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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cpastoral@outl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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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堂区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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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常年期第二主日
答唱咏：(咏:39)-上主,你看,我已来到,
为承行你的旨意。
圣言：我们因为不在法律权下，而在恩
宠权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格
前 6：15）

（同上，45 号）。因此，在诵念《集祷
经》之前，“静默能帮助我们收敛心神，
思考我们为何在这里”。
“聆听我们的心灵，使之向上主敞开，
这很重要。也许我们的日子充满辛劳、
喜乐及痛苦，我们愿意向上主陈述这一
切，呼求祂的助佑，恳求祂亲近我们。
我们也为患病或经历艰难考验的亲人和
朋友祈祷，渴望把教会和世界的命运托
付於天主。”
静默之後，主祭汇集每个人的意向，以
众人之名高声向天主呈上共同的祈祷，
这正是“把每个人的意向‘汇集’在一
起”的含义。教宗热切叮咛司铎们要遵
守这静默时刻，切勿匆忙。说了‘请大
家祈祷’之後，就应静默。“若不静默，
我们就会忽略心灵的收敛”。
教宗最後解释道，主祭在诵念《集祷经》
时还伸开双臂，因为“祈祷就是要伸开
双臂”。这是基督徒从最初世纪起就已
采取的祈祷姿势，“为的是效法在十字
架上张开双臂的基督”。基督是祈祷者，
“祂本身就是祈祷”。

弥撒中要有静默时刻，切勿匆忙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元月 10 日
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
开接见活动，8 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朝圣信友在场参加。教宗的要理讲授继
续以感恩圣事为主题，讲解了在忏悔礼
仪後诵念《光荣颂》和《集祷经》的意
义，同时强调在祈祷前静默的重要性。
教宗指出，忏悔礼仪帮助我们祛除自己
的自负，承认自己是罪人，希望得到宽
恕。“正是人的贫乏与天主慈悲的相遇
才使我们藉着《光荣颂》得以表达感恩
之情”。这篇赞颂祷文一开始便咏唱
“天主在天受光荣”，取自众天使报告
耶稣在白冷诞生时的赞颂词。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庆典
《光荣颂》之後，主祭根据礼仪年的不
63. 基督信徒的殡葬
同时期诵念一篇《集祷经》。教宗解释
《天主教教理》卷二讲基督信徒的庆典，
道，藉着“请大家祈祷”这句话，“主
以谈到基督信徒的殡葬礼为结束。这典
祭吁请会众与他一起收敛心神，静默片
刻”，好能“意识到自己站在天主台前， 礼已经不是教会的圣事和圣仪了，因为
并在心中提供自己参加这台弥撒的意向” 亡者已超越了教会权力的使用范围。
1680 所有圣事，特别是基督宗教的入门
（参閲：《罗马弥撒经书总论》，54
圣事，都以天主子女通过死亡进入天国
号）。
的最後「逾越」为其目的。那时我们，
在“主祭説了‘请大家祈祷’之後，紧
怀着信德和望德，在信经中所宣示的
接着便是一个静默时刻，每个人思量自
己有什麽需要，想在祈祷中恳求什麽”。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
弥撒中的静默“不能被简化为没有话语， 这句话，便终於实现。基督信徒的死亡
是他的最後逾越。《天主教教理》先阐
而是随时准备聆听其它的声音，即我们
述死亡的意识，然後才谈到丧礼的进行。
内心的声音，尤其是圣神的声音”。
基督信徒的最後逾越。
教宗阐明，“在忏悔礼及祷词前，是要
基督信徒对死亡的意识表现在他们对基
每人收歛心神；读经或讲道後，是为简
督死而复活的逾越奥迹的认识上。
扼地默想所听到的圣道；领受圣体圣事
後，是让各人能在心中赞美并祈求天主”

