有人的家庭。
家庭的歸屬。有的抱著福音中真福八
一、家庭和教會的關系：
端的精神，在他們的生活情況中， 出
1655 基督愿意生在若瑟和瑪利亞的聖 色地恭敬天主并為近人服務。是小教
家里，在這個家庭里長大。聖教會也
會的家庭和是大家庭的教會都要打開
無非是天主的家庭。教會的核心從起
大門接納他們。正如我們的教宗若望
初便是由多數全家歸化的家庭組合而
保祿二世所說的：「沒有一個人在這
成的。那時歸化的人都愿意他們家里
世界上是沒有一個家庭的﹔教會為每
的人都和他們一同得救。這樣歸化了
一個人是家、是家庭，特別為那些
的家庭好比是散布在一個沒有信仰的
「勞苦而負重擔的人。」
世界中的幾個基督信仰生活的孤島。
內容要點
二、基督信徒家庭在今日世界上的重
1666 基督徒溫暖的家庭是子女接受第
要性：
一個信仰宣告的地方。為此，家庭非
1656 今日，在一個對信仰往往感到陌 常合宜地被稱為「家庭教會」，祈禱
生，甚至抱有敵視態度的世界中，作
和恩寵的團體，人性品德和基督徒愛
為活潑而燦爛的信仰的發源中心的基
德的學校。
督信徒家庭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為
堂区事项：
此，梵二大公會議套了一句古老的詞
語稱家庭為「小教會」， 又說：「父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母應該以言以行，作他們子女信仰的
啟蒙導師，用心培養他們每人的前途，
本堂李神父
尤其是修道的聖召。」
三、家庭對家庭成員所產生的作用：
和张神父祝
1657 特別是在家庭里做父親的，做母
大家有个欢
親的、做子女的和家庭中的所有成員，
「以領受聖事、祈禱和感恩，生活的
乐和恩宠满
見証，克己和愛德的行為來實行他們
满的圣诞节
在領洗時所接受的司祭職務。」這樣
家庭是基督信徒生活的啟蒙學校，也
1.圣诞前夕（今晚）弥撒时间:
可以說是「一種培養丰富人性的學
今天傍晚没有主日弥撒
校」。在這里我們學得工作時的耐力
华语：报佳音晚上 8 时 15 分，弥撒 9
和快樂，弟兄間的彼此相愛，互相寬
时
恕──不斷地寬恕﹔特別學習以祈禱
英语：报佳音晚上 11 时，弥撒凌晨 12
和奉獻我們的生活來恭敬天主。
时
四、教會是所有人的家庭：
1658 我們也要想到有些人由於客觀環
2.12 月 25 日圣诞节星期一弥撒时间
境，往往出於無奈，過著「獨身者」
没有华语弥撒。
更與耶穌聖心接近的生活。教會，尤
英语弥撒：早上 9 时，11 时和
其是教會中的神長，要對他們表示關
傍晚 5 时 30 分
切。這樣的人，為數不少。他們中，

3.12 月 31 日主日（除夕）
主日弥撒时间
4.1 月 1 日天主之母节星期一弥撒时
间
公共假日：
英语弥撒：早上 8 时
5. 1 月 3 日星期三晚上 8 时
英语圣若瑟敬礼
英语敬礼过后有潮语圣若瑟敬礼及为
炼狱中的灵魂祈祷
6. 1 月 5 日星期五晚上 8 时
圣时及朝拜圣体
7. 本堂英语上主
慈悲敬礼 16 周
年庆：
敬礼小组邀请大
家 1 月 12 日星期
五上晚感恩祭，
弥撒后有教友自
煮的美味佳肴与
大家分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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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org.sg/index.php/applicationform-for-formed-org 下载申请表格
索取堂区密码。
10.
请将意向弥撒信封必
投入意向弥撒收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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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12 月 25 日星期一: 依五二 7-10；希
一 1-6；若一 1-18
*12 月 26 日星期二: (圣德范): 宗六
8-10,七 54-59；玛十 17-22
*12 月 27 日星期三(圣若望宗徒): 一
若一 1-4；若二十 1,2-8
*12 月 28 日星期四(诸圣婴): 一若一
5-二 2；玛二 13-18
12 月 29 日星期五: 一若二 3-11；路
二 22-35
12 月 30 日星期六：一若二 12-17；路
二 36-40
12 月 31 日(圣家节)
读经一：恭读创世纪(十五:1-6;21:13）－你亲生的儿子要做你的承继人。
答唱咏：（咏 105）(咏 105)- 他是我们
的天主；他永远信守自己的盟约

9.
如果有兴趣上网可到本堂网页
http://stjoseph-

读经二: 希伯来人书（十一 8,1112,17-19）亚巴郎、撒辣及依撒格的
信德。
福音 ：圣路加福音(二:22-40）－孩
子渐渐长大，充满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