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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华）
电话: 67691666/67691608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点
传真: 67627136
网址: www.stjoseph-bt.org.sg
第二次收捐: 每月的
第一主日：圣文生善会
本堂神父: 李光兴神父
第三主日：教区献礼(GIFT)基金
电话: 67600052
第四主日：教堂维修及运作基金
助理神父: 张思谦神父
电话: 67604636
1.华语圣母军：主日早上 8 点 45 分
堂区行政员: Yvonne Chen
2.神圣慈悲敬礼:
电话: 67691608
华语 - 主日早上 9 点半
电邮: sjcpastoral@outlook.com
英语 - 周五晚上 8 点
堂区秘书: Maggie Chia
3.圣若瑟基基团：
电邮: sjcbt.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周二晚 8 时
联络 ：黄应兰 98180396
主日弥撒时间:
4. 华文读经: 周三晚上 8 点,
周六: (英)傍晚 5 点半
联络: 杨纪华兄弟 98384237
主日: (华)早上 7 点半
潮语读经: 周六晚上 7 点
(英)早上 9 点, 11 点, 傍晚 5 点半
联络: 李亚南兄弟 83728261
儿童弥撒:第三个周六黄昏弥撒
5.圣若瑟敬礼
英语敬礼：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晚上 8 点
周日弥撒时间(英):
潮语圣若瑟敬礼及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
周一至周五:早上 6 点半, 傍晚 6 点半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英语敬礼过后.
周六早上 6 点半
6.玫瑰经(英)：周日弥撒前及圣母赡礼
公共假日:早上 8 点, 傍晚没有弥撒
节日在教堂内
每月 13 日及第一个周六黄昏弥撒后
和好(告解) 圣事：
在玫瑰经苑
主日弥撒前 15 分钟
7.圣时及朝拜圣体(英):
每月第一个周五晚上 8:00
祝福怀孕妈妈:
每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弥撒
圣若瑟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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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灰安置所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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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四旬期第三主日
答唱咏：(若:69;咏 18)-主!惟你有永生
的话。
圣言：为那些蒙召的，基督却是天主的
德能和天主的智慧： 因为天主的愚妄总
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
(格前 1：24-25）
在告解亭里没有威胁，只有天父的宽恕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2 月 27 日
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表示，上
主总不厌倦地召叫每个人改变自己的生
活，向祂迈近一步从而作出悔改。祂以
一位父亲的慈爱和信任来做这事，听告
解神父也是如此。
四旬期是一段“有助於悔改”、靠近天
主、“改变我们生活”的时期，这是一
项应当向上主祈求的“恩宠”。
取自《依撒意亚先知书》的第一篇读经
谈及真正的“悔改召叫”。教宗方济各
从这一点展开他的弥撒讲道，指出耶稣
在我们的罪恶面前所持有的“特殊”态
度。“祂不威胁，却慈祥地呼喊我们，
给予我们信任”。上主对索多玛统治者
和哈摩辣百姓说，“现在你们来，让我
们互相辩论”（依一 18），祂已经向他
们指明应当避免的“恶”，以及应当遵
循的“善”。上主也这样对我们。
“上主说：‘快来。你们来，让我们讨
论一下，让我们谈一谈’。祂不会吓倒
我们。祂就像父亲对待那顽皮捣蛋、应
当受到责备的青春期的儿子。上主知道
教鞭是行不通的，事情不会变好，而必
须给予信任的态度。上主在这段经文中
这样呼唤我们：‘来，你们来吧。我们
一起喝杯咖啡。让我们谈一谈，讨论一
下。不要害怕，我不想责备你’。由於
祂知道儿子是怎麽想的：‘但我做了这
事„„”，於是接着说：‘你的罪虽似
朱红，将变成雪一样的洁白；虽红得发

