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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7 日主显节

伯多禄、匝凯，以及撒玛黎雅妇人却
能勇於除去面具，呼求天主的慈悲。
“谁若意识到自己的贫乏且低首垂目，
他就会感觉到天主慈悲的目光落在自
己身上。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只有懂
得承认过错并且请求原谅的人，才能
得到别人的谅解和宽恕。”
教宗於是指出，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
言行时常流於世俗，因此我们在弥撒
开始时共同举行忏悔仪式，以第一人
称共同诵念忏悔经。我们不仅承认自
答唱咏：(咏:71)-上主,普世万民都要 己在“思、言、行为”上的罪过，也
承认自己的“过失”，因为“没有伤
崇拜你。
害近人还不够”，还“需要择善，抓
住时机作好见证”。
圣言：外邦人藉著福音在基督耶稣内
教宗强调，我们不但要向天主，也要
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同为一身，同
向弟兄姐妹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罪
为恩许的分享人。(厄 3：6）
恶使我们远离天主和弟兄姐妹。“罪
恶能断绝关系：它切断我们与天主及
罪恶使我们远离天主和弟兄姐妹
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切断我们在家庭、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元月 3
社会和团体中的关系。罪恶总是令我
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新
们隔绝、分离，乃至对立”。
一年的首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与 8
在诵念忏悔经时也有捶胸的举动，表
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信友度过一
示承认我自己的罪过，而非指责他人
个美好时刻。教宗在要理讲授中继续
的过失。教宗讲述了一位传教士的轶
省思感恩圣事的主题，这一次讲解了
事：一位女士来到传教士跟前办告解，
忏悔礼仪的意义。
开始诉説起她的丈夫、婆婆，以及邻
教宗表示，承认我们的缺点能使我们
居的罪过。最後，这位听告解司铎对
变得强健，从而开启心门呼求天主的
她说：“您说了其他人的罪过，现在
慈悲，让祂来改造我们。罪恶则使我
请您开始说说您自己的罪过吧！”
们远离上主和弟兄姐妹。在弥撒开始
除了忏悔经外，其它祈祷文也能帮助
时的忏悔礼仪中，“主祭邀请整个团
我们悔罪，例如：“上主，求祢垂怜
体在祈祷中承认自己的过失，因为我
我们，我们犯罪得罪了祢。上主，求
们大家都是罪人”。
祢向我们显示祢的宽仁，求祢赏赐我
然而，“对那种自我满足，且满足於
们祢的救恩”（参閲：咏一二三 3；八
自己成就的人，上主能赐给他什麽呢？
五 8）。教宗最後提醒信友们，“每个
什麽都给不了，因为自负的人没有能
主日的降福和洒圣水尤其提醒我们圣
力接受宽恕，只满足於他所认为的公
洗圣事能消除一切罪过”。
义”。达味王、税吏、荡子，还有圣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庆典

