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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兴神父
电话: 67600052
助理神父: 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堂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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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 6:30 am
公共假日: 8 am

圣体室时间表：
平日：
7 am – 9:30 pm
周六/主日： 7 am – 7 pm
公共假日： 7 am – 4:30 pm

堂区组织活动，欢迎众人参与
1. 华语圣母军
主日,8:45 am
2. 华语神圣慈悲敬礼
主日,9:30 am

7 月 22 日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道破。接着，他对那罪妇说：“你的

每周一圣
7 月 22 日
圣玛利亚·玛达肋纳（圣女）
St. Mary Magdalene

玛利亚拿着一玉瓶珍贵的香液进

耶稣却说：“…她提前傅抹了我的身
体，是为了我的安葬。我实在告诉
你们：将来福音传到全世界不论什
么地方，都要述说她所做的事，来
纪念她。”
玛利亚•玛达肋纳生于犹太的伯大

6. 潮语圣若瑟敬礼及炼灵祈祷
每月第一个星期三，
晚上 8 点圣若瑟敬礼弥撒后

在伯大尼癞病人西满家里坐席时，

有些人看了颇不满意，议论纷纷。

4. 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 8 pm
联络：黄应兰 98180396

6. 潮语读经
周六,7 pm
联络：李亚南 83728261

安安地回去吧。”再有一回，当耶稣

来。把玉瓶打破了倒在耶稣头上。

3. 华文读经
周一,8 pm
联络：杨纪华 98384237

5. 成人慕道班
周四,7:45 pm
联络：张玉莲 94524234

罪都赦了，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平

圣师金口若望说：

“你们大家

尼，是拉匝禄和玛尔大的妹妹。长

请看：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

大后，生活放荡浪漫，有“罪妇”之

听到大家歌颂她的话。”无论在波

称。她聆听了耶稣的教训，痛改前

斯、在印度、在英伦三岛，玛达肋

非，悔罪与爱主之情，油然勃发。

纳的佳事，到处流传。耶稣圣身高

有一天，一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去吃

悬十字架上，有几位妇女站在下

饭；入席时，玛利亚•玛达肋纳进

面，其中有玛利亚•玛达肋纳。耶稣

来，跪在耶稣面前，泪流满面，用

圣身光荣复活时，首先显现给玛达

眼泪洗洁耶稣的圣足，再用自己的

肋纳。

头发揩拭和香油敷抹。这引起请耶

根据东方的传说，圣神降临
后，玛达肋纳随圣母玛利亚和圣若
望宗徒到厄弗所。她死在厄弗所。
但根据另一种传说，玛达肋纳和拉
匝禄、玛尔大等同往法国普望斯传
教，晚年在圣巴美山岩洞隐修。

稣吃饭的法利塞人心里很不满意，
耶稣早已了然法利塞人的心。便借
用“两人同向一个债主借债”的譬
喻，把法利塞人心头的秘密，一语

教宗的话

我们要彼此相爱和宽恕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6 月
21 日在日内瓦访问世界基督教协
会时，在会展中心为信众主持了一
台弥撒圣祭。教宗在弥撒讲道中，
以《天主经》为主轴，提出三个把
我们带到信仰核心的关键词：即天
父、食粮和宽恕。教宗解释说，
“‘天父’一词是开启天主的心的钥
匙”。耶稣是“日用粮，是生活的基
本食粮”。
首先，天主是父亲。教宗表示，只
有说天父时，“我们是以‘基督徒的
言语’祈祷，以‘基督徒’的身份祈
祷”。“我们的天父”是“生命的公
式”，它揭示了我们的身份，我们
是“天主心爱的子女”。这公式能解
决孤寂的原理，并给我们指出该当
做什麽：即“爱天主，我们的天
父，以及他人，我们的弟兄姐
妹”。教宗说，《天主经》是我们
和教会的祈祷，给我们提供灵性生
活的标记。每当我们在一天的开始
和任何重要活动之前划十字圣号，
每一次当我们说‘我们的天父’时，
我们将再次回归我们的根源。我们
要不厌其烦地说我们的天父”。
耶稣是日用粮。教宗说，“如果祂
不是我们生命中的食粮，每日生活

的中心，日常生活的气息，一切都
是徒劳”。不幸的是，“我们的很多
弟兄姐妹缺少这食粮。“谁若是在
食物上投机倒把，他就有祸了！食
物是日常生活的基础，人人都应该
得到食物”。在一个很多人认为“生
活变得如此复杂”的社会中，我们
需要选择一个简朴的生活，摆脱不
必要的牵绊。
教宗说：“让我们选择简朴‘食粮’，
重新发现静默和祈祷的勇气，一个
真正属人生活的酵母。让我们选择
以人为主，好使人际关系，而不是
虚拟的关系得以发展。我小的时
候，在家里，如果有面包掉在地
上，家人会让我把它捡起来，亲吻
它。所以，我们要珍惜每天所拥有
的一切，并守护它。不要用了就丢
掉，但是要珍惜和保护”。
教宗最後提到宽恕。他说，宽恕很
难，但是“上主却认为我们的宽恕
是一份恩典”。在《天主经》中，
关於宽恕，耶稣说：“你们若宽免
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
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
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
犯”。宽恕使人更新，能创造奇
迹，在基督信仰历史上能看到这一
切。

教宗说，“我们要彼此宽恕，在数
世纪的争吵後，我们重现发现我们
是弟兄，这对我们是多大的益处
啊！天父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和真心
宽恕时，祂非常喜悦。然後，祂将
圣神赐予我们。让我们恳求这样的
恩宠：不要让我们僵硬的心封闭起
来，总是要求别人这样那样，而是
让我们自己在祈祷中、在弟兄友爱
般的相遇和具体的爱德服务中先迈
出第一步。如此，我们将会更相似
天父，祂不计个人利益去爱，将合
一的圣神倾注在我们身上”。

本周第二次收捐
教堂维修及运作基金

2018/2019 华语慕道班
每个星期四晚上 8 点

晚餐厅修女
（CENACLE SISTERS）
感谢本堂教友的热心及慷慨捐献，
她们上个周末总共筹到

S$23,497.95

新电力分站施工
目前工程在进行中，为了您的安
全，通往 Chestnut Drive 的大门
将于平日上午 7 点半至下午 6 点
关闭。
周末照常开放。

婴孩洗礼
10 月 7 日主日
登记截至日期 8 月 19 日
父母/代父母领洗前讲座
9 月 2 日和 30 日
报名表格可到教堂网页
www.stjoseph-bt.org.sg 下载
有关详情可打电话 67691666
查问。

2018 年粵语避靜
主题: “你们都到我跟前来”
日期：8 月 9 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禄圣堂
玫瑰经；敬拜赞美；见证；
治愈；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