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若瑟教堂
62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电邮: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传真: 67627136
本堂神父：李光兴神父
电话: 67600052
助理神父：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驻堂神父：锺伟良神父
电话: 6765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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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傍晚没有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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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主日：天主教基金
第四主日：教堂维修基金

圣体室开放时间：
早上 6:30 至晚上 9:30

圣若瑟幼儿园：
校长:Angeline Wong
电话:6760 1301
电邮:sjckdgn@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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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在圣体室

圣若瑟托儿中心：
校长:Mabel Lim
电话:6766 9200
电邮:sjccc@singnet.com.sg

6 月 11 日天主圣三主日

答唱咏：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
圣言：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
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
获得永生(若 3：16）
牧放天主子民靠谦卑，不可以统治者自居
（梵蒂冈电台讯）耶稣把祂的羊群委托给伯
多禄，叫他以谦卑和爱牧放天主子民，即使
他有缺失和罪过。教宗方济各 6 月 2 日在圣
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讲道中，强调了上述
思想。
当天的《福音》记述复活的耶稣在湖边与伯
多禄的一场谈话（若廿一 15-19），这位门
徒正是在湖边蒙受了耶稣的召叫。在主耶稣
复活的氛围中，这是一次朋友之间心平气和
的谈话。耶稣三次询问伯多禄是否爱祂，同
时也把自己的羊群托付於伯多禄。
教宗解释道：“耶稣拣选了宗徒中最大的罪
人。当初，其他宗徒四处逃散，这位宗徒也
背弃了耶稣，说：‘我不认识祂’（参閲：
谷十四 71）。现在，耶稣询问伯多禄：‘你
比他们更爱我吗？’於是，祂拣选了最大的
罪人（参閲：15 节）。”
“最大的罪人”被拣选去“牧放天主子民，
这发人深省”。而且，耶稣要求伯多禄怀着
爱去牧放祂的羊群。牧放羊群“不可趾高气
扬，如同统治者那样；却应秉持谦卑和挚爱，
如同耶稣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耶稣交给伯多
禄的使命。”
伯多禄有罪过，也有缺失。“正因为如此，
他在这次谈话後又再次跌倒。他陷入好奇心
的诱惑，就对主说：‘那个门徒将去哪儿，
将会怎样？’（参閲：若廿一 20）。伯多禄
虽然有过错，但他应怀有爱，就如上主所说：
‘因为这些羊群不属於你，他们是我的羊群。

你应懂得爱。你如果是我的朋友，就必须成
为这些人的朋友。’”
谈到伯多禄在大司祭的侍女前背弃耶稣的光
景，教宗说，他背弃上主时是那麽肯定，就
如他宣认：“祢是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那样坚定（玛十六 16）。教宗也谈到耶稣与
这个不久前才背弃祂的伯多禄目光相接的场
景，称伯多禄“敢於背弃，也能痛哭”。
“伯多禄为上主服务了一生，最後也像上主
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没有自夸说：
‘我的结局如同我的上主那样！’他没有这
样说，而是请求道：‘拜托，请把我头朝下
钉在十字架上，这样至少让人看到我不是上
主，我只是仆人。’”
教宗总结道：“这才是我们能了解那托付羊
群谈话的态度。那次谈话如此美妙，如此祥
和，如此友爱，如此庄重。愿上主常赐予我
们恩宠，让我们谦卑地度过一生。我们昂首
挺胸是因着天主恩赐我们的尊严，而低头垂
目则是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唯一的上
主是耶稣，而我们是仆人。”
虚伪破坏团体，基督徒该当说真话
（梵蒂冈电台讯）“虚伪不是耶稣的语言”，
也不应该是基督徒的语言，因为“虚伪能破
坏团体”。教宗方济各 6 月 6 日在圣玛尔大
之家的清晨弥撒中如此表示。教宗也提醒我
们要警惕虚伪与阿谀奉承的诱惑。
耶稣多次使用虚伪来批评法学士，因为“他
们给人看一套，心里想一套”。教宗解释说：
“虚伪不是耶稣的语言。虚伪不是基督徒的
语言。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虚伪的，一个虚
伪的人也不是基督徒。这点显而易见。让我
们看看虚伪的人是如何行事的。虚伪的人常
是阿谀奉承之人，程度或深或浅，但一定为
溜须拍马之徒。”
实际上，他们试图奉承耶稣。“虚伪的人始
终从阿谀奉承开始”。阿谀奉承也指“不说
真话，而是夸大其辞，助长虚荣心”。教宗
继续说，阿谀奉承从“恶意”开始。福音中
的法学士就是这样，他们试探耶稣，从阿谀
奉承开始，然後提出一个问题，诱使祂犯错：
“我们该不该向凯撒纳税？”
“虚伪的人具有两张面孔。然而，耶稣识破
了他们的虚伪，便对他们明确表示：‘你们
为什麽试探我？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看！’

