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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神父：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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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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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晚上 8 时在圣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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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 13 日及圣母赡礼节日傍晚弥撒后
在玫瑰园
3.华语圣母军：主日早上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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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的改为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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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复活期第四主日
圣若瑟主保庆典
答唱咏(咏:22)-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
无所缺。
圣言：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
得更丰富的生命。(若 10：10)
教会要站起来，上前去，倾听人们的不
安，常怀喜乐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5 月 4 日在圣
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表示，教会应该站
起来，上前去，倾听人们的不安，并常怀喜
乐。
教宗指出，《宗徒大事录》的前八章是「整
个教会历史的概要」，包括：宣讲、洗礼、
悔改、奇迹、受迫害、喜乐，以及「那些为
了做生意而接近教会的人的丑陋罪过，那些
最终诈骗教会的教会恩人」，诸如阿纳尼亚
和撒斐辣。然而，上主自始至终陪伴祂的门
徒们，以奇迹般的标记证实天主圣言。祂从
不让他们孤立无援，在艰难时刻也不例外。
当天的第一篇读经取自《宗徒大事录》第八
章，讲述一个厄提约丕雅太监受洗的事迹。
教宗由此提出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起来，
上前去；倾听；喜乐。首先，天使要求斐理
伯「起来，上前去」。教宗解释道：「这是
福传的标记」。事实上，教会的圣召和莫大
的慰藉便是福传。
教宗说：「为了福传，你必须『起来，上前
去』。天使没有说：『你留在家里安祥地坐
着吧！』不是的！教会为了忠於上主，必须
随时站起来，上前去。教会若不站起来，上
前去，就是生病了。」她因许多心理和精神
上的创伤而自我封闭，把自己关在「闲言碎
语的小世界里，既封闭又缺乏眼界」。
圣神接着催促斐理伯走上前去接近厄提约丕
雅太监的座车。这个皈依犹太教的太监前去
耶路撒冷朝拜天主，在路途中诵读《依撒意
亚先知书》。教宗表示，这是一个总管的皈
依，一个「大奇迹」。圣神催促斐理伯接近

他，意味着教会必须懂得倾听每个人心中的
不安。
「每个男女心中都有所不安，无论好坏，都
存在着不安。你要倾听那份不安。圣神没有
说：『你去劝人改教。』不，不是的！『你
要去倾听。』倾听是第二步。第一步是『站
起来，上前去』，第二步则是倾听。倾听的
能力在於明白人们的感受，人们的心声和想
法。如果他们想错了事呢？那我就要倾听这
些错事，好能知道他们的不安藏在哪里。我
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有所不安。教会的第二步
是要找到人们的不安。」
这个厄提约丕雅人一看见斐理伯走近，就向
他讨教依撒意亚先知所指的是谁，并邀他上
车同行。教宗指出，斐理伯遂开始「温和地
宣讲」，厄提约丕雅人的不安於是找到解答，
使他的心灵充满希望。「这之所以能成功，
是因为斐理伯走近并倾听了他」。
当这个厄提约丕雅人洗耳恭听时，上主便在
他内施展作为，让他明白依撒意亚先知所指
的是耶稣；他对耶稣的信仰逐渐增长，直到
他们行经有水源的地方，他便请求受洗。教
宗强调，「他自己请求受洗，因为圣神在他
的心中施展了作为」。我们也要让圣神在人
们的心中施展作为。
洗礼结束後，「始终临在」的圣神就把斐理
伯带到其它地方；而厄提约丕雅人则「欢欢
喜喜地往前行自己的路」。这是教宗提出第
三个关键词：喜乐，「基督徒的喜乐」。
教宗最後总结道：「基督徒即使在艰难时刻
也保持喜乐，因为斯德望被乱石砸死後，一
场大迫害立即爆发，基督徒四处逃散，有如
随风而飘的种子，但他们不断宣讲耶稣的圣
言。愿上主赐予恩宠，使我们每个人都活出
这样的教会：站起来，上前去，倾听人们的
不安，常怀喜乐。」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36. 和好聖事
《天主教教理》卷二第二部分，分三章介紹
教會中的七件聖事。第一章論入門聖事﹔第
二章論康復聖事﹔第三章論共融聖事。所謂
入門聖事，是聖洗、堅振、和聖體三件聖事

