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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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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召祈祷：
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弥撒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英)晚上 8 点
第二次收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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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平日弥撒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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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华语圣母军：主日早上 8 点 45 分
神圣慈悲敬礼:
华语 - 主日早上 9 点半
英语 - 周五晚上 8 点
圣若瑟基基团：
周二晚 8 点
联络 ：黄应兰 98180396
华文读经: 周一晚上 8 点,
联络: 杨纪华 98384237
潮语读经: 周六晚上 7 点
联络: 李亚南 83728261
圣若瑟敬礼弥撒
每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 8 点英语弥
撒，弥撒后潮语圣若瑟敬礼及为炼灵
祈祷。
玫瑰经(英)：
平日弥撒前（在教堂内），
每月 13 日及第一个周六黄昏弥撒后
在玫瑰经苑）
圣时及朝拜圣体(英):
每月第一个周五晚上 8: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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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灰安置所开放时间:
早上 6 点半至晚上 9 点半

4 月 1 日复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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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的话
唯有耶稣基督能使我们获得重生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3 月 28 日
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
活动，在要理讲授中论述了逾越节三日
庆典的意义。教宗表明，这 3 天的庆典纪
念“唯一伟大的奥迹，即主耶稣的死亡
与复活”。“唯有耶稣基督能使我们获
得重生，别无他人。我们因此无需支付
任何费用。”
逾越节三日庆典从圣周四“主的晚餐”
开始，直到复活主日晚祷结束。接着便
是复活节後的星期一，但这是礼仪後的
一天，是家庭的节日，社会的节日。教
宗解释道，逾越节三日庆典标明“我们
的信仰和在世使命的重要阶段”。
“所有基督徒都必须善度这 3 个圣日，将
之作为他们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的‘根
源’，就如我们的犹太弟兄度过离开埃
及的出谷旅程那样。”
逾越节三日庆典并不是在“鸽子、复活
蛋和节庆”中就此结束，因为复活节过
後，我们是在宣告“基督已复活”的光
照下开始走上传教的旅程。教宗表示，
这宣告是我们信德和望德的“中心”及
“核心”。

“唯有耶稣基督能使我们获得重生，别
无他人。我们因此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因为成义，也就是成为义人是无偿的。
这就是耶稣圣爱的伟大：祂白白赐予我
们生命，为的是让我们成为圣人，让我
们洗心革面并得到宽恕。这正是逾越节
三日庆典的核心。”
教宗提到，在圣周六晚上将有几位成年
人领受圣洗圣事，从而开始他们的基督
信仰生活；已经领过洗的信友也在这个
机会上重发他们的圣洗誓愿，因此“该
追求天上的事”（参阅：哥三 1-3）。教
宗吁请他们“向高处看，向远处看，要
放宽视野”，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信
德，这就是我们的成义，这就是恩宠的
状态”。
“一个基督徒若真的让基督来洗涤，真
的让基督来脱下我们的旧人、在新生活
中行走，就不能再堕落，尽管他仍然是
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耶稣的成义
把我们从堕落中解救出来，我们虽然是
罪人，但不是堕落的人；我们不能再以
心灵死亡的心态来生活，也不能成为导
致死亡的因素。”
教宗最後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朝
圣信友说，许多国家在复活节当天有让
儿童用水，用生命之水清洗眼睛的习
俗。这是一个希望看到“耶稣的事，新
事物”的标记。
“让我们在这复活节清洗自己的心灵，
清洗心灵的眼睛，好能看到美好事物，
行美好的事。这是多麽美妙啊！这正是
耶稣的复活，祂为了救赎我们众人而付
出死亡的代价。我建议你们：在复活节
早晨把孩子们带到水龙头前，让他们清
洗自己的双眼。这将是能看到复活的耶
稣的标记。”

每周一圣

阿肋路亚！主复活了！

4 日 4 日
圣依西多禄（主教、圣师）
St. Isidore
圣依西多禄是西班牙教会杰出的圣人。圣人
生于 560 年，长兄是总主教，次兄是主教，
都被封为圣人；他的姐姐也被封为圣人。
圣人幼年时，由长兄指导学业，督促很严。
有一天，依西多禄背不出书，便翘课，在路
上看见钟乳形的岩石都是流水经年累月浸蚀
的结果，于是恍然大悟，玉不琢，不成器，
只要肯下苦功，没有不能办到的事。从那时
起，他勤奋苦学，孜孜不倦，终于成了当时
极富学术权威的学者。
圣人应 西班牙修会的 请求，代 他们拟订 会
规。会规特别强调：修士与修士间不因出身
不同，而在地位上有所区别。依西多禄帮助
长兄治理教务，长兄逝世后，由其继任。依
西多禄执行主教职达 37 年之久，整顿教会纪
律，提倡教务制度。
圣人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及多产的作家，神
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无法一一列举；他对
教育和学术的最大贡献是他所编撰的《根
源》。圣人另一伟大贡献，是编订马拉比文
的弥撒经和日课，以便当时西班牙教会哥德
籍信友使用。
圣人一生勤操苦行。老年时虽体弱多病，仍
不肯稍减苦行。他对穷人乐善好施，主教府
一天到晚都挤满了求助的贫民。
636 年，依西多禄病势沉重，自知不起，请
两位主教来，三人同往教堂。一位主教给他
披上苦衣，另一位主教在他头上撒灰，依西
多禄举手向天，高声祈祷，求主赦免一生的
罪过。领终傅后，向信友致词，劝他们多做
救济穷人的善功，回到卧室后不久就暝目安
逝。
依西多禄于 1722 年被封为圣师。他在圣教学
术地位之高，教宗良四世称圣人可与圣热罗
尼莫和圣奥思定相比。

本周活动
圣若瑟敬礼弥撒
4 月 4 日星期三晚上 8 点
（当天没有傍晚 6 点半弥撒）

守圣时
4 月 6 日星期五晚上 8 点

儿童朝拜圣体
4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3.30-4.30

华语组新领洗的朋友：
FARA WEI 韦海霞
SANDY SEAH 谢秀玉
MONICA LIM 林秋英
AGATHA ALEK 曾秀丽
JEFFREY CHEN 陈济洲

华语组新领坚振的教友：
AGNES LOW 刘美英

圣若瑟堂主保嘉年华
5月5及6日
有意向售卖食物者，
可到堂区办公室索取摊位登记表格。
截至日期 4 月 15 日
学习潮语炼灵经
4 月 12 日星期四 晩上 8 点开课
有兴趣者请向李亚南（83728261）报名

李光兴神父和张思谦神父，堂区议会及
职员，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纳福！
圣若瑟堂全体教友欢迎新领洗的朋友们
加入教会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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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先得
有意参与者，请致电珍妮（97516416）

圣文生善会 3 月收支如下
第一周弥撒第二次收捐: $13,385.40
爱心捐款： $27,225.00
捐款总数： $40,610.40
善款分发： $18,945.00

2018 年神圣慈悲主日
活出基督的慈悲
主祭：杨德成神父
主讲：陈宾山神父
华语弥撒 4 月 8 日
时间：下午 1 点半 - 4 点
地点：和平之后堂
形式：讲座，慈悲串经，感恩祭
巴士 11 点半 从武吉甘柏出发
联络人:李亚南 83728261

服务事工组招募
（Ministry of Hospitality）
受感召希望加入服务事工组，
为教堂及信友服务的，
可在弥撒后和服务员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