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若瑟教堂
62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电邮: sjcbt@singnet.com.sg
主任神父：锺伟良神父
电话:67659561
传真: 67627136
助理神父：李光兴神父
电话:67600052
行政秘书:
Yvonne Chen:67660891
Maggie Chia 67691666
主日弥撒时间:
周六:(英)傍晚 5:30
主日:(华)早上 7:30;
(英)早上 9:00,11:00
傍晚 5:30
儿童弥撒：第三个周六
黄昏弥撒
周日弥撒时间(英):
周一至周五:早上 6:30
傍晚 6:30 周六早上 6:30
公共假日:(英)早上 8 点，
傍晚没有弥撒
圣体室开放时间：
早上 6:30 至晚上 9:30
圣召祈祷：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晚上 8 晚在圣体室
敬礼:

1.圣若瑟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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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英语敬礼过后
2.玫瑰经(英)：周日弥撒前
周六下午 5 时
玫瑰经(华): 主日早上 8:45
3. 圣母岩洞前玫瑰经(英):
每月的 13 日及圣母赡礼节日
傍晚弥撒后
4.上主慈悲敬礼:
华语 - 主日早上 9:30
英语 - 周五晚上 8:00 圣体室
5.圣时及朝拜圣体(英):
每月第一个周五晚上 8:00
华文读经: 周一晚上 8 时,
联络: 杨纪华兄弟 98384237
潮语读经: 周六晚上 7 时
联络: 李亚南兄弟 83728261
婴孩洗礼:
双月的第一个主日
祝福怀孕妈妈:
每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弥撒
第二次收捐: 每月的
第一主日：圣文生善会
第四主日: 教堂维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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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 日将临期第二主日

答唱咏：(咏:125)-上主向我们行了伟大
奇迹, 我们的确也觉满心欢喜
圣言：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
途径！ 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岳邱陵要
铲平，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成坦
途！ 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
援。』。(路 3：4-6)

慈悲能克胜仇恨与报复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11 月 29
日下午在班吉主教座堂开启圣门，使中
非共和国提前进入慈悲禧年。教宗开启
圣门後，最先跨过圣门，进入主教座堂
主持弥撒圣祭。弥撒当中，教宗与在场
的班吉伊斯兰教长和当地福音派代表互
祝平安。
教宗在开启圣门仪式中表示：“班吉现
在成了世界的精神首都。慈悲的圣年提
前来到这块土地。让我们众人祈求和
平、慈悲、修和、宽恕和爱的到来。”
教宗提到中非连年遭受内战折磨，人民
失去希望，有些人甚至连行动的力量都
没有，只等待施舍，盼望得到食物、正
义与仁慈。然而，天主的力量和大能
“使人痊癒、使人重新站立起来，渡到
彼岸开始新生活”。
教宗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若不与基
督在一起，我们就无法渡到彼岸；若不
摆脱使家庭分裂及诉诸暴力的观念，我
们就无法建设一个向人人开放，照顾有
需要者的天主的教会和家庭。”
为建设这样的教会，基本的要素是亲切
和共融精神。教宗表示：“这其实不是
一个金融问题，它所需要的只是分享天

主子民的生命，使人看到我们心中所怀
有的希望（参閲：伯前三 15）。”
教宗进一步指出，爱仇人能使我们预防
复仇的诱惑及无休无止的报复心态。基
督是爱，基督徒“蒙召为天主的爱作见
证”，在暴力、仇恨、不公和迫害横行
的地方，更应如此作见证。“任何东西
都阻挡不住爱的威力”，上主基督比一
切都更强而有力，甚至在恶势力猖獗的
时刻，最後定夺的还是天主，祂将说出
爱的话语。
教宗转向那些滋生战争和暴行的人，他
说：“我向世界上所有以不义方式诉诸
武力的人发出呼吁：请你们放下这些制
造死亡的工具，用保障真正和平的正
义、爱和慈悲来武装自己。”
最後，教宗勉励中非的司铎、男女会士
和平信徒努力宣讲福音，使这个处在非
洲中心的国家发现“主基督是一切美好
事物的真正中心”，负起让“天主的
心”临在於国民当中的使命。
天主教要理:一信仰的宣認
68.。。。 教會憲章第六十二節說：
「在聖寵的境界里，瑪利亞作為母親的
這個職分，自從天神來報時她以信德表
示同意起，并在十字架下毫不猶豫重新
肯定這個心意，直到所有被選的人都獲
得天上永恆的榮冠為止，始終延續不
斷。事實上，她升天以後猶未放棄她這
項救世的職分，依然頻頻為我們轉求獲
得永生的恩惠。„„因此，榮福童貞在
教會內被奉為保護人，輔佑者，救援者
和中保」。
瑪利亞在天主面前為教會和為人類的益
處所扮演的這麼多角色，絕不會絲毫掩
蓋或削減基督的作為人與天主之間的中
保地位。教會憲章第六十節說：「瑪利
亞之為人類慈母的地位，絲毫不遮掩或
削減基督為唯一中保的意義，反而顯出
其力量，因為榮福童貞對人所有的任何
有益影響，„„都來自基督的豐富功

