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的话  

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君王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耶稣是我们的生

命之王，我们要宣扬祂的国，为给真理作

证。这真理就是爱。 

历史告诉我们，以武器和谎言为基础的

国非常脆弱，迟早会瓦解。但是天主的国

是建立在爱之上，根植于我们心中，并给

予那些接纳它的人和平、自由和圆满的生

命。我们都想要和平、自由和圆满的生命，

那该做些什么呢？要让天主的爱、天主的

国和耶稣的爱根植于你的心中，你就拥有

和平、自由与圆满的生命。 

基督普世君王节是礼仪年的结束，这节

日提醒我们受造界的生命朝著最终目标前

行，也就是基督最后的显示。在历史终结

之际，基督的国将永远长存。耶稣在革责

玛尼山园被捕后受羞辱，祂被强行带到耶

路撒冷当局面前，交给罗马总督，有如一 

 

位试图取代罗马政权的人，想要成为犹太

人的君王。耶稣向比拉多解释说，祂的国

不属于这世界，并重申你说的是，我是君

王 (若 18：37) 。 

从耶稣的一生中很明显的看出，祂没有

政治野心。在增饼奇迹后，众人想要立祂

为王，以推翻罗马政权，恢复以色列王国。

但是对耶稣而言，王国是另外一回事，王

国不是用反抗、暴力和武力来实现的。 

耶稣再次回答比拉多时说，祂的门徒没

有为保护祂而反抗。耶稣希望明确表示，

政治权力之上还有另一个更大的权力，这

种权力无法以人的手段来实现。耶稣来到

这个世界上，是行使这权力，这权力就是

爱，给真理作证。 

这神圣的真理是福音

的主要讯息，即天主是

爱。耶稣希望在世界上

建立祂正义、和平与爱

的王国。耶稣的国扩及

到时间的终结。耶稣今

天要求我们，让祂成为

我们的君王。祂是一位

以自己的言语、榜样和

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死

亡中拯救出来的君王。这位君王给迷失方

向的人指出一条道路，在我们充满怀疑、

恐惧和考验的日常生活中，带来新的光明。 

 

 

 

 

 

 

 

 

 

 

 

 

 

 

  

 

 

 

 

 

 

 

 

 

 

 

 

 

 

 

 

 

2021 年 11 月 21 日 基督普世君王节 

本堂神父：李光兴神父 

电话：67600052 

 

助理神父：张思谦神父 

电话：67604636 

 

堂区行政员 

电话：67691608 

admin@stjoseph_bt.org.sg 
 

堂区秘书：Maggie Chia 

sjcbt.secretariat@ 
catholic.org.sg 
 
 

圣史若望记载了比拉多

对耶稣的三个提问：祢

是犹太人的君王吗？祢

做了什么事？那么祢是

君王了？耶稣的回答铿

锵有力，特别是最后一

句话：凡属真理的人，

都听从我的声音。 

圣经中的真理邀请我们

以天主为依归，回应天

主的计划，接受天主的

启示，坚信耶稣就是真

理的君王。世界尽管充

满谎言与不忠，人们尽

管拒绝天主的计划与启

示，但真理并不会因为

谎言与不忠而褪色，更

不会因为人拒绝天主的

计划与启示而消失，因

为永生的天主自己来到

世上，为真理作证。 

愿我们常听祂的声音，

永做属于真理的人。 

基督普世君王节小知识  

教宗比约十一世于 1925 年订立了此节日，称为基督君王节，决

定在每年十月最后的主日（常年期最后主日）庆祝。 

以下是教宗通谕中的几个主要思想： 

（一）基督普世君王：全部圣经、教会历史中都有这种称呼，基

督是全世界的君王。 

（二）为所有的人，如果接受他，则是一种幸福，如果拒绝他，

则带来灾祸。 

（三）基督是我们每个人的君王，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身

体都应侍奉他。 

（四）俗化主义，把耶稣挤出这个世界，是人的灾祸。 

（五）基督君王节应一再提醒人灵，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君王。 

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希 13：8） 

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元始和终末。（默 21：6） 

基 督 必 须 为 王 ， 直 到 把 一 切 仇 敌 屈 伏 在 祂 的 脚 下 。     

（格前 15:25） 

基督为天地的主宰、万民的君王、和平的领袖、正义的太阳，是

原始与终结、宇宙的中心、人类的君王、天人之间的桥梁、万王

之王。这些都显示基督君王不同于其他任何世上的帝王或国家元

首。基督的王国是内在的、精神的。我们固然切望天主的国能广

及人间各地，但首先应让天主在我们每个人心内为王。如果我们

愿意天主在我们内为王，我们就不要让罪恶在我们必死的肉身内

称王。这样，天主能在我们心内，如同在精神的乐园里散步。  



灵修的七个阶段           

--- 江奇星神父（主徒会士）--- 

许多灵修的人都爱天主，但是爱得多或爱

得少、爱得深或爱得浅、爱得无保留还是

有所保留，都大不相同。因此，不是所有

的灵修人都堪当领受神秘默观的恩宠。应

当记得这句话：“你爱天主，天主不见得

会给你神秘默观的恩宠。你若不爱天主，

天主更不可能给你这恩宠。”后段话并不

难懂，我们若不爱天主，天主当然不会赐

予神秘默观的恩宠，因为唯有真爱才能完

成这恩宠的目的。但是为什么说，连爱天

主的灵修人，天主也不见得会赐予他神秘

默观的恩赐呢？其实也不难懂，因为不少

灵修人虽然爱天主，但是更爱自己，而且

在天主的考验下，不少灵修人对天主的爱

是达不到一心一意和无保留的奉献。因此

不少灵修人被淘汰，被淘汰的意思不是指

不能得救，而是指无法承担神秘默观的恩

宠。 

 

