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若瑟教堂
62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电话: 67691666
传真: 67627136
电邮: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本堂神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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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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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怀孕妈妈:
每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弥撒

婴孩洗礼:
双月的第一个主日
圣体室及礼堂暂时关闭：
从 6 月 19 日至 12 月初暂时关闭以便
进行修建

圣召祈祷：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华）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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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华语圣母军：主日早上 8:45
2.神圣慈悲敬礼:
华语 - 主日早上 9:30
英语 - 周五晚上 8:00
3.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晚 8 时
联络 ：黄应兰 98180396
4. 华文读经: 周三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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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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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玫瑰经(英)：周日弥撒前及圣母赡礼
节日在教堂内
每月 13 日及第一个周六黄昏弥撒后
在玫瑰经苑
7.圣时及朝拜圣体(英):
每月第一个周五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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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日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都做了，现在我可以离开这里了。’不，
他没有这样做。”
答唱咏：(咏:22)-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 然後，这个肋未人又扶受伤的人骑上自己
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
到悠远的时日!
第二天，他要离开客店去办自己的事，遂
取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请他看护这个受
圣言：我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
伤的人，并且对他说，要是费用超过“这
切。(斐 4：13）
两个银钱”，等他回来时必要补还。
教宗表明，这就是“基督的奥迹”。基督
只有帮助近人解除忧苦，才能明白耶稣的
“甘为仆役，自谦自卑，且为我们受死”。
奥迹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10 月 9 日 耶稣“没有从我们这些受伤且要死的人旁
边走过去，而是来到我们跟前，照料我们，
在圣玛尔大之家主持的清晨弥撒中指出，
继续不断地为我们付出”，“祂在第二次
我们要像慈善的撒玛黎雅人那样照顾受伤
来临时，还会再付出”。
的人，效法基督，为需要帮助的人解除忧
耶稣以这个奥迹回答了想试探祂的法学士，
苦，而不是如同司祭和肋未人那样，从旁
邀请他也照样做。教宗告诫道，这个比喻
边走过去。
“不是一个童话，而是耶稣基督的奥迹”。
当天的福音记述有一个法学士有意试探耶
“透过这个比喻，我们将会更深入广泛地
稣，询问耶稣“怎样才能获得永生”。耶
理解耶稣基督的奥迹。法学士满面羞愧地
稣让这个法学士说出爱天主和爱近人的诫
默默离去，没有理解。他没有理解基督的
命，但“耶稣也给他设下小圈套”，让他
奥迹，如果他理解那能让我们明白基督奥
继续询问耶稣，谁是他的近人。於是，耶
迹的人性原则，便会知道：一个人只有在
稣讲了慈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路十 25帮助另一个人解除忧苦的情况下，才能从
37）。
教宗强调，在这个比喻中有 6 个“角色”： 高处往下看这个人。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他就走在好的旅程上，在朝向耶稣的正确
强盗、被打得半死半活的人、司祭、肋未
道路上行走。”
人、店主，以及一个不属於犹太子民的撒
教宗邀请每个人反躬自问，省思：“我会
玛黎雅人。耶稣常用“更为高超”的方式
怎麽做？我会是强盗、骗子、堕落的人吗？
回答别人的问题，这一次祂藉着一个比喻
我会是一个观望的司祭，从旁观望，然後
来解释自己的奥迹。
走过去吗？我会是一个同样也走过去的天
教宗接着描述人们经常持有的一种态度。
主教领导人吗？或者，我是一个罪人，一
强盗高兴地离开了那里，因为他们从这人
个因自己的罪该当受谴责的人？”
身上抢走了“许多好东西”，根本不理会
“我会走向需要帮助的人，做他的近人，
他的死活。司祭“本该是个天主的人”，
照顾他吗？面对每天遇到的许多创伤，许
肋未人则是个懂得法律的人，但他们都从
这个受伤、几乎濒临死亡的人旁边走过去。 多受伤的人，我该怎样做？我会像耶稣那
样做吗？我会成为仆役吗？”
教宗说：“这在我们当中是一种非常普遍
教宗最後勉励道，这个比喻彰显出耶稣基
的态度：看到一个灾难，一件不好的事，
督的奥迹。祂来到我们众人当中，治癒我
就绕道而过。然後，我们就从报纸上閲读
们，为我们牺牲性命。我们要重复诵读这
这个有点被描绘为丑闻或引起轰动的消
段福音，这对我们会大有助益。
息。”
“相反地，这个路过的撒玛黎雅人却‘一
看见伤者就动了怜悯的心，遂上前，在他
的伤处注上油与酒，包紮好’。他没有把
这个受伤的人遗弃在那里，说‘我该做的

