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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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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主日：天主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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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常年期第二主日

学士，尊敬他们，但并不觉得法学士
对自己享有权威，法学士抱持权贵的
答唱咏(咏:39)-上主，你看，我已来 心理，自以为：『我们就是老师，就
是有权威的人，我们要教训你们。这
到，为承行你的旨意。
不是服务：我们发号施令，你们必须
圣言：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 服从。』耶稣从不以权贵自居：祂永
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格前 1： 远是众人的仆役，正是这一点赋予了
祂权威。」
3）
亲民的态度授予权威。亲民是耶稣权
威的第二项特色。教宗表明，「耶稣
耶稣权威在於服务、亲民、言行一
没有对人过敏：祂触摸癞病人、病患，
致
这并不令祂反感」；法利塞人却轻视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元月
10 日在圣玛尔大之家主持清晨弥撒。 「穷人、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喜欢
他在讲道中指出，耶稣权威在於服务、 身穿华服，招摇过市。
亲民，以及言行一致。相反地，法学 「法利塞人与人民脱节，毫不亲民；
士自以为是权贵，以圣职专权教训人， 耶稣则非常亲民，这一点赋予祂权威。
这些脱节的法学士抱持圣职专权的心
他们与人民脱节，言行不一。
当天弥撒的福音取自《马尔谷福音》， 理：他们以圣职专权教训人，这就是
教权主义。当我看到保禄六世的亲民
讲述人们对耶稣的教训感到惊奇，
「因为祂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 时，我感到由衷喜悦；《在新世界中
传福音》第 48 号展现出亲民的牧者
不像经师们一样」（一 22）。教宗
表明，经师虽在子民中间享有权力， 心肠：那位教宗的权威即在於此，即
但他们教训的内容却无法深入人心。 在於亲民。」
反之，耶稣却拥有真正的权威，祂将 耶稣权威的第三项特色是言行一致。
天主的法律讲解得「一清二楚」，以 耶稣「总是活出祂所宣讲的：祂的思
想、感受和行为之间整合、协调」；
权威教导天主的真理。
教宗归纳出耶稣权威的三大特色，分 但自以为是权贵的人却抱持「圣职专
别是服务、亲民，以及言行一致；这 权的心态」，也就是虚伪，说一套做
些特色使得耶稣和法学士在权威方面 一套。
教宗强调，「这种人言行不一，人格
天差地远。耶稣「总是谦卑地教导
人」，并劝诫祂的门徒们说：「你们 分裂，以致耶稣建议祂的门徒们说：
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为首领的， 『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
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玛
要成为服事人的」（路廿二 26）；
廿三 3）。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言行
法利塞人则自以为是权贵。
教宗解释道：「耶稣服务人群，阐明 不一。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人。耶稣多
事理，好叫人们清楚理解：祂始终在 次用来描述他们的形容词正是虚伪。
服事人。祂的态度有如仆役，这一点 我们明白，一个自以为是权贵的人，
赋予祂权威。然而，人们虽然听从法 一个抱持圣职专权心态的人，一个虚

