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若瑟教堂
62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网址: www.stjoseph-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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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5 日常年期第三主日

答唱咏：(若 6：64,咏:18)-上主,你的话,
就是神, 就是生命。
圣言：天主這樣配置了身體，對那缺欠的，
賜以加倍的尊貴，免得在身體內發生分裂，
反使各肢體彼此互相關照。若是一個肢體受
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 若是一個肢體
蒙受尊榮， 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格前
12：24-26）

同一的圣洗圣事应促成基督徒合一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1 月 20 日上
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公开接见活
动。这周适逢促进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教
宗以基督徒合一为题，表示藉着圣洗圣
事，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新教徒以“弟
兄姐妹”的身份组成“圣洁的国民”，祝
愿大公旅程能帮助基督徒重新发现这种超
越分裂的合一关系。
我们是真正的弟兄姐妹。在圣洗之水中，
任何古老和根深蒂固的分裂都无法存活、
无力反抗，因为洗礼是天主慈悲的圣事，
这慈悲“不排除任何人”。
教宗引用梵二文献《大公主义》法令中的
话，谈到促进基督徒合一祈祷周说：“对
於那些藉圣洗圣事而得重生的人而言，圣
洗圣事在他们中间形成圣事性的合一联
系”（22 号）。教宗还举例谈到在拉脱维
亚首都里加主教座堂中央的圣洗池。他
说，该圣洗池可追溯至十二世纪拉脱维亚
人接受福音的时代，“是一个信德根源的
有力标记，得到拉托维亚所有基督徒的认
可”，无论他属於哪个基督宗派。
“当我们基督徒自称彼此分享同一圣洗圣
事时，我们也证实我们天主教徒、新教徒
和东正教徒都分享着相同的经验：蒙召走

出无情和冷漠的黑暗，去会晤活着和充满
慈悲的天主。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其实
都体验过制造分裂、封闭和鄙视的自私。
从圣洗圣事重新出发，意味着重新找到慈
悲之泉、众望之泉，因为没有任何人被排
除在天主的慈悲之外。没有任何人被排除
在天主的慈悲之外！”
教宗继续说，“分享这慈悲恩宠，使我们
基督徒建立彼此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圣
洗圣事恩宠下，我们因此可以真正地把对
方视为弟兄姐妹”。教宗呼吁道：“我们
基督徒可以竭尽所能宣讲福音的大能，共
同致力於身体和精神上的慈悲善工。这是
我们新教徒、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为基督
徒合一所作的具体见证”。
今年促进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是：
“蒙召去向万民宣掦上主的德能”，选自
《伯多禄前书》（参：二 9）。教宗对此
表示，圣伯多禄写信给初期基督徒团体，
“为叫他们明白圣洗圣事所赋予的恩典和
所带来的要求”。在这促进基督徒合一祈
祷周，“我们也受邀重新发现这些恩典与
要求，但我们要超越彼此的分裂，一同共
事。”
教宗说：“我们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新
教徒，一同组成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
民。这表示我们肩负着共同的使命，那就
是把我们所领受的慈悲传递给他人，从最
贫困和被遗弃的人开始。在这祈祷周，让
我们祈祷，祈愿我们众基督门徒能找到一
同合作的方式，把天父的慈悲带到世界各
个角落”。
天主教要理:一信仰的宣認
72. 我信常生
「宗徒信經」最後一句經文，也就是最後
一端當信的道理是「我信常生」。這段信
理經文，尼西．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信經
則念作「我期待來世的生命」。
不論是“常生”或是“來世的生命”，都
是指每個人現世生活結束後所進入的另一
種生命狀態。信仰基督的人，教會告訴他
說：死亡結束人現世的生命，而現世的生
命乃是接受或拒絕耶穌所帶來的天主的恩

寵的時期。新約聖經談到基督再度來臨
時，所要舉行的公審判，但是也好幾次提
到人死後，天主會立刻按照他生前的所作
所為和信德的深淺，給以裁判和相稱的回
報。窮人拉匝祿的比喻，耶穌向右盜說的
話，以及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第五章
和致斐理伯人書第一章，還有希伯來書第
九第十二章，全都指出靈魂的最後命運人
人可能不同。
我們都知道人的靈魂是常存不滅的，人的
肉體死後，他的靈魂立刻呈現在天主面
前，接受私審判。審判的標准是根據他與
基督的關系，再給以判決。聖十字若望
說：「生命到了暮薄西山時，我們將被愛
所審判」。
審判的結果是什麼呢？里昂第二屆大公會
議，弗羅倫薩第二屆大公會議，以及特利
騰大公會議都指出：受審判的靈魂或直接
進入“享見天主”的境界﹔或先要經過淨
煉的階段，然後才享見天主﹔再不然就是
被判立刻接受永遠的懲罰。
所謂“享見天主”，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
升天堂。什麼人能升天堂呢？凡是安息在
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靈魂完全潔淨的
人，就能進入天堂，在那里永遠與基督同
在，并面對面享見天主。升天堂是現世人
生最重要的目標，是人心深處的期望的實
現，是生命最高和最終幸福的狀態。
生活於天堂就是與基督同在，基督以他的
死亡和復活，為我們打開了天堂之門。所
謂享受天上的生活，即獲得基督所實現的
救恩的一切成果。凡是相信基督并忠於他
的旨意的人，基督都使他們分享他在天上
的光榮。分享基督天上的光榮的人，就是
和基督結為一體的人，他們共同形成天上
榮福的團體。
升天堂，度天堂的生活是一種奧跡，我們
只能說那是享見天主，是與天主和所有生
活在基督內的人共融。除此之外，我們什
麼也無法想像，什麼也無法描寫。聖經上
雖然也提到天堂，不過只用形象來形容，
例如生命、光明、和平、婚宴、天國的
酒、天父的家、天上的耶路撒冷、樂園等
等。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第二章第

