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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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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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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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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一圣
6 月 24 日
圣若翰洗者诞辰
The Nativity of St.John the
Baptist

天国诸圣中，圣教会庆祝诞生者有
二：一是圣母，一是圣若翰洗者。 圣
母是始胎无染原罪的。圣若翰虽然
未能逃避原罪的厄运，当他在母胎
中，圣母探访表姐依撒伯尔时，圣
子耶稣就赦免他的原罪；所以他诞
生时，灵魂纯洁，已是无罪的圣者。
圣教会庆祝圣若翰洗者的诞辰，便
是依据这个意义。
按路加福音所载，若翰的父亲是
犹太的司祭匝加利亚，母亲是依撒
伯尔，他们两人老年时，天主赏赐
给他们的儿子“若翰”，(希伯来文即
是“天主的恩赐”)，由天使报知他们
将怀孕的消息，并告知若翰负有特
殊的使命，将成为默西亚的前驱。
若翰长大后，心神坚强，居住在犹

太旷野中，直到天主召叫，于是他
开始在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
礼：“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
了”。若翰呼吁大家承认自己的罪
过，接受他的洗礼准备迎接基督的
来临，故被称为“若翰洗者”、“主的
前驱”。许多犹太人，包括法利塞人
和撒杜塞人都到他那里，接受洗
礼。
耶稣也来到若翰面前，接受他的
洗礼，为完成全义。若翰认出耶稣，
他明认自己不是默西亚，并为耶稣
作证，说明人们不认识的耶稣才是
默西亚。耶稣称他比先知还大。他
向自己的门徒指出耶稣是天主的羔
羊、 除免世罪者，并鼓励他们跟随
基督。若翰以性命为正道与真理作
证，严词谴责当时犹太的最高权威
黑落德分封侯的婚姻不当，因而被
抓，最后圣人被斩首殉道。
教会在每年 6 月 24 日庆祝圣若
翰洗者的诞辰，而在 8 月 29 日纪
念他的蒙难。

教宗的话
天主不是一个主宰者，
而是一位父亲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6 月
20 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开接
见活动，继续他以天主十诫为主题
的系列要理讲授。教宗指出，十诫

源自天主与祂子民的关系，在《圣
经》中诫命被称为‘话语’，十句话，
即使它们具有法律的形式。
关於二者的区别，教宗解释说，“诫
命是一种不需要对话的传播，话语
则是构建关系的基本工具，例如对
话”。“爱以言语为食粮”，一种是接
受命令，另一种“是意识到有人试
图与我们交谈”。魔鬼从一开始时
就试图灌输给人暴君的天主的形
像，“使人认为爱的言语就是命
令”。
教宗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如
此：天主给人的第一条诫命，是一
个暴君给予禁止和强迫的命令，还
是一位父亲照顾他的孩子并保护其
免於自我毁灭的殷情？在蛇对厄娃
说的各种谎言中，最恶劣的是牠暗
示天主嫉妒与专横。事实证明蛇撒
了谎。”
教宗在公开接见中询问与会者，他
们眼中的天主形象是怎样的？是一
个主宰者，还是一位父亲？教宗勉
励他们省思这个问题，并告诫他们
说：“天主是父亲：永远不要忘记这
一点。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
们也要想到你们拥有一位爱我们众
人的父亲”。
教宗继续问道：“我们觉得自己是臣
民，或是子女？”“奴隶的精神只能
被迫接受法律，而这会产生两个相
反的结果：要麽出於义务和责任的

生活，要麽是采取强烈的反抗。整
个基督信仰是一个转变过程，即从
法律书迈向赋予生命的圣神。耶稣
是天父的圣言，而不是天父的判
决。耶稣来是为了以祂的话语拯救
我们，而不是审判我们。”
有些基督徒以子女自居，有些则自
命奴隶，其他基督徒已经意识到这
一点，并强调“诫命是通往自由的
道路”。教宗最後总结道：“世界不
需要法律主义，却需要呵护的态
度。世界需要拥有赤子之心的基督
徒。世界需要有孩子般心灵的基督
徒：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在前往圣伯多禄广场之前，教宗在
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不同的病人团
体，尤其是一些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患者（渐冻人），隔天 6 月 21 日将
是世界渐冻人日。教宗方济各感谢
他们的来访，保证将为他们祈祷，
并请他们为他祈祷。教宗在要理讲
授前再次提到他们说，病人透过大
屏幕参与活动，但“我们共同组成
一个团体”。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教堂维修及运作基
小磐石圣经研读
专题：默想玫瑰经(2/5)
分享日期: 星期一（6 月 25 日，7 月 2，
9，16 日）
时间：晚上 8 点到 9 点 45 分

地点：益群堂，楼上视听教室

今天 CHIJ OLQP 小学的师生到本堂区
售卖学校嘉年华会（6 月 30 日）固本。
请慷慨支持。
讣告
为本堂忠心朋务 21 年的管堂若瑟安东
尼兄弟在本月 22 日星期五早上安息主
怀。停柩复活安灵堂，在星期一早上 11
点在教堂由李神父主祭殡葬弥撒，下
午 1 点在万礼火化场进行火化。

建筑工程
新电力分站的建设工程将于 6 月
25 日星期一开始，以方便施工通往
Chestnut Drive 的大门将于上午 7
点半至下午 6 点关闭，。
为了您的安全，请避开施工区域。
大门将在周末开放。
下个主日第二次收捐
圣文生善会
慕道班

2018/2019
英语：明天晚上 8 点开课
华语：7 月 12 日（星期四）
晚上 8 点开课
请您珍惜福传机会，为那些没有领洗
的亲戚朊友祈祷，并介绍他们参与信
仰旅程。报名表格，可在教堂入口处索
取，或在堂区网站下载
www.st-joseph-bt.org.sg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华语课程
“天主教教理讲授”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1 月
（3 个学期,无需考试）愿景：每一课都是
和天主“相遇”的机会；有系统地全面了
解教理概貌；学习完后有能力进行适合
自己神恩的福传活动。
每逢星期三晚上 8 点-10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