紫，仍能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依一
18）。”
父亲如何对待青春期的儿子，耶稣也同
样以“信任的态度施予宽恕，改变人
心”。祂如此召叫了匝凯或玛窦，也在
我们的生活中向我们表明“如何在悔改
旅途中向前迈出一步”。
教宗说：“让我们为上主的良善而感恩。
祂不想鞭打和谴责我们。祂为我们献出
生命，这就是祂的良善。祂总是想方设
法碰触我们的心。我们这些司铎，身为
上主的代表，应当聆听悔改之心，也必
须持有这种良善的态度，正如主所说的：
“你们来，让我们互相辩论，没有问题，
只有宽恕”，而不是威胁，从一开始便
是这样。
对此，教宗讲述了一位听告解枢机的经
验。这位枢机面对那‘严重’的罪，不
过分追究，而是继续对话。“这开启了
心灵，让告解者感到安宁”。上主也这
样对待我们，祂说：“来吧，让我们讨
论一下，让我们谈谈。拿着宽恕的收据，
我宽恕你”。
教宗最後总结道：“注视上主的这种态
度令我受益匪浅：这是父亲面对自以为
已经成年的半大小子的态度。上主知道
我们仍处在半途之中，我们常常需要听
到这样的话：‘来吧，不要害怕，来吧。
我宽恕你’。这番话给予我们鼓励。让
我们以开放之心去见上主：祂是等待着
我们的父亲。”
圣人 3 月 7 日
圣妇伯尔都亚、圣
妇斐利琪 （殉道）
SS. Perpetua and
Felicity
圣妇伯尔都亚，斐
利琪和其他几位圣
妇同时殉难，是圣教会教难史上可歌可
泣的一页。公元 203 年，迦太基发生了
残酷迫害教会运动，五位望教徒被捕。

其中两位是贵族少妇伯尔都亚及女婢斐
堂区事项：
利琪。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伯尔都亚新近生子，是一位产妇。斐利
圣文生善会
琪则是怀胎八个月的孕妇。伯尔都亚的
该会
2 月收支如下
父母都健在，她有两个弟兄，父亲是外
每月收捐:
$14,906.40
教人，母亲信教，两弟兄中，一个已领
爱心捐款： $1,062.10
洗入教，另一个是望教友。伯尔都亚在
分发：
$21,765.80
狱中日记中说：“我被捕前，老父劝我
以家庭为重，背教求生。我对他说：
‘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所以人们不能用
别的名字来称呼我’。”
“我被捕后，父亲赶来，求我变节背主。
他说：‘你可怜我这样大的年纪，满头
白发。你应当顾念你的孩子，他还在襁
褓。你死了谁会照顾他?’老父口吻着我
的手，双膝跪下，满面流泪，求我回心
转意。那时我心如刀割，法官也跟着说： 请别忘了把你的捐款信封投进教堂前厅的捐
款箱。
‘你可怜你的白发老父，和那在襁褓中
的婴孩吧! 你快些向皇上献祭’。我答
儿童城 2018 售旗日
道：‘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基督信徒’。
法官宣判，将我们投交野兽吞食。我知
道我这次解往刑场，不是与野兽交战，
而是与恶魔交战，可是最后胜利，必属
今天儿童城的教师，受益者及义工到本
于我。 我的孩子每天有人抱进牢房让我
堂售旗为其活动，服务和设施维修筹集
资金。谢谢你的慷慨和支持。欲了解更
哺乳，奇怪的是：从这一天起，孩子不
多信息，请致电 66905420 或电邮
再想吃奶了。这都是天主的洪恩。”
info@boystown.org.sg
斐利琪担忧自己不能与其他烈士同时致
命，因为罗马法庭规定：孕妇须生产后
华语慕道班
方可执行死刑。同狱的人都代她求主，
每个星期四，晚上 7 点 45 分-9 点 45 分
她果然在行刑前生了一个女儿，由一位
本堂华语歌咏团将在 3 月 11 日带领
教徒抱去领养。
拜苦路活动。当天弥撒后 9 点在教
胜利的日子到了! 殉道烈士大踏步往刑
堂前集合。欢迎大家参加。
场。伯尔都亚和斐利琪满心喜悦，走向
竞技场，领受血的洗礼。一路上，伯尔
都亚高唱圣咏。到了竞技场门口，伯尔
都亚和斐利琪两人受到一头野牛的攻袭。
伯尔都亚先被抛掷在地，她站起来。那
时斐利琪也被抛掷在地，伯尔都亚连忙
赶过去，搀扶她起来。两人并肩站着，
昂首挺胸，等候野兽来攻袭，野兽却不
来。最后还是武士来杀死了她们。烈士
的灵魂飞升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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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潮语炼灵经
星期四晚上 8 点，教堂食堂。欢迎大

家参加。

欢迎大
家朝拜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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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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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拜苦路（每个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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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语：
傍晚 6 点半，室外苦路
英语：
傍晚 7 点半，在教堂内；随后 8 点英文弥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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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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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主日弥撒时间，
祝圣圣枝将在礼堂举行

和好圣事：3 月 26 日星期一晚上 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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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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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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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洗礼：下午
1 时 315月
分。
第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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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