（谷十二 15）。耶稣始终以真理回应虚伪的
人和意识形态者，祂说：‘凯撒的应归还凯
撒——因为钱币上有凯撒的肖像——，天主
的就应归还天主’（参阅：17 节）。”
教宗接着说，“虚伪的语言是欺骗的语言，
也是蛇试探厄娃所用的语言”。虚伪以阿谀
奉承开始，然後破坏人，甚至撕裂一个人的
人格与灵魂。虚伪也破坏团体”。教宗告诫
说：“当团体中存在虚伪的人时，那里就存
在极大的危险，非常糟糕的危险。”主耶稣
曾对我们说：“你们说话该当如此：是就说
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於邪恶”
（参阅：玛五 37）。
教宗痛心地表示，“虚伪对教会造成多大的
伤害啊！”“虚伪有能力破坏一个团体。虚
伪之人满嘴甜言蜜语，实则恶劣地判断他人。
虚伪之人是一名杀手。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虚伪首先从阿谀奉承开始，我们只能以真理
予以回应。”
教宗最後表示：“让我们祈求上主保护我们
免於陷入这种虚伪的恶习，不要陷入怀有恶
意的伪装态度。愿上主赐予我们这份恩宠：
‘上主，愿我永远不虚伪，懂得说真话，如
果做不到，那就闭嘴，永远永远不要做个虚
伪的人’。”

實上，他們的確有權「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赦免所有的罪。
主教是聽告解的正權人。
1462 赦罪使人與天主和好，也與教會和好。
主教是本地教會的有形元首，自古以來，便
名正言順地被視為施行和好的職務的正權人。
梵二大公會議稱他為「告解聖事紀律的監督
者」。神父是主教的助理，應依照教會法典
的規定，由主教、修會會長、或教宗任命後，
施行這項職務。
1463 有些特別重大的罪受教會的絕罰。受絕
罰的人不許領受聖事，不許履行教會中的某
些行動。因此，只有教宗、本地主教和享有
特別權力的司鐸可以赦免他們的罪。但是在
有死亡的危險時，任何司鐸都可為他們赦罪。
怎樣聽告解？
《天主教教理》指示三點︰一、司鐸要一面
鼓勵信友勤辦告解，一面自己隨時接受聽告
解。二、聽告解不只分施，而且也要表現出
天主的無限仁慈。 三、聽告解的司鐸要與耶
穌密切結合。
鼓勵信友勤辦告解。
1464 司鐸應鼓勵信友辦告解，并應隨時接受
信友們的合理請求，聽他們的告解。
表示天主的慈愛。
1465 聽告解的司鐸好比福音中所說的尋找迷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羊的好牧人，為罹難者包扎傷處的善心撒瑪
41. 聽告解的司鐸
黎雅人，歡迎蕩子回家的慈祥的父親，和公
誰聽告解？怎樣聽告解？怎樣守聽告解的秘
正無私的法官。他不但分施天主的無限仁慈，
密？對這三個問題天主教的法典早有嚴格的
而且要以他的行為把天主的無窮仁慈表現出
規定和說明。《天主教教理》只予以約略的
來。
解釋。
與基督密切結合。
誰聽告解？
1466 聽告解的司鐸不是這件聖事的主人。他
《天主教教理》的回答可以歸納為三點︰一、 只是以天主僕人的身分，代表天主赦免辦告
主教和神父聽告解︰主教因為是宗徒的繼承
解的人的罪。為此，梵二大公會議的《司鐸
人，神父因為是主教的助理。二、主教是聽
職務與生活法令》勸勉司鐸在施行聖事時，
告解赦罪的正權人﹔神父都有赦罪的權柄，
「與基督的意向和仁慈相結合」。他應該熟
但是必須有本地主教、有關修會會長，或教
悉一般信友的行為，有適當的社會經驗，知
宗的同意，才可以執行這種權柄。三、有些
道尊重并體貼地對待犯罪淪落的人﹔他應該
特別嚴重的罪受教會的絕罰，只有教宗、本
熱愛真理，忠實於教會訓導，耐心引導悔改
地主教和領受了特權的司鐸才可以赦免這樣
了的信友走上康復成長的道路﹔他更要為辦
的重罪。
告解的信友祈禱，為他做補贖，把他托付給
主教和神父都可聽告解。
天主無限仁慈的眷顧之下。
1461 主教是宗徒的繼承人﹔神父是主教的助 怎樣守聽告解的秘密？
理。既然耶穌把「和好的職務」委托給了宗
最後，談到聽告解的司鐸當保守的秘密。對
徒，主教和神父是當繼續執行這項職務。事
於這點，天主教法典上規定說︰

