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瑟教堂
62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电话: 67691666/67691608
传真: 67627136
电邮: sjcpastoral@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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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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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召祈祷：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华）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时
第二次收捐: 每月的
第一主日：圣文生善会
第三主日：教区献礼(GIFT)基金
第四主日：教堂维修及运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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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四旬期第二主日
答唱咏：(咏:114,115)-我要在活人的地区，
在上主的面前行走。
圣言：若是天主偕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
呢？(罗 8：31）
四旬期是悔过而不是悲伤的时期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2 月 18 日四
旬期第一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
持诵念三钟经祈祷活动，吁请聚集在圣伯多
禄广场上的信众战胜邪恶，时常悔改。
当天的福音记述耶稣受撒殚试探，但有天使
服侍祂。教宗说，耶稣为自己在世上的使命
作准备，祂去了旷野，在那里 40 天受撒殚
的试探。“四旬期对我们而言是精神‘竞
技’和精神搏斗的时期”。
“我们蒙召透过祈祷获得力量去面对邪恶，
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在日常生活中战胜邪
恶。不幸的是，只要哪里有暴力、拒绝他
人、封闭、战争和不公的现象，便是有邪恶
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活动。所有
这些现象皆是邪恶的作为，都是我们所熟知
的。”
耶稣在旷野受撒殚试探後就立即开始宣讲福
音，即喜讯，祂要求人们悔改，信从福音。
教宗表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时
常悔改，每天悔改，教会让我们为此祈祷，
将我们的心思念虑转向天主”。“四旬期是
悔过的时期，而不是忧伤和悲哀的时期。四
旬期是喜乐和认真努力的时期，摆脱我们的
自私和旧我，依照圣洗的恩宠更新我们自
己”。
教宗提醒道，“只有天主才能给予我们真正
的幸福。我们浪费时间在其它地方、在财
富、乐趣、权力和职业中寻找幸福都是徒
劳”。教宗勉励信众说，“愿圣母玛利亚帮
助我们以忠於天主圣言和恒常祈祷的精神善
度这四旬期”。
诵念三钟经後，教宗问候信众和朝圣者，特
别提到即将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名青年，他
们将於 3 月 19 日至 24 日在罗马参加世界主

教会议会前会议。教宗诚挚邀请所有其他青
年透过互联网成为会前会议的主角。
圣人 2 月 28 日
教宗圣希辣略（St.Hilary,Pope）
要继承伟大教宗圣良（St. Leo, the
Great）的职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
而，继任者希辣略却成功地接续了圣良的遗
志。圣人在 461-468 年间担任教会首牧的职
务，毕生致力於扞卫教会的合一。
圣人出生於义大利西部的萨丁尼亚岛
（Sardinia），年轻时即加入了罗马的圣职
团体。449 年时，代表教宗出席声名狼藉的
「厄弗所强盗会议（the Robber Council
of Ephesus）」。该会议企图解决基督二性
一位的议题，但後来却失了控。会议中充斥
着一性论（Monophysite－亚历山大学派的
主张）者，由亚历山大的宗主教 Dioscorus
所主持。最後，由於该会议的决断明显违反
基督的基本信仰，圣人便在会中表示抗议，
但大会却拒绝聆听教宗代表的抗议之言。圣
人的抗议无效，且几乎命丧於该地，难怪教
宗圣良称该会议是一场盗匪们的聚会。前任
教宗圣良一世（Pope St. Leo I）非常信赖
圣人，後来还委派他许多重要的职务。
教宗良过世後，圣人被选为继任教宗，於
461 年的 11 月 19 日登基。在他圣座的任
内，
有过许多伟大的功绩。例如，为平息教会内
的争端，进而巩固法国与西班牙的教会，他
曾在 462 与 465 年时召开大会。另外，圣人
还因罗马皇帝安提缪斯（Anthemius）支持
马塞道尼异端，而在
圣伯多禄大殿前公开地予以斥责；他还颁发
过一道训令给东方教会的所有主教们，使过
去公教会所召开的尼西亚（Council of
Nicaea, 325）、厄弗所（Council of
Ephesus, 431）与加采东（Council of
Chalcedon, 451）等大公会议的所有决议能
顺利生效；在其任内，他也致力於坚固非
洲、高卢等地的教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教宗似乎对修建罗马的
圣堂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任内曾建造过一
座奉献给宗徒若望的小堂，名为「拉特朗圣
若望小堂」。因为圣人以为：他之所以能从
疯狂的厄弗所一性论者手中平安脱困，全赖
这位主所爱的门徒的代求之功。在这座靠近
拉特朗大殿的小堂正门上，还能依稀见到上
面所提的文字：「基督之仆，主教希辣略，
献给他的救援者－ 宗徒若望。」圣人後来
在罗马又建造了二座圣堂，并用闲暇的时间
装点它们。
圣人於 486 年的 2 月 28 日过世，最後被葬
在 San Lorenzo fuori le Mura 大殿内。
堂区事项：

四旬期拜苦路（每个星期五）

潮语：傍晚 6 点半，室外苦路

下个主日第二次收捐：圣文生善会
圣周时间表：

圣枝主日：3 月 25 日主日弥撒时间，
祝圣圣枝将在礼堂举行

复活前夕守夜礼：3 月 31 日星期六晚上 7 点半，
弥撒中有洗礼。当天早上没有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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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好圣事：3 月 26 日星期一晚上 8 点
复活主日：4 月 1 日
华语：早上 7 点 15 分，弥撒中有洗礼。
英语：早上 9 点，11 点及傍晚 5 点半

欢迎大家朝拜圣体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教堂维修及运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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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圣圣油：3 月 29 日星期四早上 10 点
半，主显圣容堂。当天早上 6 点半没有

婴儿洗礼：下午 1 时 15 分。

弥撒。

服务员将分发 2018 慈善周捐款信封，请把支票放
入捐款信封后投进教堂前厅的捐款箱。

儿童城 2018 售旗日

儿童城的教师，受益者及义工将在下
个主日到本堂售旗为其节目，服务和
设施维修筹集资金。谢谢你的慷慨和
支持。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
66905420 或电邮 info@boystow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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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教堂食堂。欢迎有兴
趣的朋友踊跃参与。

主的晚餐弥撒：傍晚 6 点和 8 点，弥撒后
圣体游行到礼堂。

朝拜圣体至晚上 11 点，接着有圣时。

主受难日：3 月 30 日星期五

华语：早上 9 点
英语：早上 11 点，下午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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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