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的话  

基督是活水和救恩的泉源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信德之光使人

脱离罪过，烧毁人心中的罪恶。四旬

期第四主日福音（若 9：1-41）中的胎

生瞎子：一旦获得视力，立刻照亮自

己和他人的生命。 

耶稣乃世界之光；胎生瞎子经过一段

心灵转化的旅程后，不仅恢复视力，

精神上也获得照耀，从而相信人子。

耶稣行奇迹不是为了引人注目，而是

为了皈依人心。唯有如此，信德才能

得以更新。不信奇迹的法利塞人咄咄

逼人地追问，胎生瞎子却如实回答，

令他们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双眼复

明的胎生瞎子靠著直觉发现默西亚的

真实身份。但愿我们也能拥有这种经

验！藉著信德之光，使一度瞎眼的人

发现他的新身份，成了新造的人，能

在新的光芒中看见自己的生命和周遭

的世界，因为他进入了与基督的共融，

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他不再是个遭团

体排斥的乞丐，不再受到失明和偏见

的奴役。他的复明之路隐喻著我们蒙

召摆脱罪过的旅程。 

这是一段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旅途，强

调四旬期的深层涵义。罪过有如一层

黑纱，遮盖我们的脸庞，阻碍我们清

楚看见自己和世界。上主的宽恕揭开

这层阴暗又漆黑的面纱，重新赐给我

们新光。当前的四旬期是个珍贵良机， 

 

 

 

我们能在这段时期亲近上主，恳求祂

的慈悲。慈母教会向我们展示了祂慈

悲的各种形式。 

希望大家多多诵读《若望福音》第九

章，效法这位双眼和心灵终于复明的

胎生瞎子，跟他一样映射出基督之光，

闪闪发亮。这如同初期教会的基督徒

说的“月光的奥妙＂，因为月亮通过

反射太阳光，出现在天空中。 

领受光明仍有所不足，还需要成为光

芒。我们每个人蒙召接纳天主的光，

好能竭尽一生彰显这道光。今天，圣

保禄提醒我们：你们生活自然要像光

明之子一样。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

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弗 5：8-9）

在洗礼中，新生命的种子播撒在我们

内。它宛如火光，首先净化我们，烧

毁我们心中的罪恶，然后让我们能闪

耀发光。 

 
 

 

本堂神父：李光兴神父 

电话：67600052 
 

助理神父：张思谦蒙席 

电话：67604636 
 

助理神父：  

Fr Lourdusamy Prasanna 

电话：67691686 
 

堂区秘书：Maggie Chia 

电话：67691666 

sjcbt.secretariat@ 
catholic.org.sg 
 

行政员: Evelyn Lau  

电话：67691608 

sjcbt.admin@ 
catholic.org.sg 
 

2023 年 3 月 19 日 四旬期第四主日 

信仰知识问与答  

（摘自生命泉源－问问程神父） 

问： 

神父，既然祝圣了的物件不能做交易（买卖），而屋和

车一般会作买卖。那是否就不能称为祝圣屋或车而叫祝

福呢？ 

答： 

先不要在翻译的词句上纠缠，就将所有统称为祝圣吧。 

在神学上，祝圣的分类在于被圣之物。 

有些物件，本来就是为像徵天主或为教会礼仪而制造

的，如圣像、圣爵、祭衣、圣堂等；祝圣就是将它们从

俗世的用途中隔离，而从此只用作天主的用途。又有些

物件，本身可有其他用途，但祝圣后就变成了天主很特

殊的工具，再不用作其他用途了，如圣水、圣祭布、蜡

烛等。以上这些物件，既已被隔离，作为只为天主用途

的工具，所以不能卖，也不能随便毁坏或弃置； 

说到房屋车辆，它们不是圣物，不会只为天主的工作，

所以即使祝圣了，也只为使用的人和当中的空间，而并

非将物件本身隔离为天主的圣物。 

因此，圣了的房、车和地，可卖可毁。而新买的，之前

的主人可能圣过了，也可再圣。 

当然，若有人将后者叫‘祝福’，而上者叫‘祝圣’，

那也无妨。 

mailto:sjcbt.admin@%20catholi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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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七个阶段  

--- 江奇星神父（主徒会士）--                   

 

