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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个周五：6.30am, 7.15 pm)
周六：6.30 am
公共假日: 8 am
告解圣事：主日弥撒前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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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东方教会的隐修院仍有着莫大的
影响。

堂区组织活动，欢迎众人参与
圣家节
(12 月 30 日)

1. 华语圣母军
主日， 8.45 am

1 月 2 日

保持深锁的钱财，就是穷人的钱；
你不愿实践的爱德，就是诸多你所
干犯的罪过。”
圣人在牧灵关怀上总是孜孜不
倦，他一日向群众讲道两次，且创
圣巴西略 (主教、圣师)
St. Basil the Great
圣人于公元 330 年生于小亚细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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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了一间医院，因此，后世奉他为
医院管理者的主保。
圣巴西略于 379 年 1 月 1 日逝

凯撒肋雅城。德学双全，度隐修生

世。“罪人啊！请不要沮丧，要依赖

活。公元 360 年曾参与君士坦丁堡

玛利亚。”

区会议，公元 370 年成为凯撒肋雅

6. 潮语读经
周六， 7 pm
联络：李亚南 83728261

袍，就是赤身露体者的衣服；你不
穿的鞋子，就是赤足者的鞋履；你

3. 华文读经
周一, 8 pm
联络：杨纪华 9838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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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道:“你未曾食用的面包，就是饥渴
者的面包；你悬挂在衣柜里的长

2. 华语神圣慈悲敬礼
主日, 9.30 am

4. 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 8 pm
联络：黄应兰 98180396

圣人在讲道中对中等阶级的人

城主教。
圣人一生慷慨，帮助穷人，又
力斥亚略异端，为他赢得“圣师”

教宗的话
我的圣诞祝贺是兄弟友爱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一如往年
地在圣诞节当天中午发表圣诞文告，降

