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主耶稣拥抱十字架，就是渴望我们都能接受和回应祂的这份爱，我们 

     感受到了吗？ 
 

2）主耶稣拥抱十字架，就是拥抱我们的痛苦，祂的恩典将帮助我们每一 

                       个人在困难中拥抱胜利和希望。求主赐给我们背十字架的力量！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为什么舍弃了我？” 

（玛27：46）            

十字架上被钉着的耶稣 
 

耶稣的肉身，不是已经从十字架上被卸下来、埋葬、复活、 

升天了吗？为什么我们天主教的十字架上，仍然钉着耶稣呢？ 
 

耶稣基督就天主性而言，无所不在；就复活的基督而言，现正

坐在天主圣父之右；其复活的身体，也隐藏在圣体圣事中的饼

酒形下。 
 

天主教十字架上所钉着的耶稣，不是象征已经复活的耶稣，而是象征： 
 

一、历史上基督受难的那一个星期五下午三时（犹民宰杀逾越节羔羊之时辰），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尸体（靠近心脏的肋旁刺出血水，证明已死）。 

二、你我应该被钉死的有罪的肉身。 
 

原来天主教的十字架上仍然钉着耶稣的身体（又称十字架苦像crucifix），是为了

纪念历史上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使我们得以象征地瞻仰被高举起来的“那

一位”（若8：28），效法祂“顺服如尸”的榜样。同时亦是表示我们也要将自己有罪

的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因为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

与祂同生。”（罗6：8）  （天亚社中文网） 

                下周庆节预告 

    4月7日 【周二】       圣若翰 · 兰沙  (司铎）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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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日 

    4月10日 【圣周五】    主受难日  Good Friday of The Lord’s Passion ）   庆典 

    4月11日 【圣周六】    复活前夕守夜礼  Easter Vigil） 

                                      圣达尼老（主教、殉道）St. Stanislaus    

    4月12日 【复活主日】 Easter Sunday of the Lord’s Resu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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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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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窦 27：11 - 54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enry.siew@catholic.org.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Martin Low    6777 2523 
mloww@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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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m 九日敬礼,  
4.45pm(英语）, 6.30pm(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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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与我 

       主的受难日 

圣 枝 主 日 就 是 圣 周 的 开 幕

礼，我们纪念耶稣以默西亚

的身份荣进耶路撒冷，同时

追念祂的苦难。今天的福音

记叙将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

救赎奥迹中。 
 

看 ！ 这 位 显 耀 而 谦 逊 的 耶

稣、这位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这位宁愿藉受苦救世而不愿

做现世君王的默西亚，祂是怎样经历了人生的一切遭遇和

苦痛。人们拒绝了祂、嘲笑了祂、鞭打了祂、侮辱了祂、

在祂头上戴上了茨冠，甚至将祂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

在这苦难的十字架上，却成了天主爱的最大显现：在那

里，痛苦被了解了、仇恨被宽恕了、挫折被鼓励了、忧苦

被安慰了、死亡被克服了；在那里，主耶稣不断地为我们

流溢出信赖、希望和宽恕的大爱，为我们成就了一条通往

新生命的道路。（参考“主日福音讲道集”） 

    教宗 2020年4月祈祷意向   

 为戒除成瘾：愿那些因上瘾而受苦的人  

        能得到妥善的协助和陪伴。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DZHhSJIF&id=4BAE3CA019BDA0266BD7208E9900388F4B21DB06&thid=OIP.DZHhSJIFoVxvJml3TysYDgHaFR&mediaurl=http%3a%2f%2fimages.sharefaith.com%2fimages%2f3%2ff1110306aa%2fimg_mouseover3.jpg&exph=552&expw=776&q=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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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慈善周   