二、神秘默观是极少数人的特恩 

 

大德兰知道，凡热心于灵修的修道人，几

乎每位内心深处皆会渴望拥有神秘灵修的

恩惠。不过由于她的经验和体会，她晓得

不是修道人就理所当然获得这恩惠。大德

兰撰写的《七宝楼台》的第一批读者，就

是度奉献生活的加尔默罗会修女，德兰在

书中提醒她们说： 

 

                            …待续 

        

堂区消息  

实体弥撒   

从 12 月起， 

1. 弥撒人数将从 230 人增加至 250 人。 

2. 主日 9.30am 的弥撒将开放给已完成疫

苗接种者。 
 

请注意： 

a. 在弥撒开始前的 1小时，本堂仍开放弥

撒预定。若您不能参与所预定的弥撒，

请记得取消，让他人能及时预约。 

b. 主日 5.30pm的弥撒，开放给未完成接种

疫苗者；若您已完成疫苗接种，请尽量

预定其他时段的弥撒。  

 

2021 将临期忏悔礼  

日期 时间 

12 月 17 日

（周五） 

7.30pm

（50 人） 

8.00pm 

12 月 18 日

（周六） 

9.00am 10.00am 

请上网预定，每人只预定一次。 

预定日期：11 月 23 日（周二） 

  时间：中午 12 点 

 

圣若瑟敬礼  – 念圣若瑟玫瑰经  

欢迎大家一起上线诵念圣若瑟玫瑰经。 

日期：12 月 1 日 

      12 月 8 日（结束若瑟年）  

时间：9.30pm - 10pm 

ZOOM ID：864 3584 2795  

密码：SJC2021 

 

天主教开教 200 年   

庆典弥撒（Concurrent Mass）  

日期：12 月 11 日，周六 

弥撒时间：6pm 

圣若瑟堂教友请通过 MARS 系统注册此台

弥撒。成功注册者，务请盛装出席，并在

5.45pm 之前就座，弥撒前有庆祝活动。  

 
2021 圣诞节弥撒时间  

12 月 24 日

（周五） 

前夕弥撒 

8pm 

(华语) 

 

10pm 

 

 

12mn 

子夜弥撒 

12 月 25 日

（周六） 

圣诞节 

7.30am 

(50 人) 

(未接种) 

9.30am 

 

 

11.30am 

 

 

请上网预定， 

预定日期：12 月 14 日（周二） 

  时间：中午 12 点 

 

献仪  

为资助教堂的经费， 

请将捐款或支票投入圣堂前厅的献仪箱。 

支票：St Joseph’s Church (Bukit Timah)  

支票背面请注明您的姓名、地址及手机号

码，我们将邮寄收据给您。  

若电子转账 PAYNOW： 

UEN TO8CC4043CBT1 

 

QR 码： 

  

 

团体奉献神花  

时光匆匆，圣若瑟年转眼即逝。 

堂区邀请您即日起至 12 月 8 日，一起努

力，为神花奉献冲刺！ 

1. 意向 

帮助信友增强灵修，共建天国。 

2. 目标 

参与灵修活动，奉献神花，拼出彩图。 

3. 参与   

进网页

https://forms.gle/aMgss7JMWaiwcgW18 

或扫描 QR 码，参与神花奉献。 

 
 

4. 进展  

每 100 朵神花兑换 

一小片拼图； 
 

5．上周成绩 

神花次数＝604 

增添图片＝6 

 

 

春节说福  

中国人过年，喜欢用福字来表达心愿。 

福字右上边的一代表天；中间的口代表人；下面的田代表地；

左边的示代表神，意思是：一个人活在天地间，旁边有神的陪

伴就是福。我们基督徒时时刻刻有三位一体的天主、唯一真神

的陪伴，是真福。 

耶稣的山中圣训，说的也是福：真福八端（玛 5：3-10）。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

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饫。怜悯人的人

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

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

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启示：   

5. 敬畏天主是福：（德 1：13） 

  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 

6. 信靠天主是福：（训 3：12） 

   人类的幸福，只有此生欢乐享受，享受自己一切的劳动所

得，也是天主的恩赐。 

7. 喜乐是福：（斐 4：4） 

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 

8. 平安是福：（若 14：27）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

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 

https://forms.gle/aMgss7JMWaiwcgW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