績，也依憑他的中保身分，并從他吸取
全部力量。」
同一憲章六十二節又說：「任何受造物
都不能和降生為人的聖言及救主相提并
論。不過正如基督的司祭職可以各種不
同的方式為聖職人員和信眾所公享，天
主的惟一美善實際上也以各種不同的形
式分佈於受造物之中，同樣地，救主的
唯一中保身分不但不排斥，而且在受造
物中激起由同一源頭而來的各種合
作」。
用了大部分篇幅談瑪利亞為教會之母的
身分地位後，我們應該來談教會對聖母
瑪利亞的敬禮。
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八節有一句瑪利亞
的贊主頌說：「萬世萬代都要稱我為有
福的」。
先教宗保祿六世《論敬禮瑪利亞》的勸
諭第五十六節說：「教會對童貞聖母的
敬愛是基督信徒敬禮的內在基本要
素」。教會憲章第六十六節說：童貞聖
母理當受到教會特別的崇敬。從最早的
時候，榮福童貞已被尊以「天主之母」
的榮銜，信友們在一切危難急需中，都
呼求投奔她的保佑。„„這項敬禮雖然
具有絕無僅有的特色，但與對降生的聖
言、聖父及聖神的崇拜，仍有本質上的
區別，而且能促進這個崇拜」。教友對
童貞聖母的敬禮表現在天主之母的禮儀
節慶上，表現在誦念玫瑰經這個包括整
部福音奧跡的祈禱中。
我們今天這篇要理之所以談到聖母瑪利
亞，乃是因為在此之前的十八篇要理所
講的都是教會的種種，而教會的母親就
是瑪利亞。為此，以聖母瑪利亞與教會
的關系來結束有關教會這一部分的要
理，是極為合情合理的。事實上，如果
不透過聖母瑪利亞的身分地位與職分，
我們無法完美地認識教會的奧跡，教會
在現世的信仰旅途生命，以及教會來日
在天國中的形象。教會憲章最後一節，
第六十八節說：「耶穌的母親在天上身

靈同享榮福，她是教會將來圓滿結束時
的預象與開端﹔為地上旅途中的天主子
民來說，她閃爍著一如可靠的希望與安
慰的標記。」
談完了這篇要理，現在我們把其中的三
點結論介紹一下：
第一點，瑪利亞因著答允天神傳報的訊
息，同意在她身上實現天主聖言降生為
人的奧跡，便已和她的聖子所要完成的
整個工程合作了。不論在哪里，只要基
督被尊奉為救主，為奧體的元首，瑪利
亞就是母親。
第二點，至聖童貞瑪利亞在結束現世生
命後，肉體與靈魂一同被舉升天，享受
天上的光榮。她在基督奧體的所有肢體
中，率先復活，分享她的聖子的復活榮
耀。
第三點，「我們相信天主至賢之母，新
厄娃，教會之母，在天上繼續從事她身
為基督各肢體之母的職分。」（保祿六
世《天主子民的信經》）(梵帝岗電台网
页) http://www.vaticanradio.org/
cinesebig5/catechism/1credo.htm
堂区事项：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pastoral@gmail.com
1.圣文生善会收捐该会 11 月收支如下：
每月收捐
乐捐/乐捐箱
总收入
支出
盈余/(赤字)

12,045.95
2,109.85
14,155.80
14,604.13
(448.33)

你的捐献使我们能帮助有需要的近邻,谢
谢！
2.吴总主教向他的羊群呼吁捐助新加坡教
区的财政需要，新加坡教区将会面对经营
赤字，迫切需要教友们在财务上的支助。
一开始，教区设立天主教基金的目的就是
为解决/策划新加坡教区财务可能出现营字
的问题。教区将在 12 月 19/20 日将通过

分发募捐信封进行募捐活动，他期待您的
支持。谢谢。吴总主教的呼吁张贴在布告
板。

傍晚 6 时 30 分
1 月 1 日星期五阳厉新年：早上 8 时

3.2016 中英版每日圣言/双语月历已出
版：请到教堂入口大厅购买

4.2015/16 华语慕道班：
日期：12 月 10 日星期四
时间：晚上 8 时
讲题：坚振圣事(充满圣神, 见证耶稣)

8.本堂英语上主慈悲敬礼 14 周年庆：
敬礼小组邀请大家 1 月 1 日星期五傍晚 6
时来念串经及参加 6 时 30 分弥撒，弥撒后
有教友自煮的美味佳肴与大家分享。
9.建堂基金：
截至上周
上周捐款
结存

6,268,951.42
5,500.89
6,274,941.42

捐款请把劃限支票开给:
St. Joseph Church Building Fund

5.将临期北区和好圣事:
12 月 11 日星期五君王堂:
早上 10 时 30 分及晚上 8 时
12 月 14 日星期一圣神堂:
早上 10 时 30 分及晚上 8 时
12 月 15 日星期二本堂：晚上 8 时
12 月 16 日星期三圣安东尼堂:
晚上 8 时
12 月 17 日星期四复活堂:
早上 10 时 30 分及晚上 8 时
12 月 18 日星期五海星圣母堂
晚上 8 时
6.圣诞节弥撒时间:
圣诞前夕 12 月 24 日星期四:
华语：晚上 9 时，英语：凌晨 12 时。
圣诞节 12 月 25 日星期五：
英语弥撒:早上 8 时和 10 时。
7.初夕/新年弥撒时间:
12 月 31 日星期四初夕：早上 6 时 30 分及

每日读经：
12 月 7 日星期一: 依 35：1-10；路 5：
17-26
*12 月 8 日星期二（圣母始胎无原罪）:
创 3：9-15，20；弗 1：3-6，11-12；路
1：26-38
12 月 9 日星期三: 依 40：25-30；玛 11：
28-30
12 月 10 日星期四: 依 41：13-20；玛
11：11-15
12 月 11 日星期五: 依 48：17-19；玛
11：16-19
12 月 12 日星期六：德 48：1-4，9-11；玛
17：10-13
12 月 13 日将临期第三主日
读经一：索福尼亚先知书(3:14-18)－上主
要因为你而欢跃喜乐。
答唱咏：(依:12)- 你们应该欢呼高唱, 因
为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斐理伯人书 (4:47)－主快来了!
福音 ：圣路加福音(3:10-18)－我们该作
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