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瑟教堂
圣召祈祷：
620 Upper Bukit Timah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华）
Road, Singapore 678116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时
电话: 67691666/67691608
传真: 67627136
第二次收捐: 每月的
电邮: sjcpastoral@outlook.com
第一主日：圣文生善会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第三主日：天主教基金
第四主日：教堂维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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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好(告解) 圣事：主日 弥撒前
15 分钟
祝福怀孕妈妈:
每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弥撒
婴孩洗礼:
请注意堂区通告
圣体室开放时间：
周日早上 7 时至晚上 9 时 30 分
周六/主日早上 7 时至晚上 7 时
公共假日早上 7 时至下午 4 时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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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8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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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8 日四旬期第一主日

到。心志薄弱是一段缓慢的过程，逐
渐偏离正途。撒罗满沉醉在他的荣耀
和声望里，开始走上这条路，最终腐
答唱咏：(咏:24)-上主,持守你盟约
败了：他悄无声息地陷入腐败，因为
的人，你一切行径, 常是慈爱和忠
他的心志变薄弱了」。
诚。
「心志薄弱的男女是被击溃的人。这
圣言：赖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 是许多基督徒、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过
并不是涤除肉体的污秽，而是向天主 程」。我们或许会说：「我没有犯大
罪。」但教宗要求我们反省：「你的
要求一纯洁的良心。(伯前 3：21）
心志状态如何？它是否坚强，忠於上
主？或者，你正缓慢地偏离正途？」
罪人可能成圣，腐败者却不然
（梵蒂冈电台讯）达味王曾经是罪人， 心志薄弱的悲剧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
後来却成了圣人；伟大的撒罗满王富 个人的生活中。那麽，我们该怎麽做
有智慧，却遭到上主抛弃，因为他腐 呢？教宗答道：「警醒！你要对自己
败了。教宗方济各 2 月 8 日在圣玛尔 的心保持警醒，每天警觉到内心所发
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指出这个明显的 生的事。」教宗最後总结道：「达味
是个圣人。虽然他曾经是罪人，但罪
矛盾。当天礼仪的第一篇读经选自
《列王纪上》，论及撒罗满王没有遵 人可能成为圣人。撒罗满遭到抛弃，
因为他腐败了。腐败者不可能成圣。
守上主的盟约（十一 4-13）。教宗
对此评论道：「我们感到有点奇怪， 心志薄弱之路通往腐败。我们要警醒，
撒罗满的心已不像他父亲达味的心， 每天对内心保持警醒。我的心志、我
与上主的关系状态如何。我们也要品
全属於上主他的天主。」
我们之所以感到奇怪，是因为我们不 嚐忠信的美与喜乐。」
知道撒罗满究竟犯了什麽大罪，他向
来处事公道；反观达味，我们都晓得 圣人 2 月 22 日
他有过一段艰辛的岁月，是个罪人。 建立圣伯多禄宗座
然而，达味成了圣人，人们却说撒罗 Chair of St. Peter
满的心「偏离了上主」。当撒罗满祈 2 月 22 日是教会纪念
求上主赐予统治的智慧，而非财富时， 圣伯多禄建立圣座的
上主还赞许过他。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纪念日。这个节日在
教宗解释道，这是因为每当达味知道 揭示上主委托给宗徒
自己犯错，都会乞求宽恕；而撒罗满 之长，坚固并领导教
纵然得到全世界的赞美，连舍巴女王 会在信仰中合一的特殊职务。这个职
都想要一睹他的风采，但他远离了上 务就是罗马的主教蒙召，为全体基督
信徒所做的那项独特的服务。这是不
主，崇拜别的神只，却不自知。
教宗指出，「这里就是心志薄弱的问 可或缺的使命，这个使命不依附人性
题。当心志开始变得薄弱时，不像罪 的特点，而是以教会团体的基石——
的情况那样：你犯了罪就能立刻察觉 基督为基础。我们每位基督的门徒，