世俗的安慰只加剧他更多的空虚和厌

烦，迫使他必须回到灵魂深处去寻找

天主。但是，若想回到灵魂深处，他

又会发现，他的私欲偏情、毛病、人

格缺陷及软弱，一直拉扯他，使他没

有能力潜入灵魂深处去寻找天主。他

知道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回到灵魂深

处寻找天主，他需要天主的力量。他

苦苦哀求，求赐天上来的力量，但是

天主仿佛不见了，天主仿佛遗弃了他，

他好像变成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他的

灵修同伴也不了解他的窘境。他像悬

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上不了天，下不

了地，心灵陷入无尽的黑暗中，痛苦

地向天主哀呼：“我的天主，我的天

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玛二十七

46)这种困境、彷徨、难受和痛苦，任

何超拔结合者都会经历，直至他完满

的消失在天主内，在神化结合中平息

灵魂的骚动。 

 

八、灵魂渴望消失在天主内 

 

实在，对一个曾经体验天主本体美丽

的超拔者而言，我的这个“我”已经

不渴望存在人间；“我”只希望完全

消失在天主内；“我”并不渴望他人

能认识我；“我”只希望他人认为我

是个虚无。这种心灵状态，皆因为我

的心已经被天主偷去，已经不在人间。           

 

             …待续 

堂区消息  

大圣若瑟主保庆典  

日期：5 月 7 日（主日） 

摊位说明会 
日期：3 月 26 日（主日）及 

   4 月 16 日（主日） 

时间：1pm 

地点：＃02－01 课室 

           St Thomas Aquinas 

会议代表：至少一名代表 

     两次的说明会都必须出席 

申请表格：从 3 月 11 日起 

     请到堂区办公室索取 

 

四旬期北区忏悔礼  

3 月 20 日（一） 圣安东尼堂 8pm 

3 月 21 日（二） 君王堂 10.30am 
& 8pm 

 

2023 四旬期与主相约漫步  

堂区将举办“四旬期与主相约漫步”活

动。让参与者反思与主及邻人的关系。 

日期：3 月 25 日(周六上午)或 

   自行安排（四旬期间） 

地点：铁路走廊  

请扫描二维码报名 

https://tinyurl.com/2023sjwalk 
 

守圣时（主徒会）  
主礼：张伟刚神父（主徒会士）  

主题：从天使报喜 看你我领洗 

日期：3月 25 日(周六) 

时间：10am – 11am 

地点：小圣堂 

圣时后有茶聚 

 

四旬期潮语拜苦路  

从 2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逢周五晚） 

时间：6.30pm – 7.30pm 

地点：苦路山 

集合：圣堂门口 

 

华语户外拜苦路  

日期：3 月 26 日(主日) 

时间：9 am 

带领：陈宥诚修士（Bro Eugene） 

集合：书店门口（台阶）  

请来！同圣母跟耶稣一起走苦路 

 

圣周时间表  

４月份  

1 日(六) 

2 日(日) 

圣枝主日 

5.30pm 黄昏弥撒 

7.30am(华) 

9.30am / 11.30am / 5.30pm 

弥撒前于益群堂祝福圣枝 

6 日(四) 

圣周四 

6.30pm / 8.30pm 

弥撒中有洗脚礼 

8.30pm 弥撒后在益群堂有 

朝拜圣体至午夜 

7 日(五) 

受难节 

守大小齋 

9am(华) 

11am / 1pm / 3pm 

（3pm 有英语拜苦路） 

8 日(六) 

圣周六 

7.30pm 

复活前夕弥撒及领洗 

9 日(日) 

复活节 

7.30am(华) 

9.30am / 11.30am / 5.30pm 

2pm(华)－领洗 

弥撒中有洒圣水 

 

 

2023 慈善周  

总教区一年一度的慈善周筹款，从 3月

4日至 5月 14日止。所筹善款将用于

天主教慈善机构。 

您可将捐款信封投入圣堂的献礼箱里。

捐款支票邮寄给新加坡明爱。 

 

2023 阿西西欢乐日  

阿西西临终关怀医院是一个天主教组织，

为绝症患者提供护理。 

他们将于6月11日举办欢乐日以筹款。 

临终关怀的志工将于本周末（3月 18日

和 19 日）到本堂来出售欢乐日门票。

请支持他们。 

 

教区消息  

2023 四旬期宣道会  

时间：每周三、7.45pm开始 

形式：拜苦路、弥撒、宣道 

日期：周三 

3 月 22 日： 

圣雅丰索堂 

陈一强神父 

主题：复生 

3 月 29 日： 

圣雅丰索堂 

张利勇神父 

主题：自由 

 

灵修讲座  

主题：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 

主讲：林源恒神父（主业团） 

日期：4 月 15 日（周六） 

时间：2pm－5 pm 

地点：天主教中心 (三楼） 

   55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