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安置所开放时间:
若瑟教堂
早上 6 点半至晚上 9 点半
620 Upper Bukit Timah
圣召祈祷：
Road, Singapore 678116
电话: 67691666/67691608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华）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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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区行政员: Yvonne Chen
电话: 67691608
电邮: sjcpastoral@outlook.com
堂区秘书: Maggie Chia
电邮:
sjcbt.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主日弥撒时间:
周六: (英)傍晚 5 点半
主日: (华)早上 7 点半
(英)早上 9 点, 11 点, 傍
晚 5 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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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半, 傍晚 6 点半
周六早上 6 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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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体室开放时间：
周日早上 7 点至晚上 9 点半
周六/主日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
公共假日早上 7 点至下午 4 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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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45 分
2.神圣慈悲敬礼:
华语 - 主日早上 9 点半
英语 - 周五晚上 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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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联络: 杨纪华兄弟 98384237
潮语读经: 周六晚上 7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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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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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 日四旬期第四主日
答唱咏：(咏:136)-我若不怀念你 就愿
我的舌头紧紧贴住我的上颚。
圣言：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藉著
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
有人自夸。(厄 2：8-9）
教会鼓励我们在思想、行为和情操上皈
依（梵蒂冈电台讯）宗教和信仰不是
「一场表演」。教宗方济各 3 月 5 日在
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如此表示。
当天礼仪的第一篇读经记述叙利亚的纳
阿曼获得痊癒（列下五 1-15），福音记
载耶稣表明「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
纳的」（路四 24-30）。教宗由此指
出，在这四旬期内，教会今天鼓励我们
省思何谓思想、行为和情操上的皈依。
教宗说：「教会告诉我们必须在行为上
皈依，她对我们谈论守斋、施舍和悔
罪：这是行为上的皈依。我们应当秉持
基督徒的风格，也就是源自《玛窦福
音》真福八端的风格，采取新的行为。
教会也向我们论及情操上的皈依。举例
而言，让我们思索慈善的撒玛黎雅人的
比喻：转为怀有怜悯心、基督徒的情
操。」
除了行为和情操上的皈依外，教会今天
也勉励我们「在思想上皈依」。「这并
非改变思考内容，而是改变思维方式、
思考风格。我是以基督徒的风格，或是
以外邦人的风格思考呢？这就是教会今
天传达给我们的讯息。」
关於叙利亚的纳阿曼罹患癞病的事件：
「他为了得到痊癒，前去拜访厄里
叟」，所求得的建议是在约但河里洗七
次，但他认为大马士革的河水比以色列
的水质来得好，所以他怒气冲冲地掉头
离开，没有照做」。教宗指出，这是因
为纳阿曼「期待的是一场表演」，但天

主的风格却截然不同：「祂以另一种方
式治病」。
耶稣返回纳匝肋时也在犹太会堂遇到同
样的状况。人们起初「目瞪口呆地注视
着祂，满心欢喜」。然而，世界上从不
缺乏说闲话的人，他带头说：「这人不
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教训我们什麽呢？
他是在哪所大学习得这一切的？」「没
错！他正是若瑟的儿子。」於是，众人
开始窃窃私议，改变舆论，兴起杀害耶
稣的念头。
教宗表示：「这些人从赞赏耶稣、为之
惊奇，变成想要杀害祂。他们期待的也
是表演。『那麽，请您施行奇迹，就是
传闻中您在加里肋亚所做的那种，这样
我们才会相信。』耶稣解释道：『我实
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
纳的。』因为我们抗拒说出，我们当中
有人能纠正我们；必须来一个会表演的
人，才能纠正我们。但宗教不是一场表
演，信仰不是一场表演：而是天主圣言
和圣神在我们心中作工。」
因此，教会邀请我们改变思考风格和信
仰模式。一个人如果会背诵「整篇《信
经》和所有教会信理」，却不懂得「秉
持基督徒的精神」加以落实，一切便是
「枉然」。教宗最後鼓励众人自问：
「我是秉持哪种精神思考呢？秉持上主
的精神，或是自己的精神、我所属的团
体、社会阶级、政党的精神？」让我们
祈求上主赐予恩宠，使我们得以分辨自
己何时以世界的精神，何时以天主的精
神思考，并恳求思想上的皈依之恩。
圣人 3 月 17 日
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
约 386 年–461 年)
帕特里克于 386 年左右
出生于英格兰, 帕特里
的祖父是一位神甫, 父
亲是一位教会执事, 但