的头衔。年轻时，他变卖所有财

福罗马城及全世界。在本年度的圣诞文

物，施予穷人后，便到旷野隐修。

告中，教宗特别提及“兄弟友爱”的重要

他所制定的隐修规则与制度，至今

性。以下是圣诞文告全文：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诞快乐！

在罗马的教友、朝圣者，以及在世界各

而天主的面容藉著一个具体的人的面容

愿耶稣圣婴使可爱和饱受煎熬的叙利亚

安。只有透过尊重各国权利的和平，这

地所有与我们连接的人，我再次向你们

彰显出来。这面容不是借助一个天使，

在经历长年的战争之后，重拾兄弟情

个国家才能从它饱受的痛苦中恢复元

宣告白冷城的喜讯：「天主在天受光

而是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在一个时间和

谊。愿国际社会努力不懈，寻找政治途

气，并为自己的人民重建具有尊严的生

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路二

一个地方诞生。藉著祂的降生成人，天

径来消除分裂和平息利益冲突，好使叙

活环境。我以我的心亲近那地区的基督

14）

主子就这样向我们指出，人得到救恩，

利亚人民，尤其是那些被迫离乡背井、

信仰团体，并为他们祈求，希望他们能

在天主赐给我们的标记面前，我们就像

是经由爱、接纳，以及尊重我们这卑微

寻找栖身之地的人，能重回故里，平安

彼比重建兄弟情谊及友爱的关系。

那些最先赶到山洞的牧童那样，感到惊

的人性而来，我们众人以不同种族、语

度日。

愿尼加拉瓜的居民在耶稣圣婴面前重新

讶：「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著襁

言和文化的形式享有同一人性，在人类

我的心思转向也门，希望借由国际社会

发现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好使分裂与不

褓，躺在马槽里」（路二 12）。我们在

中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促成停火，最终能为人数如此众多的孩

和睦无法得逞，众人齐心协力致力于和

静默中屈膝朝拜。

那么，我们的差异并非是一种伤害或危

童，以及饱受战争和饥荒之苦的人民带

好与建设国家的未来。

那由童贞玛利亚诞生的圣婴告诉我们什

险，而是一种财富。就像一个艺术家要

来慰藉。

我也想到那些受到不同形式的文化和经

么呢？圣诞节普世性的讯息是什么呢？

制作一幅马赛克画一样：准备很多不同

然后，我的心思转向非洲，在那里上百

济意识型态剥削的人民，他们眼看自己

它告诉我们，天主是慈父，我们所有的

色彩的小砖块，总比只准备几种色彩要

万的人都是难民或无家可归者，他们急

的自由和身份被人践踏；我并想到那些

人都是兄弟姊妹。

好！

需要得到人道救援和粮食安全。愿小圣

因缺乏教育、卫生服务忍饥受饿之苦的

这个真理是基于基督信仰的人类观。没

家庭的经验教导我们：我们兄弟姊妹彼

婴──和平之王，使所有武器终止嚣张，

人。

有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兄弟情谊，我们

此不同，而且不是常常意见一致，但却

并使一道兄弟情谊的曙光出现于整个非

我特别关心在「困难」，我不想说在

为一个更正义的世界而作的努力就会更

有不能拆散的关系使我们互相连接，而

洲，祝福所有那些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上

「敌对」环境中庆祝圣诞节的弟兄姊妹

加费劲，而连最好的计划都会变成没有

父母的爱帮助我们彼此相亲相爱。人类

致力促进一条和好途径的人。

们，基督信仰团体在那里是少数，有时

灵魂的空壳。

的大家庭也是一样，而在这大家庭中天

愿圣诞节巩固朝鲜半岛合一的兄弟情

候脆弱和不被重视。愿上主使他们和所

为此，我的圣诞祝贺是一个兄弟情谊的

主是「父母」，是我们兄弟情谊的基础

谊，有助于最近启动的友好关系，并达

有少数的团体能平安度日，并能看到自

祝贺。

和力量。

成一些能保证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福祉

己的权利被承认，尤其是宗教自由。

是每个国家和文化的人彼此间的兄弟情

愿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重新发现那使我

的协议。

愿我们今天所瞻仰的在寒风刺骨中躺在

谊。

们作为人类，以及使所有民族互相连接

愿这充满降福的时刻使委内瑞拉重拾和

马槽里的弱小圣婴保护世上所有的婴孩

是不同思想，但能互相尊重和聆听对方

的兄弟情谊。愿此兄弟情谊促使以色列

睦，并使社会所有成员以兄弟般的情谊

和每一个脆弱、易受伤害和被抛弃的

的人彼此间的兄弟情谊。

和巴勒斯坦人民重新对话，并重踏和平

为国家的发展努力，以救助人民中最脆

人。愿我们众人能从救主的圣诞中领受

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彼此间的兄弟情

的道路，终止七十多年的冲突，这些年

弱的一群。

平安与慰藉，同时感觉到自己蒙受唯一

谊。耶稣降临是要向所有寻找祂的人显

来上主拣选来显示祂爱的面容的这片圣

愿新诞生的上主使可爱的乌克兰获得救

的天父所爱，而且明了我们都是兄弟姊

示天主的面容。

地一直受到蹂躏。

援，它急切期盼能早日得到持久的平

妹，应像兄弟姊妹般地生活！

堂区活动

本堂英语神圣慈悲敬礼小组
17 周年庆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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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 日星期五

天主之母节，元旦公共假日

7.30 pm: 慈悲敬礼

8am （大圣堂）

8.00 pm: 感恩祭
弥撒后有教友自备晚餐

教区家庭委员会委任弥撒
1 月 5 日星期六 5.30pm
吴总主教主祭
圣若瑟敬礼
1 月 2 日星期三 8.00pm
当晚没有 6.30pm 弥撒
～～～～～～～～～～～～～～～～～
每月第一个周五傍晚弥撒时间
将从 6 点 30 分挪后到 7 时 15 分
朝拜圣体
1 月 4 日星期五晚上 8 点
2019 年的圣时将着重于十诫，使我们
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十诫的意义和如何应
用在我们生活中。

欢迎教友来参加
当晚没有傍晚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