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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区组织活动，欢迎众人参与

华语圣母军
主日,8:45 am

本堂神父: 李光兴神父
电话: 67600052

2. 华语神圣慈悲敬礼
主日,9:30 am

助理神父: 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3. 华文读经
周一,8 pm
联络：杨纪华 9838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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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 8 pm
联络：黄应兰 98180396
5. 成人慕道班
周四,7:45 pm
联络：张玉莲 94524234
6. 潮语读经
周六,7 pm
联络：李亚南 8372826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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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
(7 月 29 日)
每周一圣
圣玛尔大（圣女）
St. Martha
(7 月 29 日)

圣玛尔大是玛利亚．玛达肋纳与拉
匝禄的姐姐。福音中记录耶稣三次
到访玛尔大家，分别是在：
（路十: 38-42）玛尔大在家中热情
地款待耶稣与祂的门徒的到访，为
了服务众人而过于专注于好客、慷
慨、琐事之中。但是当她发现妹妹
玛利亚竟忘了自己是主人，未尽地
主之谊，只是坐在耶稣的身旁听客
人说话，就转而求助于耶稣。耶稣
便借此机会提醒她：为当下，“聆听”
才是真正重要的。而这正是她妹妹
玛利亚所做的事。
（若十一：1-53），玛尔大正与屋
子里的吊丧者哀哭自己弟兄拉匝禄
的死亡。但是，当她一听到耶稣已
来到她们的小镇时，她便立即起身
往耶稣奔去。显示出了自己的卓越

信德与勇气；在与耶稣的对话中，
清楚地表达了对耶稣复活权能的信
赖；耶稣告诉她说：“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接着便前去复活已死
的拉匝禄了。
（若十二：1-9），耶稣回到伯达尼
与好友共享餐宴。若望福音里描述
三位人物：拉匝禄从死者中复活
后，曾造成该城的一阵骚动；玛利
亚在晚餐时，则将昂贵的香液傅抹
在耶稣的身上，也是轰轰烈烈；但
是，对玛尔大的描述，却极其简
单：“玛尔大伺候。”
圣玛尔大不是聚光灯的焦点，也从
未做吸引众人目光之事，更未领受
过神迹奇事，她所愿意做的，只是
单纯地为耶稣服务。耶稣却也同样
素爱玛尔大及她的妹妹和拉匝禄。
相传玛尔大和她的妹妹玛达肋纳
往后一同前往法国南部传教。她是
厨师、仆人的主保。

教宗的话
专制始於诽谤
你若想摧毁一个机构或一个人，就
会开始用语言攻击对方。你利用了
丑闻在传播中的诱惑力。教宗方济
各 6 月 18 日围绕“诽谤的传播”展
开他的弥撒讲道。

教宗的省思源自当天第一篇读经中
纳波特的事迹（列上廿一 1b16）。撒玛黎雅王阿哈布想要纳波
特的葡萄园，愿意出钱购买。然
而，那土地是纳波特祖先留下的遗
产，因此他拒绝出售。阿哈布“非
常任性”，像小孩子得不到他想要
的东西时那样，开始哭闹。後来，
他听从了妻子依则贝耳的残酷建
议，作伪证指控并杀害纳波特，并
占有了他的葡萄园。教宗指出，纳
波特是“忠於遗产的殉道者”。这葡
萄园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这
不仅是葡萄园的遗产，更是“心灵
的遗产”。
教宗指出，纳波特的事迹也代表了
耶稣的事迹、圣斯德望及所有殉道
者的事迹，他们被诽谤而定罪。这
也代表了许多人，如“许多国家元
首或政府首脑”被起诉的方式。从
一个谎言开始，“之後利用诽谤来
摧毁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最终给
予审判和定罪。
教宗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
样”。如果你想摧毁一个人，“就会
从传播开始：说坏话，诽谤，制造
丑闻”。
“传播丑闻拥有巨大诱惑力”。好消
息不具备诱惑力，人们听完好消息
後，事件就会过去。丑闻则不然，

舆论会没完没了，直到“那个人、
那个机构、那个国家最终被毁
灭”。
在这个意义上，圣斯德望的事迹堪
称典范，他以长篇演讲来扞卫自
己，但那些指控他的人更愿意用石
头砸死他，而不是听真话。“这真
是人类贪婪的悲剧”。事实上，很
多人被恶意传播所毁灭。
教宗说：“许多人、许多国家因恶
意和诽谤的独裁而毁灭。例如，我
们想到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我们
想到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遭受
传播诽谤，最终死在奥施维茨集中
营，因为他们不配活下去。这真是
恐怖，但它也发生在今天，发生在
小社团、个人和国家身上。第一步
是将传播媒体据为己有，然後是破
坏、审判，最後置对方於死地。”
教宗最後勉励说，让我们重读《列
王记上》第二十一章中纳波特的事
迹，想一想“许许多多被摧毁的
人，被摧毁的国家，以及戴着‘白
手套’的独裁政权”。

圣若瑟敬礼弥撒
8 月 1 日星期三晚上 8 点，
当天没有 6：30 的傍晚弥撒

华语慕道班

我们计划在 8 月开始“路加福音”的

每个星期四晚上 8 点
已经开课，欢迎继续报名

研读。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以天主
圣言为我们生命的明灯与力量。

守圣时

2018 年粵语避靜

8 月 3 日星期五晚上 8 点

主题: “你们都到我跟前来”
日期：8 月 9 日(星期四)

祝 圣
（圣若瑟家庭主保小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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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 早上 10点
吴总主教将会莅临圣若瑟堂，举行
弥撒圣祭，祝圣
新建的小堂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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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磐石圣经研读

9 月 2 日和 30 日
报名表格可到教堂网页

堂区举行的首届“小磐石圣经研读”

www.stjoseph-bt.org.sg 下载

玫瑰经系列，有 55 位兄弟姐妹顺

有关详情可打电话 67691666

利完成。

查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