他却从小很叛逆，不信神，也不认真读
书。
帕特里克 16 岁的时候被爱尔兰海盗所
掳，带到爱尔兰，成为奴隶，但这时候
他从小接触到的基督教信仰却在他心里
成长，他向神悔改他的罪，开始热切地
敬拜神。他被掳后过了六年，有一天他
在睡梦中听见声音说“你很快就要回到
你的祖国了。他经历了更多的艰险，饥
饿、疾病、囚禁，危机四伏、险象环
生，几个月后才终于回到了家。家人喜
出望外，热切地迎接这位失而复得的儿
子，庆幸从此可以家人团聚，再也不要
分开。
但是他却听到神呼召要他回爱尔兰去，
但是他没有立刻回到爱尔兰，而是在教
会服事中经历了很多磨练，更加成熟以
后才去。回到爱尔兰，走遍了爱尔兰各
个角落，一生传扬基督教信仰。他经受
了许多的磨难。不仅如此，他效法耶
稣，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帕特里克
是一位很有恩赐的传道人。他自己给几
千人施过洗，上到贵族，下到奴隶。他
很有策略。他积极建立教会，栽培传道
人。他非常谦卑，他说“是神的恩典使
我能够一生以真理和谦卑服事各族的
人，直到末了”。他没有什么文化，称
自己是“简单的乡下人、逃犯、无知的
人”。他的自传是用粗糙的拉丁文写
的，但却非常自如地引用圣经，显然他
对圣经非常熟悉，也非常推崇别人对法
律和圣经的研究。他成为爱尔兰区主
教，奠定了爱尔兰的基督教信仰基础。
据估计帕特里克在 461 年逝世。在后面
的几个世纪里，爱尔兰的修道院非常兴
盛，修士们仔细抄写和研读圣经，也保
存了古典时期的学术著作，出了许多神
学家、学者、宣教士 ，推动了文化的发
展，与欧洲大陆在野蛮人的攻打下文化
没落、渐渐进入黑暗时代成为鲜明的对
比。爱尔兰教会秉承帕特里克的传统，

非常重视宣教，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
陆。追根溯源，帕特里克，当然还有同
时期的其他宣教士，都功不可没。
堂区事项：
Charities Week 2018: 请别忘了把您的捐
款信封投进教堂前厅的捐款箱。
华语慕道班
每个星期四，晚上 7 点 45 分-9 点 45 分

今天本堂华语歌咏团将带领拜苦路
活动。当天弥撒后 9 点在教堂前集
合。欢迎大家参加。

圣周礼仪讲解赏析
（信仰培育）
一年一度的圣周就要来临了。
圣周，特别是其中的三日庆典，是
我们信仰礼仪庆典的高峰：圣枝主
日，最后晚餐，耶稣苦难，耶稣复
活。
圣周的礼仪，既丰富，又独特。
圣周礼仪，由于一年庆祝一次，很
多信友不容易记得其中的细节与意
义。
堂区特别为您安排了此次信仰培育
活动，让我们准备身心灵，陪伴耶
稣，体验逾越奥迹。
日期：2018 年 3 月 23 日
时间：8:45 – 9:45pm (在 7:30pm 拜
苦路及弥撒后)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特别邀请堂区
礼仪各小组的成员。

四旬期拜苦路（每个星期五）
潮语：
傍晚 6 点半，室外苦路
英语：
傍晚 7 点半，在教堂内；8 点英文弥
撒。
（当天没有傍晚 6 点半的平日弥撒）

圣周时间表
圣枝主日：3 月 24/25 日，弥撒时间
照常，弥撒前在礼堂集合，领取圣
枝
圣油弥撒：在榜鹅“显圣容堂”，
3 月 29 日（星期四）早上 10 点半。
当天若瑟堂早上 6 点半没有弥撒。

主的晚餐弥撒：傍晚 6 点和 8 点。8
点弥撒后，圣体游行到礼堂。
朝拜圣体至午夜；晚上 11 点到午夜
有守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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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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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六早上没有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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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洗礼：下午 1 时 15 分。

潮语拜苦路和避靜：3 月 16 曰 星期
五傍晚 6.30 分 拜苦路,8 点--10 点有
修女主办的潮语避靜，请大家涌跃参
加
圣若瑟堂 172 周年主保日晚宴
日期/时间：5 月 1 日（星期二）晚上
7点
地点：礼堂
收费：每桌$400 或每人$40
桌位有限，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
有意者请致电 97516416 联系珍妮查
询和预订。
餐卷将于下周末开始发售。

下周第二次收捐:
教区献礼(GIFT)基金

书籍展卖会
保禄孝女会将于本月 17/18 两天到本
堂售卖用教会书籍和视听材料，帮助
滋养我们的信仰。
修女们到时也将为她们修会的新会院
筹款，每捐助 10 元的建筑基金，将
获赠玫瑰念珠手镯。
请教友慷慨支持修女们的筹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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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