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圣若瑟堂
62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电话: 67691666/67691608
传真: 67627136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本堂神父:

助理神父:

李光兴神父
电话: 67600052
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堂区行政员: 电话: 67691608
电邮: sjcpastoral@outlook.com
堂区秘书: Maggie Chia
电邮:sjcbt.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主日弥撒:
周六: (英) 5.30 pm
主日: (华) 7.30 am
(英) 9 am,11 am, 5.30 pm
平日弥撒(英):
周一至周五: 6.30 am，6.30 pm

于我们，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

堂区组织活动，欢迎众人参与

1. 华语圣母军
主日， 8.45 am

将临期第四主日(爱的主日)
(12 月 23 日)

服悦，就选了斯德望，他是位充满
信德和圣神的人„。”
斯德望是一位充满恩宠与德能

12 月 26 日
2. 华语神圣慈悲敬礼
主日, 9.30 am

的人，在百姓中常显大奇迹，行大
征兆。当时有些犹太人，包括被称
为“罗马自由人”会堂的一些成员，

3. 华文读经
周一, 8 pm
联络：杨纪华 98384237

起来与圣人辩论，但众人却都敌不

4. 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 8 pm
联络：黄应兰 98180396

假罪证控告斯德望亵渎之罪。最

5. 华语成人慕道班
周四, 7.45 pm
联络：张玉莲 94524234

(每月第一个周五：6.30am, 7.15 pm)
周六：6.30 am
公共假日: 8 am

6. 潮语读经
周六， 7 pm
联络：李亚南 83728261

告解圣事：主日弥撒前 15 分钟

7. 潮语圣若瑟敬礼及炼灵祈祷
每月第一个星期三,
8 pm 圣若瑟敬礼弥撒后

圣体室开放时间：
平日:
7 am - 9.30 pm
周六/主日: 7 am - 7 pm
公共假日: 7 am - 4.30 pm

道服役。” “这番话得了全体的

过他的智慧，因为圣神与他同在。
于是，这些人只好煽动群众，捏造

圣斯德望 (首位殉道)
St. Stephen

后，圣人被众人押解到公议会里接

圣人之名，在希腊文中是“冠冕”