伪的人，必定没有权威！他说出真话， 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
却没有权威。相反地，耶稣态度谦卑， 主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
为人服务，亲近人民，从不轻视任何 來，祝謝了，掰開說︰「這是我的身
人，而且言行一致，祂拥有权威。这 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該這樣做，
是天主子民感受到的权威。」
為紀念我。」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
來說︰「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你們每次喝，應這樣做，為紀念我。」
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
24. 聖體聖事的命名
...1329 聖體聖事又稱做「主的筵席」 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或「主的晚餐」，因為這是同吾主耶 又稱做聖祭，因為它是救主耶穌唯一
穌在受難前夕與他的門徒們共進晚餐 祭獻的重新實現，其中也包括了教會
有關，并且又是將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的奉獻。它也可稱為彌撒聖祭、贊頌
的祭獻、屬靈的祭獻。羅馬彌撒經本
擺設羔羊的婚宴的前奏。
又叫做「掰餅」，因為這是猶太人進 稱它為「聖潔的祭品、無玷的犧牲，
食的禮節。耶穌常以主人的身分來把 因為它完成舊約中的一切祭獻，遠遠
餅祝福了，分賜給周圍的人食用，特 超過它們。
別是在最後晚餐的時刻，他依照這種 聖體聖事也被稱為「神聖的禮儀」，
禮節建立了聖體聖事，也是由于同樣 因為教會的全部禮儀都集中在這件聖
的舉動，在耶穌復活之後，門徒們認 事上，為了同樣的理由，它也稱做
出了耶穌﹔初期教會的信友也便用這 「神聖奧秘」，有人也稱它「至聖聖
個名稱來稱呼他們的經常團聚。聖保 體」，因為它是聖事中的聖事。這個
名稱，特別是指隱藏在面酒形象下的
祿宗徒曾寫信給格林多的信友說︰
「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 耶穌聖體聖血。
共同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掰開 我們中國老教會向來所說的「領聖
的餅，豈不是共同結合於基督的身體 體」，原來也指聖體聖事，今日台灣
嗎？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然眾多， 和香港的知識份子喜歡根隨西方的言
只有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 語習慣把它改稱做「共融」 。
這一個餅。」聖保祿宗徒的這席訓話， 1331「領聖體」，在西方語言中原是
也是以「掰餅」這個名字為依據的。 共融，因為領聖體使 我們同耶穌的
同樣聖體聖事也可稱做「感恩團聚」， 聖體聖血合而為一﹔又有人稱之為
因為，由於舉行聖體聖事而團聚一總 「聖的事物」，所謂「聖的事物」，
就是宗徒信經中所說的「諸聖相通功」
信友，這是教會的有形標記。』
的原始意義。此外還有「天神之糧」、
聖體聖事又稱做「紀念」和「祭
「天上神糧」、「 常生之藥」、
獻」。
「臨終路糧」等稱呼。
1330 聖體聖事又稱做紀念。所謂紀
念就是紀念主耶穌的死亡與復活，聖 我們最熟悉的稱呼則是「彌撒」。
保祿宗徒很強調這點。他曾向格林多 1332「彌撒」一詞有遣發和授予使命
的意思。舉行聖體聖事之所以稱做彌
信友這樣敘述主的晚餐︰「這 是我

撒，是因為信友團聚舉行聖體聖事參
與天主的救世工程，禮儀完結，主祭
遣發他們到日常生活中去承行天主的
旨意，善盡各自的本分。
內容要點
1406 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生活的食糧，誰吃了，就不死。誰吃
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他住
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1407 聖體聖事是教會生活的核心和
頂峰。因為藉著這件聖事，基督偕同
他的教會和全體信友都有分於他一次
奉獻給聖父而永久存在的十字架的贊
頌和感恩祭獻。

3 月 5 日，登记截止日期 2 月 5 日
父母/代父母预备讲座 2 月 19/26 日
询问电话：67691666
上网 www.stjoseph-bt.org.sg 下载登记
表格
6.建堂基金：
本堂正在重估玫瑰园，小教堂及礼堂翻
新费用 。

每日读经：
1 月 16 日星期一: 希 5：1-10；谷 2：
18-22
1 月 17 日星期二: 希 6：10-20；谷 2：
23-28
1 月 18 日星期三: 希 7：1-3，15-17；
1.今天第二次收捐：
谷 3：1-6
天主教基金
1 月 19 日星期四: 希 7：25-8：6；谷 3
：7-12
2. 2016/2017 华语慕道班：
1 月 20 日星期五: 希 8：6-13；谷 3：
1 月 19 日星期四晚上 8 时
13-19
讲题：病人傅油圣事(体验基督的治疗)
*1 月 21;日星期六: 希 9：2-3，11-14；
谷 3：20-21

堂区事项：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pastoral@gmail.com

3.农历新年弥撒时间：
1 月 27 日 (星期五) 除夕：下午 4 时 30
1 月 22 日常年期第三主日:
分傍晚没有弥撒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9：1~4 - 外方
1 月 28 日元旦(星期六)：华语早上 8 时 人的加里肋亚获得了光荣。
英语早上 9 时 30 分及 11 时，弥撒后
答唱咏：(咏:26)-上主是我的光明。是
有分发柑橘。傍晚没有弥撒
我的救援。
1 月 29 日正月初二（主日）：主日弥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1：
撒时间
10~13,17)- 你们众人要言行一致，在你
1 月 29 日正月初三(星期一公共假日)： 们中不要有分裂。
英语早上 8 时
福音: 圣玛窦福音(4：12~23)- 耶稣来往
4. 婴孩洗礼:
在葛法翁，于是应验了依撒意亚先知的
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