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耶稣的苦难，为我有什么意义？耶稣因别人的扭曲、误解而受

难。我在生活中，有常误解人或事，而为别人带来痛苦吗？ 
 

2）在信仰的旅程中，我怎样欢迎耶稣进入我的生活中呢？耶稣为 

我们献出了祂的生命，我能为主付出什么呢？是时间？智慧？精力？ 

     还是钱财？ 
 

      “你们醒寤祈祷罢！免陷于诱惑 。”    (谷14：38)       

圣 周 礼 仪 时 间 表 

 圣周四  3月29日            主的最后晚餐 7.30pm    

        圣体朝拜至午夜 
 

 圣周五   3月30日             主受难日  

                                                    7.30am, 9.30am, 11.30am,  

                      1.30pm (华语）及 3.30pm 
 

 圣周六    3月31日         复活节前夕守夜礼弥撒 8pm（双语证道）  

                                            *无傍晚6.30pm弥撒* 

 复活主日   4月1日         弥撒时间照旧 

复活节 /领洗圣事欢庆会  
 

主题：“你们到我的葡萄园来吧!”  

     日期：4月1日 (主日)  时间：6.30pm – 8.30pm  地点：圣十字架堂底层餐厅 

     收费：每人$15  (12岁以下儿童免费)   报名：宁恩 9818-6675  巧玲 9386-8485 

                              你可在今天弥撒后，到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 请大家前来支持新领洗者和慕道团，共同欢庆此节日； 

到葡萄园来分享天主恩赐的盛宴 ~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中文部新课程 “天主教教理讲授” 

配合慕道班讲题，由神父、修女及专业人士主讲。 

不需考试，学员可尽情享受信仰的丰饶，有讲义及精心制作的幻灯片分享。 
 

       课程推介礼：2018年 4月 11日（星期三） 8 - 9 pm  

      地点： 55, Waterloo Street, Level 3  

报名：执行秘书（洁铃） mandarin@cKs.sg   电话：6434 8006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堂区愿景：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有共融灵修的团体群,          

                   成员做为刻意门徒，被派遣去福传和侍奉。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午间弥撒：12.15pm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开始前15分钟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秘书处有关教堂的预订事宜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善会。第三主日为天主教基金会。 

       2018年3月24/25日  圣枝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50 : 4 - 7                             

        读经二：斐理伯人书   2 : 6 - 11 

         福音 :  圣马尔谷  14 : 1 - 15：47            

 

 

 

 

 

 

 
 

圣教会今天纪念吾主耶稣基督当年荣进耶路撒冷，成就

天主救赎世人的使命。福音详述了耶稣基督的受难史。

马尔谷把耶稣在受难史的情景描述得非常悲哀、凄惨、

孤独。耶稣在去山园路上，祂先预言自己会孤独地承受

苦难。伯多禄的夸口及众人的反应，更衬托出人的不可

靠。在山园里，耶稣“心灵悲伤得要死”，来回三次要求

门徒醒寤，但没有一个能够醒着。 祂两次要求天父，连

天父也没有回音。祂独自一人面对捉拿祂的人，门徒看

见来势汹汹的人都吓得跑了。伯多祿三次不认耶稣，最

后为求脫身还诅咒祂！实在令耶稣悲伤。整个苦路上, 

没有门徒跟着；在十字架上，有三批人辱骂祂: 过路的

人、司祭长和经师、一齐被钉的罪犯, 没有一个人表示

同情。马尔谷要我们紧记一个讯息: 透过十字架, 耶稣完

成祂的使命。每一个基督徒,无可逃避的要经过十字架, 

才能得到救恩 , 甘愿背十字架的才算是耶稣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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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3月29日【圣周四】日间：圣油弥撒  Chrism Mass                    ）     逾越节 

                                 晚间：主的晚餐  The Lord’s Supper            ）                

    3月30日【圣周五】主受难日  Good Friday/The Lord’s Passion  ）   三日庆典 

    3月31日【圣周六】 复活前夕守夜礼  Easter Vigil                      ） 

    4月  1日【主日】    复活主日  Easter Sunday of the Lord’s Resurrection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联办: 奉献“神花”活动 

活动日期：2018年2月14日 -- 5月31日 

       神花：圣体、祈祷、刻苦、爱德 

奉献神花的意向： 

1.为候洗者接受洗礼及全身委托于基督 

2.求赐有更多人接受恩赐成为慕道者 

      请在下周六（3月31日）把完成的三月份神花记录单张交回堂区， 

并请再索取一张新的神花记录单张。请大家积极参与此活动。 

为灵修分辨的培育：愿教会能重   

视个人及团体层面之灵修分辨 

 谢益裕荣休主教庆祝80大寿感恩弥撒 

 新加坡教区将于4月7日（星期六）上午10时30分 

      于圣十字架堂举行感恩弥撒庆祝荣休主教80大寿。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神圣慈悲主日 - “活出基督的慈悲”          
 

      日期：4月8日（主日) ，1.30pm – 4pm   地点：和平之后堂 

      主祭：杨德成神父                                  主讲：陈宾山神父          

      形式：讲座、慈悲串经、感恩祭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圣 周  

“圣周” 指四旬期的最后一周，以圣枝主日为圣周 

的第一天，直到圣周六复活节守夜礼。 
 

1. 圣枝主日：弥撒前举行的祝圣圣枝礼仪，追念两个 

    重要事迹 -- 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及祂的苦难。 
 

 2. 圣周一、圣周二、圣周三：主耶稣受难的前导， 

     信徒对耶稣苦难作整体性的追念。 
 

3. 圣周四到圣周六：称为“逾越节三日庆典”。这几天是基督徒礼仪生活的 

    高峰；追念耶稣在世生命的最后几天的奥迹，重演基督救世工程中经历的 

    受难与复活。 
 

  圣周四日间: 

  主教与全体神父共祭弥撒及祝圣圣油礼仪，神父们在主教面前重新宣发司铎圣愿。 

  祝圣三种圣油：慕道者圣油，傅油圣事圣油，至圣圣油。 
 

  圣周四晚间: 

  弥撒揭开“三日庆典”的序幕。晚间弥撒是为纪念耶稣的最后晚餐：建立圣体圣事及   

  圣秩圣事。弥撒讲道后，有濯足礼。弥撒礼成后，主祭不降福教友。恭迎圣体到特 

  别预备的祭台。祭台上的祭布、烛台等都卸去，圣体柜门也洞开着，象征耶稣被 

  捕，也为表示哀悼。 
 

  圣周五 (教友需守大小斋): 

  主受难日 -- 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本日的礼仪分三部分：圣道礼仪、朝拜 

  十字架礼和领圣体礼。本日祭台应完全赤露，沒有苦像，沒有烛台，也沒有台布。 

  主礼等所用的礼服为红色(殉道者的颜色)。受苦受难的基督被视为殉道者的原型与 

  模范。 
 

  圣周六: 

  复活前夕守夜礼是逾越节三日庆典的核心与最高峰。它是四旬期与复活期的分界    

  点，也是銜接点。在晚间举行：以光、圣言、水（傅油）、及感恩祭显示基督的 

  复活。 

http://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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