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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神父:

李光兴神父
电话: 67600052
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堂区行政员: 电话: 67691608
电邮: sjcpastoral@outlook.com
堂区秘书: Maggie Chia
电邮:sjcbt.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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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 日
圣额我略一世（教宗、圣师）

3. 华文读经:
周一, 8 pm,
联络：杨纪华 98384237
4. 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 8 pm
联络：黄应兰 98180396
5. 华语成人慕道班
周四, 8 pm
联络：张玉莲 94524234

平日弥撒(英):
周一至周五: 6:30 am,6:30 pm
周六：6:30 pm
公共假日: 8 am

6. 潮语读经:
周六， 7 pm
联络：李亚南 83728261

圣体室开放时间：
平日:
7 am - 9:30 pm
周六/主日: 7 am - 7 pm
公共假日: 7 am - 4:30 pm

每周一圣

St. Gregory the Great

主日弥撒:
周六: (英) 5：30 pm
主日: (华) 7: 30 am
(英) 9 am,11 am, 5:30 pm

告解圣事：主日弥撒前 15 分钟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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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他当选为圣安德肋修院院长。
公元 590 年，罗马发生瘟疫，教宗不
幸染病身亡，众人一致推选额我略为教
宗。由于他喜爱过幽静的隐修生活，当
选教宗后，一再谦让，并准备秘密出
走。但是他的计划被众人及时发觉，大
家强拥他往圣伯多禄大堂，正式加冕，
就任了教会最高元首的职位。
接任教宗职位后，额我略立即整顿教
会纪律。他对弥撒讲道的职务，异常重
视，讲道的题材，都是以本日福音为

圣额我略于公元 540 年出生于罗马一

主。他常叮嘱教廷财产管理人善待佃农

个富有的家庭，青年时接受良好的教

下属及急需者。某年，罗马麦田歉收，

育，毕业后在政府机关供职；30 岁时

额我略下令购集大量粮食，存储仓内，

担任罗马总督的职位，他勤敏尽职，深

将全城贫民，造了名册，按时分发赈灾

得市民的爱载。额我略知道自己应献身

粮。教宗很注意向外教民族传教的事

为天主服务，决定将全部家产捐作善

业。他对英国展开的传教工作，获致辉

举，加入隐修士的行列，建立多间隐修

煌的成就。额我略为人谦逊，他虽是教

院，其中一间是将自己的住屋改成的。

会的最高领袖，却自称是天主“诸仆之

这间修院奉圣安德肋为主保。额我略圣

仆”。

德日进，教会授与他副祭的品位，并派
他担任驻东罗马帝国大使。公元 586

13 年的教宗生涯，严重地影响了
他的健康，额我略常患有胃病和风湿

病，但他始终不渝地处理公事，直至最

天主十诫第一诫的意涵，即“除天主

如此：人为了事业而牺牲子女，忽视

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偶像

后一分钟，鞠躬尽瘁。临死前，他的最

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参阅：出

他们，甚或不生育子女；爱美也要求

许下生命，但实际上却夺去生命。真

廿 3）。这意味著，我们只可恭敬天

人作出牺牲，有些人，有些女人为了

天主不索求生命，反而恩赐、赠予生

主，不可拜偶像。

化妆而花费了多少钱啊！。成名则要

命。真天主不提供我们一种对成就的

教宗阐明，拜偶像是把原非天主的一

求人牺牲自我、自己的纯贞和真

投射，而是教导爱。真天主不要求子

切予以神化。它“不仅指异教的虚假

实。”

编写著名圣歌多首，编撰圣歌集，重整

女，而是将祂的圣子赐予我们。偶像

崇拜”，也“对信仰常是一个恒常的

“金钱窃取人的生命，享乐带来孤

把假设投向未来，却漠视当下；真天

圣教音乐。他是拉丁教会的第四位圣

诱惑”（《天主教教理》2113 条）。

独。经济结构为获得更多的利润而牺

主教导我们活在每日具体的生活中，

师，也是一位著名的讲道家、伦理学

教宗解释道，崇拜偶像首先与那“倾

牲人的生活。我们想到有多少人没有

让我们今天和明天，乃至今后都朝向

家。圣教会称他为“大额我略”，因为

向于成为一种迷恋和执念的憧憬”有

工作。为什么？因为有时那个企业的

未来行走。

关。“偶像实际上是将自己投射到物

雇主决定辞退员工，希望借此赚取更

件或计划中。例如，这种动态经常用

多的钱。这就是金钱偶像在作怪。”

于广告：我看到的不是物件本身，而

“崇拜这偶像的人活在虚伪中，言论

是在那汽车、那智能手机、那个角

和行为都是别人所期望的，因为那让

色，或其它事物中感觉到自我实现和

自己成名的偶像迫使他这样做。尽管

回应我基本需求的途径”。

赢利增加了，生活却被摧毁，家庭受

教宗的话

“我寻求这途径，谈论它并思索它；

到摧残，青年沉溺于摧毁性模式的魔

为了爱需要摆脱偶像的束缚

那拥有这物件或实现这计划，以及获

掌中。此外，吸毒也是一种偶像。多

教宗方济各在暑期暂停周三公开接见

得这地位的念头似乎是一种能获得幸

少青年崇拜这吸毒的偶像，却损害了

活动后，今天予以恢复。他在要理讲

福的美妙途径，一座能抵达上天的塔

健康，甚至摧残了生命。”

授中解释天主十诫第一诫，指出世俗

（参阅：创十一 1-9）。于是，我们

教宗最后谈到崇拜偶像的第三个、也

提供偶像的“超市”，这些偶像可能

让一切都为那个目标运作。”

是最悲惨的阶段，指出偶像奴役人，

是物件、形像、念头及角色。

拜偶像的第二个阶段具有摧毁性，因

向人承诺幸福的生活，却不予以兑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8 月 1

为偶像需要一种祭礼。我们叩拜这些

现。“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那个事物

日上午在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

偶像，牺牲一切。教宗说：“在远古

或那个憧憬中，陷入自我摧毁的漩涡

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教宗解释

时代是用人来祭献偶像的，但今天也

内，期待一种从未实现的结果”。

后一件事是送一件厚大衣给一位贫苦的
主教。
圣额我略作出的重要贡献还包括：

他在事业、功德、学问方面，都出人头
地。
“工作能考证爱。哪里有爱，哪里
便能成就大事。” (圣额我略一世)

堂区事项与活动
==============

保持警惕

本堂接到通知有位妇女在附近以
代表圣若瑟堂筹款向人募捐。
请大家注意，本堂没有批准或委
任任何人为教堂筹款。 如果你遇
到这个女人，请向警察报告，以
便保护他人受害。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圣文生善会

该会 8 月收支如下

讲员：黄贵娟修女

每月收捐: 14,313

日期: 9 月 13 日（星期四）

善款分发：9,327
圣若瑟敬礼
9 月 5 日星期三晚上 8 点，当天 6
点半没有弥撒
～～～～～～～～～～～～～～
圣时及朝拜圣体
9 月 7 日星期五晚上 8 点

时间: 8 pm – 9:30 pm

为了庆祝 9 月 8 日圣母的生日，圣
母军今天以爱心奉献的方式售卖玫
瑰花，收到的献款将捐给教堂。
～～～～～～～～～～～～～～～
英语圣母军也将在 9 月 8 星期六
黄昏弥撒后在玫瑰经苑念诵玫瑰经

2018/2019 华语慕道班
每个星期四 7.45pm
继续欢迎问道的朋友们参与

潮珸讲座
讲题：圣人与我们的生活

巴士：7.30pm 从武吉柑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