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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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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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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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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8 日慈悲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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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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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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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弥撒为的是活得更像基督徒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各 4 月 4 日
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
活动，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信友不
顾阴雨绵绵在场聆听教宗讲话。教宗在
要理讲授中谈及弥撒的礼成仪式，以此
结束於去年 11 月 8 日开始论述的感恩圣
事系列主题。
在进入主题之前，教宗提到本周举行的
基督复活八日庆典，再次祝贺大家“复
活节快乐！”并特别向本笃十六世祝贺
佳节。教宗说：“我也愿意我们同声祝
贺复活节快乐，因为这是罗马主教向敬
爱的本笃教宗表达贺意，他透过电视与
我们同在。我们众人恭贺本笃教宗复活
节快乐！”
谈到当天要理讲授的主题，教宗首先强
调感恩庆典的意义在於“学会成为活出
感恩圣事的男女”。他解释道，成为活
出“感恩圣事”的人意味着让上主在我
们的行动中施展作为，即让祂的心思意
念，祂的选择成为我们仿效的依据。做
耶稣所做的事，这就是基督徒的圣德。
圣保禄宗徒精确地谈到与耶稣同化的思
想，阐明：“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
上了，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
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内生

活，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祂爱
了我，且为我舍弃了自己”（迦二 1920）。
教宗指出：“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保
禄的经验也启发我们：只有死於我们的
自私，即消灭相反福音和耶稣圣爱的事
物，才能在我们内为圣神的大能创造更
大的空间。”
透过感恩圣事，主耶稣进入我们内。因
此，“基督徒去圣堂参与弥撒不是为完
成一周的任务，然後将之抛在脑後，不
是的。基督徒去圣堂参与弥撒是为了参
与主的苦难与复活，然後生活得更像基
督徒，努力为基督信仰作出见证”。
因此，参与弥撒的目的乃是把天主的降
福带到“日常活动、我们的家庭、工作
环境，以及尘世的事物中”。然而，若
我们在走出圣堂时还在闲谈，议论别人
的长短，“弥撒就没有进入我的心
灵”。因为“当我每一次在弥撒结束後
走出圣堂时，我必须比我进来时要更
好，更生气勃勃，更有力量，更愿意见
证基督信仰”。
弥撒开始和结束时象徵天主圣三的十字
圣号和基督真实地临在於圣体圣血中并
未因弥撒的结束而消逝。弥撒之後，圣
体保存於圣体柜内，这是为了把圣体送
给病人并供信友们朝拜（参阅：《天主
教教理》1378-1380 号）。
因此，弥撒的果实“必定要在每日的生
活中趋於成熟”，因为感恩圣事使我们
“脱离罪恶”。“基督徒是领受了基督
的圣体圣血後，藉着圣神的力量而心灵
变得宽广的男人和女人。你们要心灵宽
广！别让心灵这麽狭隘和封闭、窄小和
自私，万万不可！要心胸宽广，心胸高
尚，具有远大的视野”。

教宗总结道，定期参与感恩盛宴能增强
我们与基督徒团体的密切联系，推动我
们关心穷人，培养我们从基督的圣体看
到兄弟姐妹的肉身。教宗最後祈愿，
“藉着望德、信德和善工”基督徒的生
命常能盛开鲜花。为能如此，正是在感
恩圣事，在与耶稣的共融中获得力量。

心从事教育事业，并把自己的家产变

每周一圣

圣人开发新的教育原理，制定了新的
教育方案，并编写了教育学巨著《学
校管理论》，所以后人称他为十七世
纪的教育革命家。基督学校修士会的
主要工作是教育贫童，也举办特种训
练班，利用主日和假期给劳工灌输教
会及普通知识。发展到如今，基督学
校修士会是圣教会最大教育性修会之

4 月 7 日
圣若翰·兰沙 (司铎)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圣人在 1651 年生于法国。幼年时，母
亲就为他培养了良好的宗教思想，所
以若翰很早就有献身事主的志愿。
1670 年，他前往巴黎攻读神哲学，并
于 1678 年晋升铎品。
圣人本着基督爱儿童的精神，并由于
上主的感召，献身教育事业。他初始
创办了两座学校，但是计划失败。虽
是如此，他毫不灰心，东山再起，专

卖，施舍给穷人；勤操苦行，食不求
饱。若翰所提倡的教育法，逐渐受到
社会的重视。有志献身教育事业的人
纷纷请求接受若翰的训练。 为了大
规模训练师资，他创办一座修会，定
名为“基督学校修士会”。

一，创办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1719
年，圣人突患气喘病，可是他照常苦
行。4 月 7 日耶稣受难瞻礼安逝主怀，
享年 68 岁。若翰· 兰沙把当时特殊
阶级所专享的求学权利，普及到各阶
层的人民，并把教育制度变成德育、
智育并重。自圣人提倡新教育的运动
以后，学校不仅是研究学术的处所，
同时也成为辅导生活和精神建设的训
练处。若翰终身服务教育事业，培育
英才，造福人类。
若翰· 兰沙于 1900 年列人圣品；
1950 年被定为青少年教师之主保

本周活动
本主日第二次收捐
圣文生善会
--------------------------儿童朝拜圣体
4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3.30-4.30

堂区四旬期灵修活动
祈祷：171
爱德：170
刻苦：169
乐捐：$ 2066.30
所有乐捐，将捐献给德勒撒修女所创修会
开办的“爱的礼物”老人院。谢谢大家的慷
慨乐捐。

圣若瑟堂 172 周年主保日晚宴
餐劵已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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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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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华语课程
天主教教理讲授

圣若瑟教堂幼稚园招生

历时 1 年半（3 个学期）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1 月
每逢星期三晚上 8 点-10 点
上课地点：神学院新院址（圣若瑟教堂
前）（MRT:DT2 Cashew 凯秀站)
报名：执行秘书（洁铃）
mamdarin@ctis.sg 电话：64348006
课程推介礼：2018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晚
上 8-9 点
地点：55 Waterloo Street, 3 楼

2019 年班级已开始招收
2013-2016 出生的儿童。
第一阶段：4 月 17 日星期二
在籍学生的兄弟姐妹
第二阶段：4 月 18 日星期三
天主教徒和前学生的兄弟姐妹
第三阶段：4 月 19 日星期四
不属于第一，二阶段者
登记时间：上午 9-下午 1 点
有关详情请查阅教堂大厅的佈告栏或
上网 sjckccc.edu.sg
摇电 67601301，67699250 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