九節說得更妙：「天主為愛他的人所准備
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心所未想到
的事物」。
去世的人，要是也安息在天主的恩寵和友
誼中，但靈魂不是絕對純淨，他們就不能
直接進入天堂，這怎麼辦呢？普世教會要
理說：「他們雖然肯定自己將會獲得永遠
的救恩，但他們先要受到淨煉，以便得到
為進入天國所必要的聖德」。
這個人靈接受最後淨煉的地方，教會稱之
為煉獄。煉獄，顧名思義，是淨化人，提
煉人的地方和階級，而不是懲罰遭永遠判
罪的人的方式與場所。教會有關煉獄的訓
導，特別取自弗羅倫薩大公會議和利騰大
公會議的議決。教會的聖傳根據聖經的記
載，指出有一種淨化的火存在。聖大額我
略說：「對那些輕微的罪，我們必須相
信：在公審判之前，有一種淨化的火要給
以淨煉。那位真理之主肯定說：凡出言褻
瀆聖神者，在今世及來世都不得赦免
（瑪，十二，32）。據此推理可知，某些
罪過能在今世獲得赦免，另有些罪過在來
世可以得到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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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又来到: 有意捐献购买柑橘的教

友可把献金交给教堂入口处的柜台
2. 新年红包袋/蜡烛：
请在教堂入口处购买。
3. 2015/16 华语慕道班：
日期：1 月 28 日星期四
时间：晚上 8 时

讲题：病人傅油圣事(体验基督的治疗)
4. 农历新年弥撒时间：
2 月 7 日 (主日) 除夕：傍晚弥撒下午 4 时
30 分。
2 月 8 日元旦（星期一）：华语早上 8 时
英语早上 9 时 30 分及 11 时，弥撒后有分
发柑橘。傍晚没有弥撒
2 月 9 日正月初二（星期二）:英语早上 8
时
5. 圣灰礼仪 2 月 10 日(星期三) 守斋：早
上 6 时 30 分，傍晚 6 时 30 分及晚上 8
时。

6.拜苦路:2 月 12 日开始，每个星期五晚
上：潮语：6 时 30 分 ,英语：8 时
7.华语避静：Kingsmead Spiritual
Centre
a)2 月 25 日星期四晚上 7 点-星期天傍晚
6 点；$320(non-aircon),$380(air-con).
报名截止日期 2 月 15 日
b)3 月 1 日星期二晚上 8-10 点；$30
报名截止日期 2 月 20 日
电话：64676072
电邮:cisc2644@gmail.com
报名：www.kingsmeadcentre.sg
8.建堂基金：
截至上周
6,288,182.13
上周捐款
1,430.00
结存
6,289,612.13
捐款请把劃限支票开给:
St. Joseph Church Building Fund

9. 如果你面对任何有关个人问题或法律纠
纷希望有调解和解决而负担不起律师费，
可向设在博爱村的天主教律师公会法律诊
所求助。这法律诊所是为贫困、 弱势和夹

心阶层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诊所不处理
商业或专业事项的法律问题。欲知详情或
预约请上网
http://www.clgsingapore.com
10.新加坡天主教守礼社 2016 年助学金：
目前开放给小学,中学及初级学院/高中学
生
助学金申请表格及详情可向守礼社索取：
225-B Queen Street, Singapore 188552
电邮 bursary@carlo.org.sg
或在 http://www.carlo.org.sg/下载
11.中国朝圣团：
西安：4 月 20-28 日
汕头：5 月 20-26 日
有关进一步信息，请致电：李亚南
83627261 或古亿喜 83501669
每日读经：
1 月 25 日星期一: 撒下 5：1-7，10；谷
3：22-30
1 月 26 日星期二: 撒下 6：12-15；谷
3：31-35
1 月 27 日星期三: 撒下 7：4-17；谷 4：
1-20
1 月 28 日星期四: 撒下 7：18-19，2429；谷 4：21-25
1 月 29 日星期五: 撒下 11：1-10‘1317；谷 4：26-34
1 月 30 日星期六: 撒下 12：1-7，1017；谷 4：35-41
1 月 31 日常年期第四主日
读经一：耶肋米亚先知书（1：4-5,1719）－我选定了你作万民的先知。
答唱咏：(咏:70) －我的口要传扬你的话救
恩。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
(12:31-13:13)－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三
徳，但其中最大的是爱。
福音 ：圣路加福音(4:21-30)耶稣正如厄里
亚和厄里叟一样，他被遣而来,不只是为了
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