「聽告解司鐸直接泄漏告解秘密者，處保留
於宗座的自科絕罰，間接泄漏之者，按其罪
過之輕重處罰之。」
《天主教教理》闡述說︰
1467 聽告解是一樁敏感而偉大的職務。為了
保護對辦告解者的人權應有的尊重，教會宣
告任何聽告解的司鐸對辦告解所告明的罪，
有絕對保守秘密的責任，違者予以極其嚴重
的處罰。連辦告解者在告明中講到的生活經
歷，聽告解的司鐸也不許將它告知別人。這
項在任何情形下必須保守的秘密，在教會中
稱做「聖事的緘默」。這意味著在告解聖事
中向司鐸告明的罪，好像放置在蓋上封印的
信封中的信一樣，是不會讓別人知道的。
內容要點
1495 只有從教會當局領受了聽告解許可的司
鐸，才能以基督的名義赦免罪過。
堂区事项：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pastoral@gmail.com
1. 潮语讲道:
讲题：六月的庆典
日期：6 月 16 日星期五
时间：晚上 8 时-9 时 30 分
地点：教堂餐厅
主讲：黄贵娟修女
2.初领圣体及坚振圣事
本堂约 90 名儿童将在 6 月 18 日，早上 11 时
弥撒初领圣体。60 名青年则将在 7 月 9 日领
坚振，并将在 6 月 15 至 19 日避静。请大家
继续为孩子们祈祷。

3.6 月 18 日基督圣体圣血节

下个主日是基督圣体圣血节，傍晚 5 时朝拜
圣体，弥撒 5 时 30 分，领圣体后有圣体游行，
接着有圣体降福。鼓励教友们踊跃参加。
4.2017/18 笫 25 届华语慕道班将于 7 月 6 日
（四），晚上 7:45-9:45 时开课。呼吁大家
鼓励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参加慕道课程。
新福传 -- 人人有责
联络：纪华 98384237。
5.建堂基金：
礼堂修建工程即将完成,我们还需要$75 万来
完成新的小教堂和整修礼堂，希望教友们能
继续捐款。
6.2017 年华语婚前辅导课程
8 月 6 日与 13 日（两个星期日）
时间 ：上午 9 时至傍晚 5 时
地点 ：圣母圣诞堂
1259 Upper Serangoon Road (534795)
报名 ：秀琼 9852 4047
Email: 2tempicture@gmail.com
丽碧 9878 2200
Email: vinnalim1961@yahoo.com
每日读经：
6 月 12 日星期一: 格后 1：1-7；玛 5：1-12
*6 月 13 日星期二: 格后 1：18-22；玛 5：
13-16
6 月 14 日星期三: 格后 3：4-11；玛 5：1719
6 月 15 日星期四: 格后 3：15-4：1,3-6；玛
5：20-26
6 月 16 日星期五: 格后 4：7-15；玛 5：2732
6 月 17 日星期六: 格后 5：14-21：玛 5：
33-37
6 月 18 日基督圣体圣血节:
读经一：申命纪 (8:2-3,14-16)-是他以你和
你的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
答唱咏：耶路撒冷,请你赞颂上主。
读经二: 圣伯多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
(10:16-17)-饼只有一个,我们虽多, 只有一
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
福音: 圣若望福音(6:51-59)-我的肉,是真实
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