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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圣体圣血节

1.
2.

3.
4.

主日弥撒时间:
周六: (英)傍晚 5 点半
主日: (华)早上 7 点半
(英)早上 9 点, 11 点, 傍晚 5 点半
儿童弥撒:第三个周六黄昏弥撒
平日弥撒时间(英):
周一至周五:早上 6 点半, 傍晚 6 点半
周六早上 6 点半
公共假日:早上 8 点, 傍晚没有弥撒
告解圣事：主日弥撒前 15 分钟
祝福怀孕妈妈: 每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弥撒
圣体室开放时间：
周日早上 7 点至晚上 9 点半
周六/主日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
公共假日早上 7 点至下午 4 点半
骨灰安置所开放时间:
早上 6 点半至晚上 9 点半

受他的邀请，到德国建设新兴的教会。

圣召祈祷：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点
第二次收捐:
第一主日：圣文生善会
第三主日：教区献礼(GIFT)基金
第四主日：教堂维修及运作基金

5.

6.

7.

华语圣母军：主日早上 8 点 45 分
神圣慈悲敬礼：
华语 - 主日早上 9 点半
英语 - 周五晚 上 8 点
圣若瑟基基团：周二晚 8 点
联络：黄应兰 98180396
华文读经: 周一晚上 8 点,
联络：杨纪华 98384237
潮语读经: 周六晚上 7 点
联络：李亚南 83728261
圣若瑟敬礼弥撒
每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 8 点英语弥
撒，弥撒后潮语圣若瑟敬礼及为炼灵
祈祷。
玫瑰经(英)：
平日弥撒前（在教堂内），
每月 13 日及第一个周六黄昏弥撒后
（在玫瑰经苑）
圣时及朝拜圣体(英):
每月第一个周五晚上 8: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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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向英国神职界求援。许多修女，接

每周一圣

于是新的修院，在日耳曼各地相继设

6月5日
圣波尼法爵 (主教、殉道）
St.

Boniface

立。
公元 731 年，新教宗额我略三世以宗
主教的荣衔颁赐波尼法爵，有权在日
耳曼各地创设新教区。数年后，教宗
委派他担任教廷驻日耳曼的特使。公
元 741 年，他和他的弟子圣史多西二
人共创立了著名的夫鲁达修院，顿时
令法国教务欣欣向荣。公元 754 年他
在莱茵河流域搭舟来往讲道，听者纷

圣波尼法爵号称“日耳曼宗徒”。原名
温法利，约公元 675 年，生于英国的
威塞克斯。他入本笃会修道，30 岁晋
升铎品。公元 718 年，他获得罗马宗
座的授权，筹划大规模的发展，向德

纷领洗入教，当他在柏尔湟河畔施行
坚振时，突被一批异教徒袭击，为主
致命。波尼法爵遇难时，手里还拿着
一本经书。这本经书至今保存在夫鲁
达修院，经书上血迹斑斑。

国内地推进，到处讲道劝人，发扬圣
教文化事业，设立修院。公元 722 年

教宗的话

晋升主教，管理日耳曼全国教务。信

让圣神来塑造我们，在今日世界映出

友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加，本地神职

耶稣基督

人员、管理的人员来不及训练，他唯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5 月 30

因此，圣神既是“差异的创作者”，也

推介专题：默想玫瑰经（共五次）

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

是“合一的造物主”。教宗说：“圣神恩

推介日期：2018 年 6 月 10 日

日期: 6 月 14 日星期四

接见活动，在以教会圣事为主题的要

赐的这些丰盛恩典虽然各有不同，却

时间：下午 2 点到 4 点

时间:睌上 8 点到 9 点半

理讲授中继续省思坚振圣事的意义。

彼此和谐，体现了我们基督徒所有精

地点：益群堂，2 楼视听教室

教宗表明，这件圣事与整个基督徒入

神财富的统一性。”

（让我们共同学习如何更好地诵念玫

门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藉着傅

在坚振礼仪中，主教除了行覆手礼，

瑰经，默想玫瑰奥迹。请大家广为宣

油领受了圣神，这是一份我们“受之有

还在领坚振信友的前额傅抹加香料的

传，以求广大教友受益。）

愧的恩典”，我们因此应让圣神来塑

油，也就是圣化圣油。教宗解释说：

造。

“圣神是一份我们受之有愧的恩典，需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教宗解释道，在坚振礼仪中，领受这

要以感恩之情予以接纳，任凭祂无穷

圣事的信友受邀再次宣发父母和代父

无尽的创造力施展作为。这是一份需

圣文生善会

母昔日作出的信仰承诺。现在，他们

要加以殷勤守护、温顺依从的恩典，

要亲自宣认教会的信仰，对主教的询

如同蜡烛那样由其火热的爱来塑造我

问作出“我信”的回应。主教则在领坚

们，好能‘在今日世界映出耶稣基督’

振信友头上覆手，呼求天主把祂的护

（《你们欢喜踊跃吧！》劝谕 23

总捐款

13,500.00

2018/2019

慰者圣神倾注在他们身上。

号）”

分发：

10,672.00

英语：6 月 26 日星期一晚上 8 点

多样性与合一是圣神具有的两个特

教宗最後总结道，油有治疗和带来美

徵。依撒意亚先知谈及上主的神是智

丽的特性，给领坚振者傅油正是藉以

慧和聪敏的神、超见和刚毅的神，以

表达圣神在施展作为。因此，傅油是

及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参阅：依十

看不见的恩典的可见印记。藉着这记

一 2）。保圣禄宗徒也指出因着圣神

号，领坚振的信友就是领受了“一个不

的德能使天主子女结出的果实，即仁

可磨灭的精神烙印”。这个特性使他更

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

完美地肖似基督，使他获得恩宠，好

和、忠信、柔和及节制（迦五 22）。

能在人群中散发出“基督的馨香”。
小磐石圣经系列推介活动

该会 5 月收支如下

主讲者:黄贵娟修女

新小圣堂
从 6 月 11 日星期一开始平日弥撒
将在小圣堂举行

教堂的内部将从 6 月 11 日星期一
开始进行粉刷

每月收捐: 12,680.00
爱心捐款： 820.00

慕道班

开课
圣体游行 + 初领圣体

华语：7 月 12 日星期四晚上 8 点

今天有 100 位儿童 5 点半弥撒初领

开课

圣体，并在弥撒后堂区教友进行圣

请您珍惜福传机会，为那些没有领

体游行。

洗的亲戚朋友祈祷，并介绍他们参
与信仰旅程。报名表格，可在教堂
潮语讲座
主题:六月的节庆

入口处索取，或在堂区网站下载
www.st-joseph-bt.org.sg

有意帮助组织和协调活动者，
请到教堂门厅登记。
喜悦的门徒 (GLAD MINISTRY)
[Golden Living Active Disciples]

·

本堂为年长者成立的新团体！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第一次活动
“祖父母与孙子女培情日”
滨海湾花园

华语课程
“天主教教理讲授”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1 月

6 月 14 日星期四

（3 个学期,无需考试）愿景：每一

成人/乐龄人士$15

课都是和天主“相遇”的机会；有系

儿童（3 至 12 岁）$10 元。

统地全面了解教理概貌；学习完后

收费包括车马费，门票，便餐和保

有能力进行适合自己神恩的福传活

险。
有兴趣者请在 6 月 2 日/3 日注册付
款。
<><><>
调查表
帮助我们了解您的兴趣，组织相关
活动。表格将在 6 月 2/3 日，及 6
月 9/10 日弥撒后分发。
<><><>
志愿者

动。
每逢星期三晚上 8 点-10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