尽管生活在多彩多姿的文化、语言和
传统中,但我们在信仰上始终保持一
致，宣认由宗徒传下来的信德的真理。
普世教会庆祝圣伯多禄宗徒在罗马建
立宗座的节日。这节日的特征在凸显
罗马主教的使命职责是基督众门徒合
一的标记。基督托付给圣伯多禄宗徒
的特殊任务，其宗旨在为教会的合一
服务。耶稣曾给伯多禄说：“你是磐
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伯多禄的
使命不可或缺，这个使命是基督白白
的恩赐。基督曾答应为伯多禄向天父
祈祷，不使伯多禄失落信德。伯多禄
虽然有罪又软弱，但是基督仍然拣
选他和他的继承人，来肩负这崇高的
使命。伯多禄的软弱显示了人的有限
性，需要建立在天主无限的恩宠之上。
伯多禄在教会内，基督赐予他伟大而
奇妙的权利。耶稣在世时曾问及宗徒
们：“我是 谁？”伯多禄首先承认:
“耶稣是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对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
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你是伯多禄，
意即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
的教会（立伯多禄为宗座）：阴间的
门决不能战胜她。” 耶稣是在说：
我要在这坚固的基础上建立一座永久
的宫殿。并赐予伯多禄宗座特权：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
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
上也要被释放”。
堂区事项：

圣若瑟堂
李神父和张神父恭祝所有堂区朋友
们及您们的家人亲友：
新年快乐
主恩满盈

今天由于是是新年期间，暂时没
有提供早餐和巴士服务。不便之
处，请大家谅解。

四旬期拜苦路（每个星期五）

潮语：
傍晚 6 点半，室外苦路
英语：
傍晚 7 点半，在教堂内；随后 8 点
英文弥撒。
（当天没有傍晚 6 点半的平日弥
撒）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为教区献礼（GIFT）基金捐款

欢迎大家朝拜圣体

开放时间：
平日：早 7 点至晚 9 点半
周六/主日：早 7 点至晚 7 点
公共假日：早 7 点至下午 4 点半
欢迎两位修生到本堂实习一年
 何修士（Simon Ho），神学一年
级，教区大修院
 Peter Aiden 修士，神学毕业班，
方济小兄弟会
2018 年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主题：悔改/重建/归回
地点：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时间：晚上 7.45：拜苦路，弥撒
第一晚 2 月 21 日
主祭：萧永伦神父
第二晚 2 月 28 日
主祭：陈宾山神父
第三晚 3 月 7 日
主祭：蔡汉坤神父
第四晚 3 月 14 日
主祭：张思谦神父
第五晚：3 月 21 日
主祭：黄财龙神父

华语慕道班
每个星期四，晚上 7:45-9:45 时
学习潮语炼灵经
每个星期四晚上 8 时，教堂食堂。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参与。
下个主日第二次收捐：
教堂维修及运作基金
婴儿洗礼:

4 月 1 日中午 12 时 30 分，
登记今天截止。
登记表格：www.stjoseph-bt.org.sg

华语皈依体验避静（CERM）
日期：2018 年 5 月 23-27 日
主持：吴总主教（英语讲座，华语翻
译）
地点：天主教灵修中心（CSC）
1261 Upper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534796
对象：参加华语弥撒/团体的教友
报名抽签：2018 年 3 月 3 日，上午 9
点半开门，10 点关门
抽签地点：天主教灵修中心，
St.Peter Hall
每人仅限一个抽签名额，亲自抽签或
请人代替。
报名费：新币 200 元
报名表格：www.csctr.net 或
www.cams.org.sg 下载
联办：天主教灵修中心/教委灵修组
询问：玉英 96162484/玫华
92708472

2018 年华文婚前辅导
日期：2018 年 3 月 4/11 日
时间：9am-5pm
地点：圣母圣诞堂 （后港)
报名费：新币 100 元
主办：教委家庭组
询问：丽碧 98782200/ 秀琼 98524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