62. 圣仪...
性地打成一片。这是基督信仰上的人
《天主教教理》肯定敬礼的积极作用。 文主义。它肯定每一个人的人性尊严，
1674 在讲解要理时，除了圣事和圣仪 因为他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它建立人
的礼仪之外，也要解释各式各样的民
与人之间的基本友谊，教人怎样对待
间敬礼。历来，基督信徒的宗教意识
大 自然，和大自然调和，又教人明白
常在教会的圣事生活的周围发挥不同
工作的意义，知道在困难的环境中活
形式的表示，像恭敬圣髑、进堂拜圣
快乐和 安宁的生活。对一般平民说来，
体、朝圣、游行、拜苦路、 念玫瑰经 这样的智慧也是一种辨别是非的准则，
和佩圣牌等敬礼，就是这样产生的。
它使他们本能地感觉到教会是否在奉
敬礼是教会礼仪的延续。
行福音的教训，或把福音搁在一边去
1675 这样类似的敬礼是教会礼仪的延 追求其他的便宜。」
续，但不可取代礼仪。梵二大公会议
内容要点
说得很明白，「安排这些善工时，应
1677 我们称圣仪为教会所建立的神圣
该顾及到礼仪季节，使它们与礼仪相
标记，其目的是准备人领受圣事的果
配合，成为是在某程度下由礼仪延伸
实，并圣化生命中不同的境况。
而来的，这样才能引导民众走向礼仪， 1678 祝福在圣仪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
因为礼仪本身远比这些善工更为尊
位。祝福包括人为了天主的工程和恩
高。」
赐来赞美他，同时也包含了教会的代
但是，对於敬礼，必须有一种牧灵上
祷，好使人能够按 照福音的精神，善
的甄别，必要时还应该做一番去芜存
用天主的恩赐。
菁的整理工作。
1679 除礼仪外，基督徒生活由植根於
1676 要维持和推进民间敬礼必须有一 不同文化的热心敬礼所滋养。教会非
种牧灵上的甄别，必要时还应该做一
常注意这些敬礼要受信德的光照。假
番去芜存菁的整理工作，其目的是在
如热心敬礼的形式能表达传扬福音的
使那存在这些敬礼後面做它们的基础
精神、人类的智慧，并使基督徒的生
的宗教情愫得以净化和改正，使它能
活更形充实的话，教会都予以支持。。
引人走向认识基督奥秘的正道上去。
堂区事项：
这种工作的进行要受当地主教的监督
堂讯负责人，邮址:
和认可，并且应该符合教会立定的规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章。
拉丁美洲的主教们曾在 1979 年的普埃
1. 圣文生善会收捐该会 12 月收支如下：
布拉的会议中对民间敬礼写下了以下
每月收捐
12,188.00
的描述说：「民间敬礼主要说来是一
分派
18,111.00
些价值的总和，这些价值都是基督信
出游支出
7,640.00
徒在信德的光照下，对人生大问题作
结存
(13,563.00)
出的回答。天主教徒的明智就是在於
你的捐献使我们能帮助有需要的近邻,谢
对人生有一个综合性的看法。这样，
谢
他们会把天主和人，基督和 玛利亚，
精神和肉体，共融和制度，个人和团
2. 婴孩洗礼
体，信仰和国家，理智和情感，创造
今天中午 12 时 30 分

3.1 月 8 日主受洗日:
明天弥撒有降福蜡烛

主日 9 时及 11 时招募服务员，有心为主
服务的兄弟姊妹，可在弥撒后向任何服
务员了解详情‘。

4.华语慕道班
每个星期四，晚上 7:45-9:45 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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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晚上 7 时 30 分
慈悲串经，8 时感
恩祭，弥撒后有
教友自煮的美味
佳肴与大家分享。
6. 学习潮语炼灵经：

每个星期四晚上 8 时，教堂食堂。潮
语炼灵组邀请有兴趣的教友来参加。
7.潮语讲座:
日期：1 月 17 日（三）
时间：晚上 8 时-9 时 30 分
地点：教堂餐厅
主讲：黄贵娟修女
8. 由于礼堂的开幕延误，小学及中学要
理课将于 1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3 时
15 分-4 时 45 分）及 1 月 21 日（星期日
上午 9 时-10 时 45 分）星期日开始。
9.2018 年小学要理课登记：
如果你还为你的孩子登记，请尽速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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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撒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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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8 星期一(主受洗日): 依五十五
1-11 或一若五 1-9；谷一 7-11
1 月 9 日星期二 : 撤上一 9-20；谷
一 21-28
1 月 10 日星期三: 撤上三 1-10,1920；谷一 29-39
1 月 11 日星期四: 撤上四 1-11；谷
一 40-45
1 月 12 日星期五: 撤上八 4-7,1022；谷二 1-12
1 月 13 日星期六: 撤上九 1-4,1719, 十 1；谷二 13-17
1 月 14 日常年期第二主日
读经一：撒慕尔纪上(3:3-10,19)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
答唱咏：(咏:39)-上主,你看,我已
来到,为承行你的旨意。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
书(6:13-15.17-20)-你们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肢体。
福音: 圣若望福音(1:35-42)-他们
看了他住的地方，就在那里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