顾以色列历史，告诉众人：以色列

之意。当时，门徒的数量不断成

虽然背叛与天主的盟约，且转而崇

长，外邦的基督徒向犹太基督徒抱

拜偶像，但是天主还是要引领以色

怨说他们的寡妇，在日用供需的分

列子民。然后，圣人在圣神的感动

配中被忽略了。于是，宗徒召聚了

下，向他的迫害者说：“你们时常

所有的门徒，向他们说：“让我们

反抗圣神，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

放弃天主的圣言而操管饮食，实在

也怎样。”（宗七 51b）。圣人的

不相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

言论显然激怒了群众。 于是，群

中检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

众将圣人拉出城外，用石头砸死

和智慧的人，派他们管这要务。至

了。当群众用石头砸斯德望时，圣

受审问。在答辩中，斯德望借着回

人大声呼喊说：“主耶稣，接我的

授中，讲解了圣诞节的「惊喜」概

好的传统庆典」，以我们自己、而

灵魂去吧！” “主，不要向他们

念。教宗首先问道：在世俗鼓吹交

非以耶稣为焦点，就会「错失机

算这罪债！”圣人因而成了教会的

换礼物的浪潮下，怎样的圣诞庆祝

会」，如同《若望福音》所言，

首位殉道者。

活动、怎样的礼物和惊喜能悦乐天

「祂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

主呢？

却没有接受祂」（一 11）。为此，

也使斯德望从地上升到天堂。爱从

为了理解天主的喜好，教宗引领众

教宗疾呼：「拜托，别让圣诞节变

君王身上发出，然后在战士身上大

人回顾耶稣的诞生。对圣母玛利亚

得世俗化！」

和大圣若瑟而言，耶稣的诞生「充

接著，教宗勉励信友们跟大圣若瑟

满惊喜」：从天使报喜到逃往埃

一样保持静默，像圣母玛利亚那般

及，耶稣的诞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

答复天主「我在这里」，效法耶稣

「出乎意料的转变」；而在圣诞

亲近孤独者的榜样，一如牧童那样

夜，「最大的惊喜降临于世：至高

走出去与耶稣同在。如此一来，圣

者成了小婴孩，天主圣言成了『无

诞节将成为真正的圣诞节。

法说话』的婴儿」。「圣诞节庆祝

教宗最后祝福所有的人，说：「亲

的是天主前所未闻的奇事，更好地

爱的弟兄姊妹，祝你们有个愉快的

说，我们庆祝的是前所未闻的天

圣诞节，充满耶稣的惊喜！」

爱使基督从天上降到人间，却

放光明。斯德望以爱为武器，所向
无敌，而获得一如其名所指的荣
冠。由于他对天主的爱，面对凶暴
的犹太人，毫不退缩；由于他爱
人，他竟为以石击杀他的人祈祷，
好使他们免受惩罚；由于他的爱，
他谴责他们的错误，为使他们改
过。因此，爱是万善之源，杰出的
守卫，导人进入天国的康庄大道。
“谁在爱中行走，决不会迷
路，决不会恐惧。因为爱本身领导
他，保护他，稳走天国之路。“

主，祂颠覆我们的逻辑和期待」。
教宗指出，欢庆圣诞节意味著「在

堂区活动

充满爱，欢乐与和平的圣诞节
欢迎厄玛努尔 进入你的心灵和家里

圣诞佳节弥撒时间表
12 月 24 日(星期一) 圣诞夜
8.30pm 报佳音(华语)；9pm 华语弥
撒
11pm 报佳音(英语)；12pm 子夜弥撒
12 月 25 日(星期二)圣诞节
9am, 11am & 5.30pm (英)
12 月 31 日(星期一)
6.30 am(当日弥撒；小圣堂)
8pm(辞旧迎新弥撒；大圣堂)
～～～～～～～～～～～～～～～～·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

尘世恭迎从天降下的惊喜」。善度

天主之母节，元旦公共假日

圣诞节的意义在于「像耶稣那样亲

8am （大圣堂）

近需要协助的人；如同圣母玛利亚
教宗的话
别让圣诞节变得世俗化！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12 月
19 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

一般，即使不明白天主的计划，依
然信赖祂；效法大圣若瑟，起身奉

“爱的礼物” 献爱心活动

行天主的旨意，尽管不如人意」。

感谢大家对“爱的礼物”献爱心活动的

相反地，倘若我们偏好平凡庸俗的
庆祝活动，「如果圣诞节只是个美

李神父和张神父祝福所有教友有个

热烈支持！

收集礼物时间/地点：12 月 23 日，
8.30am-12.15pm, 餐厅隔壁

义务律师咨询
天主教律师协会 (CLG) 将在圣若瑟
堂设点，为穷人和处境不利者提供

堂区圣诞庆祝会
报名已截止，已订位的请到办公室
领取餐卷

免费法律服务。
日期：2019 年 1 月开始；每月第三
个周一
需要者可致电堂区（6769 1608）

教区家庭委员会委任弥撒

(周二至周五)，预约法律咨询.

1 月 5 日星期六 5.30pm

该协会也欢迎义工协助，特别是法

吴总主教主祭

律专业的学生. 如果您有意愿，请致
电 Evelyn（6769 1608）或电邮：
sjcpastoral@outlook.com.

本堂英语神圣慈悲敬礼小组
17 周年庆祝会

媒体中心（书店）将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期间关闭以
点算存货。

1 月 11 日星期五
7.30 pm: 慈悲敬礼
8.00 pm: 感恩祭
弥撒后有教友自备晚餐
欢迎教友来参加
当晚没有傍晚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