1681 基督信徒对死亡的意识是表现在他 是由家属，本地 习尚，文化和民间宗教
们对基督死而复活的逾越奥迹的认识上。 情愫来决定，进行的程序都包括以下四
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寄托在这个奥迹上的。 点.
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说：在基督内死去
那就是：一、接待与礼信友。
的基督信徒是「出离肉身，与主同在」。 1687 首先向与礼的信友团体致候。亡者
死亡结束基督信徒的圣事生活。
的亲友要听到一句安慰的话。在场祈祷
1682 对一个基督信徒来说，死亡结束他 的信友是等着聆听有关永生的道理。团
的圣事生活。在死亡那天他的新生命才
体中一个成员的逝世是一件令人超越现
臻完满。这新生命是他在领洗时接受的， 世的视野而向往复活了的基督的事件。
在领坚振时明确地显现出肖似天主的形
二、圣道礼仪。
象，在领圣体时预先尝着天国婚筵的美
1688 在举行殡葬礼仪时宣讲天主圣言要
酒佳肴，虽然他或者仍需要经过最後的
特别小心准备，因为在场的观众可能包
涤罪才能穿上那参与婚筵的礼服。
括一些不轻易进堂的信友和并不是基督
教会好比慈母，陪她的子女走完生命的
信徒的亡者的朋友。在宣讲中要避免对
路程，把他们交托在天父手中。
亡者歌功颂德一类的悼词，要在复活了
1683 教会好比慈母。她曾藉着圣事怀抱 的基督的照耀下发挥死亡在基督信仰中
在世途上旅行的基督信徒，也陪他们走
的意义。
完生命的路程，把他们交付在天父的手
三、弥撒圣祭。
中。在把她宠爱的儿女在基督内呈献给
1689 如果殡葬礼仪是在教堂里举行的话，
天主圣父的同时，她抱着希望把那是来
弥撒圣祭正好指出基督徒死亡的逾越意
日复活的种子的他们的躯身归还给大地。 义。是在弥撒中教会表示她对亡者的有
这项奉献是在举行弥撒圣祭中完成的。
效共融。 在向天主圣父，在圣神内，奉
在这以前和以後的祝福都属於圣仪之类。 献基督的死亡与复活的祭献的同时，她
基督信徒的殡葬礼。
为她的儿女在天主面前说情，求天主洗
基督信徒的殡葬礼虽然不是圣事和圣仪， 涤他的罪过，赦免他的罪罚，接纳他进
但是也是教会礼仪上的一种庆典。对这
入天国， 达到他的圆满的逾越。也是在
庆典的举行，教会的礼仪书上也有一定
这样举行的弥撒中，信友团体，特别是
的规定。
亡者的家属，学习度与这安息於主者共
1684 教会的殡葬礼并不给亡者施行圣事 融的生活。他们在弥撒中领圣体，他是
或圣仪，因为亡者已超越出圣事性的救
基督身体的活的肢体。他们为他祈祷，
恩史的范围了。虽然如此，这也是一种
也同他一起祈祷。
教会的职责，是在表示与亡者的有效共
四、最後告别。
融也在使在场观礼的信友团体参与这共
1690 再会，天堂见！教会向亡者告别，
融并向他们宣报来日的永生。
把他托付给天主。信友团体也对他们团
梵二大公会议规定，说：
体中的一个成员，献上最後的敬意。在
1685 不同的殡葬礼都应能显然表达基督 拜占庭礼仪中更有与亡者行吻别礼的习
信徒死亡的逾越特徵，也要能适合各地
俗。在最後告别时，「人们歌唱他的舍
区的环境和习尚，包括礼仪中所选用的
弃这世的生命并与人们离别，但也是因
颜色在内。
为他与我们仍在共融而且还有再见的机
1686 拉丁教会的殡葬礼仪经本，依照礼 会。实际来说，死亡没有造成任何分离，
仪在家里、在教堂、在不同场地的举行
我们仍然在同一的路途上共同迈进，相
提出三类举行仪式。殡葬礼的举行地点
会的终点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将不分

开，因为我们为基督而生活，现在也结
合在基督内，奔向基督，我们将在基督
内相处在一起。
那最後一段颇受安慰人心的话是从圣西
默盎得撒洛尼的葬礼经文中摘录。《天
主教教理》卷二《基督信徒的庆典》也
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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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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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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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由于礼堂的开幕一再延误，小学及中
学要理课将延迟开课。一旦获得政府部
门的批准，将宣布开课日期。
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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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月 14 日星期三
圣灰礼仪(守大小斋):弥撒时间：
早上 6 时 30 分，傍晚 6 时
晚上 8 时

7. 拜苦路:
每个星期五晚上：
英语： 8 时

8. 农历新年弥撒时间：
2 月 15 日星期四除
夕夜：下午 4 时
2 月 16 日星期五元
旦：（华）7 时 30
分，（英）9 时 30
分，11 时 30 分。弥
撒后有分派柑橘

9.弥撒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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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1 月 15 星期一：撤上十五 16-23；谷二
18-22
1 月 16 日星期二：撤上十六 1-13；谷二
23-28
1 月 17 日星期三：撤上十七 3233,37,40-51；谷：三 1-6
1 月 18 日星期四：撤上十八 6-9；谷三
7-12
1 月 19 日星期五：撤上廿四 3-21；谷三
13-19
1 月 20 日星期六：撤下一 1-4,11-12；
谷三 20-21
1 月 21 日常年期第三主日
读经一：约纳先知书(3:1-5,10)-尼尼微
人离开自己的邪路，信了天主。
答唱咏：(咏:24)-上主,求你使我们认识
你的法度。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
(7:29-31)-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
福音: 圣马尔谷福音(1:14-20)-你们悔
改，信从福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