﹔康復聖事，是和好和傅油聖事﹔共融聖事，
是聖秩和婚配聖事。和好聖事就是告解聖事
﹔傅油聖事就是終傅聖事﹔聖秩聖事就是神
品聖事。
我們已經介紹了《天主教教理》卷二第二部
分論入門聖事的第一章，從今天起要介紹論
康復聖事的第二章。這章包括第四和第五兩
條，第四條講和好聖事﹔第五條講傅油聖事。
第四條分十一點講述和好聖事，今天我們只
談到其中兩點，那就是：一、怎樣稱呼這件
聖事﹔二、為甚麼受洗後還需要和好聖事。
在這之前，《天主教教理》提出康復聖事的
名稱。
康復聖事
治療聖事，就是和好和傅油聖事。為什麼稱
和好和傅油聖事為治療聖事呢？《天主教教
理》有這麼兩種說法。從我們人這方面說，
我們人是軟弱的。我們在聖洗聖事中所接受
的新生命，會因為我們的軟弱犯罪而失落。
從耶穌方面來說，他是我們靈魂和肉身的醫
生。他藉著教會中的和好和傅油聖事醫治我
們，恢復我們的生命。
人性軟弱。
1420 藉著領受基督信仰的入門聖事，我們人
領受基督的新生命。但是，正如聖保祿宗徒
所說的，這生命，我們是把它「存在瓦器中」
的。 目前，它還是「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
內」。我們本人又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仍
要受苦、生病和死亡。這做天主子女的新生
命是能夠由於我們的罪過而衰弱，而甚至失
去的。
耶穌是我們靈魂和肉身的良醫。
1421 耶穌是我們靈魂和肉身上的良醫。他曾
赦免癱瘓人的罪過，并恢復他的健康，也愿
意他的教會，在聖神德能的扶持下，繼續在
信友群中執行他的治病和救命的工作。這就
是我們現在要介紹的兩件康復聖事的宗旨。
這兩件聖事就是和好和傅油聖事。
第四條和好聖事
談到和好聖事，《天主教教理》首先依據梵
二大公會議的訓導，強調這件聖事的雙重意
義︰一是求得天主的寬恕，二是與教會和好。

1422 教友去辦告解，由天主的仁慈獲得罪過
的寬恕，同時也與教會和好，因為教友犯罪
損傷教會，而教會卻以仁愛、善表和祈禱幫
助他們悔改。
接著《天主教教理》便提出兩個有關的問題，
一個是︰這件聖事怎樣稱呼？另一個是︰為
什麼領洗後還要告解？
怎樣稱呼這件聖事？
這件聖事有好多種稱呼。悔改、救贖、告罪、
赦罪、和好都是它的稱呼。
1423 『人們稱之為悔改的聖事，因為它以聖
事的方式實踐耶穌召人悔改的號召，使人重
新回到因犯罪而遠離的天父家里。它也被稱
為救贖的聖事，因為它為犯了罪的基督信徒
提供一條在教會中改過遷善、痛悔補贖的途
徑。它是告罪的聖事，因為這件聖事的一個
主要因素是向神父告明自己的罪。所謂告罪，
進一步說，也就是稱頌天主的聖德及其對待
罪人的仁慈。又叫做赦罪的聖事，因為藉著
神父所念的赦罪經，天主寬恕辦告解的人的
罪，并賜給他平安。更叫做和好的聖事，因
為它給罪人帶來令人和好的天主的愛︰與天
主和好，也與別人和好。一個靠天主仁慈而
重獲生命的人，必定要聽從吾主耶穌的吩咐，
去與他的弟兄和好。
領了洗為什麼還要告解呢？
理由是很明顯的，因為領了洗的人仍不免犯
罪，仍需要不斷地悔改，歸依天主。
1425 聖保祿宗徒告訴我們說︰「你們因著耶
穌基督之名，并因著我們天主的聖神，已經
洗淨了，已經祝聖了，已經成了義人」。正
因為我們明白了在這件入門聖事中，天主所
賜給我們的恩寵是多麼偉大，我們才知道犯
罪對我們在這件聖事中所穿上的基督是怎麼
不相稱，而我們卻仍不免犯罪。聖若望宗徒
說︰「如果我說︰我們沒有罪過就是欺騙自
己，真理也不在我們內」。況且吾主耶穌也
親自教訓我們，要祈求天主寬恕我們的罪過。
他要我們這樣祈求天主說︰「求你寬恕我們
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把我們
彼此間的寬恕原諒作為天主寬恕我們的一個
條件。

