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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岁入多明我会。初学时期，他谦卑

堂区组织活动，欢迎众人参与

1. 华语圣母军
主日， 8.45 am

自下，请长上罚补过去教学方面的缺

主显节
(1 月 6 日)

陷，长上果然“准予所请”，命他撰述
一部良心案件的专辑，供听告解神父和
伦理学家参考。《良心判断案件纲要》

2. 华语神圣慈悲敬礼
主日, 9.30 am

即因此而出。圣人也参加各项传教工

3. 华文读经
周一, 8 pm
联络：杨纪华 98384237

慕尔人。圣人除照顾被慕尔人掳掠的信

作：讲道劝人、劝化异教徒、犹太人和

1 月 7 日

友，还同圣伯多禄·诺拉谷创立了玛利
亚赎虏会，赎回了无数被掳的信友。
教宗额我略九世，召他去罗马教廷供

4. 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 8 pm
联络：黄应兰 98180396

职，并请他做听告解司铎。圣人奉旨，
将 1150 年后历代教宗的通谕专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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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在 1917 年版的圣教法典公布以
圣赖孟多 (司铎）
St. Raymond of Penyafort

6. 潮语读经
周六， 7 pm
联络：李亚南 8372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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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圣人的著作为历代教会法学一致公
认的权威教律书。

圣人于 1175 年生于西班牙，德学兼

圣人除供职教廷外，曾一度返故乡传教

优。20 岁已任哲学教授。30 岁时，赴

听告解，劝化无数罪人。1238 年，多

波罗日专攻教律和普法，得博士学位，

明我会总会特派代表赴西班牙通知他已

成为教律的权威。他著有《良心判断案

当选该会总会长，圣人大惊，坚决推

件纲要》，并专辑历代教宗通 谕，对

辞，不果。接任后，对本会组织、会士

于教会有极大的贡献。

灵修、工作规律，颇多建树。两年后，

辞去总会长职务，其时圣人年 65 岁。

教宗指出，耶稣在山中圣训中推崇

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

待。这是一种恶表！他们最好不去

以后 34 年内，他致力攻斥异端，劝化

的真福八端为贫穷的人、温良和哀

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玛五 44-

圣堂！这样活著就如无信仰的人一

西班牙的慕尔人。

恸的人、以及内心谦卑的人戴上了

45）。”

样。如果你去圣堂，你就要活得像

幸福的花冠，他们在当时，甚至今

教宗解释道，“你们要成为你们在天

子女、像兄弟那样，作出真正的见

天都是些不受重视的人。“这就是福

之父的子女”：这就是山中圣训的重

证，而不是反见证。”

音的革命。哪里有福音，那里就有

大秘诀。不过，我们也要当心，不

此外，我们在祈祷时“不要像外邦人

革命”。

可将《玛窦福音》的这些章节视为

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

你们的纯洁由于不断的打击，而愈加纯

“福音不让我们安宁，而是推动我们

“一种道德上的言论”，相反地，应视

可获得垂允”（玛六 7）。教宗说：

洁，直到完美的境界。如果你们一而

前行，这就是革命。所有懂得爱的

其为一种“神学”思想。

“许多基督徒以为祈祷就是‘像鹦鹉那

再，再而三地受天主的利剑打击，应视

人，那些被置于历史边缘的和平缔

“基督徒并不是要努力成为一个比别

样对天主说话’。绝非如此！要发自

造者则是天国的建设者。这好似耶

人更好的人，而是知道自己同众人

内心，以心灵来祈祷。耶稣说，你

稣在说：天主藉著爱和宽恕彰显了

一样也是罪人。基督徒只是站在新

在祈祷时要如同儿子对他父亲那样

祂的大能，你们要心中带著这个奥

的荆棘丛火焰前、面对天主启示的

向天主祈求，因为天主在你们求祂

迹奋勇向前！”

人。天主的名字并非不可提及，祂

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参

教宗的话

教宗表示，这福音的新意是“从那颠

要祂的子女呼喊祂为‘父亲’，任由祂

阅：玛六 8）。”

祈祷就是发自内心向天父祈求

覆历史价值观的关口”涌现出来的。

的大能来更新自己，并且省思祂照

教宗最后表示，《天主经》“也可以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元月 2

法律不是要被废除，而是需要有新

耀在这个如此渴望善、如此期待喜

是一种静默的祈祷”，只要我们在天

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主持了今年的首

的解释，重新引向其原始意义。天

讯的世界上的仁慈光芒。”

主的注视下牢记祂那慈父的爱，我

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

主的话语应在人的生活中“实现到

教宗接著提到，耶稣教导我们诵念

们就会得到垂允。“我们的天主不需

中继续解释《天主经》的含义，这

底”。

《天主经》，同时也要我们警惕假

要为博得祂的欢喜而作出的祭献！

一次论述“山中圣训”的秘诀（参阅玛

“爱没有止境：人可以爱自己的伴

善人，因为这些人祈祷是为了受到

我们的天主什么都不需要：祂只要

六 5-6）。教宗表明，我们要用心祈

侣、朋友，甚至以一种全然一新的

人们的称赞，这对教会实在是“一种

求我们在祈祷中向祂敞开沟通的渠

祷，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要以见

视角爱自己的敌人：‘我却对你们

恶表”。

道，好能发现我们永远是祂至爱的

证活出天主子女的身份，不要憎恨

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

“我们多次看到这些人的恶表，他们

子女”。

别人或论人长短。

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

去圣堂并整天待在那里，或每天去

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祂使太阳

那里，然后又仇视别人或以恶言相

圣人是司铎教会法编撰者主保和告解的
主保 --- “你们的纯洁和虔诚要求应
得的报酬；因为你们为天主所悦纳，愿

其为圆满的喜乐、是天主爱你们的标
记。”

堂区活动

欢迎教友来参加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当晚没有傍晚弥撒

圣文生善会
全国华文甄选礼前退省日

该会 12 月收支如下
每月收捐: 14,144.00
捐款箱:

日期：17/02/2019 （主日）
时间：10am- 4.30pm

5,762.00

地点：博爱村礼堂

50.00

主讲：张思谦神父

现金捐款：
礼卷：

150.00

总数：

20,106.00

主题：领洗，你准备好了吗？
报名费：12 元

善款分发: 16,750.00
本堂英语神圣慈悲敬礼小组
本堂英语神圣慈悲敬礼小组

17 周年庆祝会

17 周年庆祝会

1 月 11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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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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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