天主教要理: 卷二 基督信徒的慶典
54. 天主計划中的婚姻之一

婚姻是教會七件聖事之一。天主教法典對
會議所說的，這是「因為個人、社會、教
這聖事作出下面 這個定義︰
會的幸福都和健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緊相
1601 婚姻是男女雙方藉以締結為終身伴侶 連接。」
的盟誓﹔其目的是夫妻的幸福和生育并教
什麼是婚姻原有的基本永恆的共同點呢？
養子女。兩位領洗者之間的婚姻被主基督
《天主教教理》的回答是︰婚姻的本質是
提升為聖事。
夫妻的幸福和子女的生養和教育。
《天主教教理》在卷二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1604 為了愛人而創造了人的天主，也要求
七條講論婚姻聖事。 這條的內容包括六點， 人知道愛。愛是每一個人的天性。天主是
標題是︰一、天主計划中的婚姻，二、婚
愛。他依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他創造
姻的禮儀慶典，三、婚姻雙方的同意，四、 了男人和女人、男女的相愛正是回應天主
婚姻聖事的效果，五、婚姻聖事的益處，
愛人的愛。這絕對的、始終不渝的愛。在
六、家庭教會。六點中 的第一點篇幅最廣， 天主眼中，這是好的，很好的。天主祝福
其內容又分五點，標題是︰1.受造界中的
男女的相愛，使他們生育子女，統治大自
婚姻，2.罪惡統治下的婚姻，3.法律教誨
然。天主說︰「你們 要生育繁殖，充滿大
下的婚姻，4.在主內的婚姻，5.為天國而
地，治理它。」
守貞。在今天這個節目里，我們只介紹其
婚姻不可拆散
中三點，那就是︰受造界中的婚姻，罪惡
1605 男女生來要互為伴侶。聖經上這樣說
統治下的婚姻，和法律教誨下的婚姻。
過，「人單獨不好」。聖經稱女人為男人
天主計划中的婚姻
的「親骨肉」，就是說同他相配，同他親
1602 聖經一開始就講述天主怎樣照自己的 近，更代表天主來幫助他的。為此，聖經
肖像創造了一男一女，又以羔羊的婚宴的
又說︰「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
奇異景象作全書的結束。這樣，從起頭到
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耶 穌曾親自給
末了，聖經講述了婚姻和它的奧秘︰講述
我們解釋了這句話的意思說︰「這樣，他
它的建立與天主給它的意義，它的來源和
們不是兩個，而是一個了，凡天主所結合
目的，它在救恩史上的種種實現，它由於
的，人不可拆散。」
罪惡而產生的種種困難，以及它在「主
內」，在基 督和教會之間的新的盟約中的 堂区事项：
復興更生。
堂讯负责人，邮址:
sjcbt.yvonnechen@gmail.com
受造界中的婚姻
喜愛婚姻出於男女的天性。所以，婚姻不
是純粹的人為制度。 為此，各地的風俗盡 1.十月玫瑰月:
十月主日早上 7 点正华语圣母军将以潮语
管不同，婚姻制度在基本上是相仿的。
及华语带领教友在玫瑰经苑一起颂念玟瑰
天主教教理肯定婚姻的普遍性。
1603 透過婚姻這盟約，男女在愛中的親密 经,欢迎大家参加。
結合，共同生活，這是造物主所建立，并
2.华语慕道班：
受其規律所約束的。天主是婚姻的創立
每个星期四，晚上 7:45-9:45 时
者。」喜愛婚姻出於男女天性。所以婚姻
不是一種純粹的人為制度。時代的變遷和
3. 潮语讲座(五):
不同的文化背景、社會結構、以及宗教觀
日期：10 月 20 日（五 ）
念，固然給它帶來了分歧，我們依然可以
在分歧之下，認出它的基本永恆的共同點。 时间：晚上 8 时-9 时 30 分
地点：教堂餐厅
婚姻的庄嚴雖然不是在任何地區一樣地明
主讲：黄贵娟修女
顯易見，但是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有一種
把婚姻看得很崇高的趨向。正如梵二大公