请支持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每年主办的四旬期慈善

筹款活动。所筹善款将资助新加坡明爱属下的天主

教慈善机构， 包括社区中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

没有收入/低收入家庭 、残障人士和精神病患者

等。请大家拿一个慈善周捐款信封，慷慨奉献。所

有捐款均可获得250％的税收减免。 

圣文生善会捐献 
 

要捐献善款给圣文生善会， 

可使用 PayNow 银行转账服务，

输入 UEN: S61SS0149BNCS   

你的捐款将直接转账进入 

圣文生会银行户口。 

总教区公文 -- 圣周最新信息 
 

鉴于冠病-19新增病例不断，并预计病例将进一步的攀升；政府已进一步在社

区执行“社交距离”的抗疫策略，且明确制定了全面的防范措施以减低因宗教聚

会所造成的传播。 
 

总教区冠病-19特别工作组基于疫情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以下建议： 
 

1. 延期举行祝圣圣油弥撒和复活节的洗礼 

祝圣圣油弥撒将延期直到另行通知，视公共卫生的状况及政府进一步的咨询而

定。成人慕道团的洗礼或许会在恢复弥撒时举行。 
 

2. 逾越节三日庆典 

政府预期疫情将恶化且采取了额外的措施，包括命令暂停所有宗教仪式和聚

会，就如其他国家一样。 因此，早前提出的在没有会众的情况下由神父举行

弥撒的建议将继续下去。 
 

3.逾越节三日庆典期间教堂将关闭（2020年4月9日至12日） 

鉴于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在任何时间和场合聚会人数不得超过10人的指令，教

堂将在逾越节三日庆典至复活节主日关闭。（2020年3月26日新加坡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MCCY警示） 
 

*教友们请继续通过广播（YouTube或Catholic SG）参与在线弥撒或教委网站  

(acams.org.sg) 查阅有关祈祷礼仪的视频/音频等等* 

四旬期忏悔礼  

                 参与线上华语直播   

                      YouTube Channel  

           https://tinyurl.com/holycrosssg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每周向教堂捐献   

鉴于堂区需要资金来进行教堂的一般运作和维修，教友除了用现金及支票捐献外， 

现在也能使用电子银行转账服务 – PayNow 向圣堂捐献了。 

使用PayNow 银行服务之前，您需要做的步骤如下：   
 

1：选择银行转账 

2：输入堂区的注册 - UEN＃T08CC4054D  

3：确定名称 - Church of the Holy Cross 

4：输入捐献金额  

5：输入备注 - Mass Collection 

再次感谢您的慷慨捐献。天主保佑。 

华语圣周礼仪线上时间表      

   圣枝主日       4月5日   早上7时开始 

   圣周四 – 主的最后晚餐   4月9日  傍晚7时开始 

   圣周五 – 主受难日   4月10日  下午2时开始 

   圣周六 – 复活节前夕守夜礼 4月11日   傍晚6时开始 

资助新加坡天主教华文教务委员会（教委）的经费 
 

总教区在2月间因新加坡及国际冠病-19疫情的日趋严重而暂停了所有公开礼仪和

牧灵活动，如四旬期宣道会。为此，教委在这期间竭尽所能改以YouTube和

Catholic SG广播制作了平日和主日弥撒 ，四旬期网上宣道视频，苦路敬礼音

频，四旬期和复活期反省音频等等。目前也正积极更新教委网站。教委为继续努

力服务讲华语教会，投入了不少的资金，购买录音录影器材和制作节目等等。 
 

有意资助教委的经费，可以使用下列的方式捐献：PayNow 
 

1）下载你户口银行的电子转账服务软件 

2)  打开软件后，选择 PayNow 项目。 

     输入教委注册号- UEN  T08CC4023DCA1 

3)  确查收款人 – The Titular R C Archbishop of Spore – Commission 

     for Apostolate of MS 

4)  输入捐献金额 

5)  输入备注栏 – 填写 Donation  
 

除了以上的捐献方式，也可把支票（Payee: TRCAS-CAMS）邮寄至：ACAMS   

2 Highland Road，#03-02 CAEC  Singapore 549102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