因為領了洗的人，仍有人性的軟弱，仍需要
奮斗克服他們的私欲偏情。
1426 我們歸依基督，領洗得到了再生，領堅
振接受了聖神的恩寵，領聖體有了基督聖體
聖血的滋養。這三件入門聖事使我們在天主
面前「成為聖而無暇的」一樣，可是卻并沒
有消除我們人性的軟弱，也沒有除去我們犯
罪的偏向，這就是「私欲偏情」。它存留在
我們領受了聖洗的人身上，為使我們靠基督
的聖寵來克服在度基督信徒生活上所要遭遇
的種種考驗。它要求我們奮鬥，要求我們為
成聖和得永生而不斷悔改的奮鬥。這原是吾
主耶穌所賦給我們的日常使命。

5. 婴孩洗礼: 6 月 4 日
父母/代父母预备讲座 5 月 21/28 日，
今天登记截止。 询问电话:67691666，或
上网 www.stjoseph-bt.org.sg 下载登记表格。

堂区事项：

8. 2017/18 华语慕道班将于 7 月 6 日开
课。呼吁大家鼓励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
参加慕道课程。联络：纪华 98384237。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pastoral@gmail.com

1.本堂李神父、
张神父和锺神父
祝贺大家圣若瑟主
保日快乐。

2. 新加坡天主教
总教区华文教务
委员会也寄来祝
贺卡恭贺大家主
保日快乐。
3. 锺神父 25 周年晋铎与欢送
日期：5 月 9 日，旁晚 6 时 (感恩弥撒)
之后售票晚宴在 Hilltop Garden Crystal
Ballroom, Bukit Batok。
祝贺锺神父（晋铎周年日：5 月 10 日）
25 周年晋铎快乐，主恩满溢。

6. 华语圣母军将在 5 月圣母月第二主日开
始早上 7 时正以潮语及华语带领教友在玟
瑰园颂念玟瑰经，欢迎大家参加。
7. 新教友讲座 - 生活基督化与传扬福音
5 月 11 日（星期四）晚上 8 时
讲题：如何善度教友生活及服务社会

每日读经：
5 月 8 日星期一: 宗十一 1-18；若十 1118
5 月 9 日星期二: 宗十一 19-26；若十
22-30
5 月 10 日星期三：宗十二 24-十三 5；若
十二 44-50
5 月 11 日星期四: 宗十三 13-25；若十三
16-20
5 月 12 日星期五: 宗十三 26-33；若十四
1-6
*5 月 13 日星期六(法蒂玛圣母显现 100
周年): 依六十一 9-11；路十一 27-28

5 月 14 日复活期第五主日:
读经一：宗徒大事录 (6:1-7)-他们选了
七位充满圣神的人。
答唱咏：(咏:32)-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
4. 5 月 9 日（二）弥撒时间是早上 6:30 和
旁晚 6 时。5 月 10 日（三），公定假日， 慈爱，有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
读经二: 圣伯多禄前书(2:4-9)-你们是特
弥撒时间早上 8 时。
选的种族, 王家的司祭。
福音: 圣若望福音(14:1-12) - 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