4.玫瑰念珠小包包：可在教堂入口处购买

至今年 8 月已收到$479,487.30 捐款,希望
教友们能继续给以支持慷慨捐献。
11. 第三次教友学习天
主题：“我是基督的门徒吗？”
日期／时间：10 月 22 日，2pm-6pm
地点：天使之后堂礼
请向文端 90016516/惠瑄 96772709/华琳
94699066 报名。

5.CHARIS 新加坡明
爱灾难及人道救援基
金会年度筹款呼吁：
为善最乐，请别忘了
拿呼吁传单/信封，
将支票放入捐款信封
投入捐款箱。您的捐
款将能帮助难民重建
家园。谢谢大家的爱
心与支持。

12.2017 年四教区讲习会
2017 年四教区讲习会将由槟城教区举办，
日期从 11 月 30 日 5.30pm 至 12 月 3 日
2pm，住宿及讲习会地点是在槟城大山脚圣
亚纳堂。此讲习会 主讲者是王春新神父，
主题“充满望德的使徒”。教委将电邮报
名详情给各堂区

每日读经：
10 月 16 星期一: 罗一：1-7；路十一：
29-32
6.天使之后堂圣傅天娜瞻礼 10 月 18 日
10 月 17 日星期二: 罗一:16-25；路十一：
要乘巴士去参加瞻礼的教友请和李亚南兄
37-41
弟联络
*10 月 18 日星期三（圣路加）: 弟后四：
10-17；路十：1-9
7.诸圣节弥撒时间：
10 月 19 日星期四: 罗三:21-30；路十一：
诸圣节前夕星期一 10 月 31 日：晚上 8 时， 47-54
傍晚 6 时 30 分没有弥撒
10 月 20 日星期五: 罗四:1-8；路十二：
诸圣节当天 11 月 1 日星期三：早上 6 时
1-7
30 分，晚上 6 时及 8 时
10 月 21 日星期六：罗四: 13,16-18；路
十二：8-12
8.11 月 2 日星期四追思已亡日：
早上 6 时 30 分，傍晚 6 时 30 分，弥撒后
10 月 22 日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有到骨灰安置所撒圣水和降福礼仪。
读经一：依撤意亚先知书(45:1,4-6)-我牵
9.书籍展卖会
保禄孝女会将于下个主日天
到本堂售卖圣物及有关信仰
的书籍。
10.建堂基金：
礼堂修建工程即将完成,我们还需要
$750,000 来完成新的小教堂和整修礼堂，

着居鲁士的右手，使他蹂躏他面前的列国。
答唱咏：(咏:95)-请将能力与光荣，扫于
上主!
读经二: 圣保禄宗徒致撒洛尼人前书(1:15)-我们常记念你们因信德所作的工作，因
爱德所受的劳苦，因望德所有的坚忍。
福音: 圣玛窦福音(22:15-21)-凯撒的,就
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