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试想我们要如何以实际行动回应主耶稣的邀请，不断走出自我，         

    活在基督内？ 
 

2) 让我们真心的祈求上主的恩宠，以行动和真诚去爱人、宽恕人， 

    怀着依侍之心无恐无惧地面对人生的一切挑战。 

 

      “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 

       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    （若15：4） 

 

 

敬礼圣母～烛光游行 

5月12日（周六）华语弥撒后，举行

烛光游行及诵念玫瑰经。藉此敬礼，

圣母受到尊敬，教友也满获神恩。 

游行后，在底层餐厅共享晚餐。    

诚邀参与者带备一道美食，           

共同分享。 

公共假日（劳动节） 
 

5月1日 (周二)  8am （英语弥撒） 

 (当日无傍晚弥撒)  

 

耶稣升天节（当守瞻礼)  

5月  9 日 (周三)  前夕黄昏弥撒    

6.15pm英语，8pm华语  
 

5月 10 日 (周四)  英语弥撒    

6.15am，12.15pm，  

6.15pm,  8pm   

家庭玫瑰经 

   日期：5 月 4 日 (星期五 )       

   时间：7.45 pm  

   地址：Blk 441B  #26-23  

   Clementi Ave 3 （丽华姐妹的家） 
 

  家庭玫瑰经公开给教友参加。 

  欲知详情，请联络圣母军团员 

  兰英姐妹 90178836 

 华文成人慕道    
 

你有朋友想认识 

 天主教信仰吗？ 

    邀请他/她来参加慕道新班吧！ 
 

2018/2019 慕道旅程 

将在6月26日开始 
  

       每逢周二：7.45pm – 9.45pm             

              地点：诸圣厅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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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29日  复活期第五主日 
 

读经一:  宗徒大事录 9 ：26 - 31  

读经二:  圣若望一书 3 ：18 - 24          

  福音 ：圣若望      15 ：1 - 8   

 

 

 

 

 

 

 

 

 

 

复活的基督要以怎样的关系与我们同在？今天的福音，

主耶稣进一步说：“我是真葡萄树。”祂与我们的关系就

像一棵葡萄树的树干和枝条的关系一样：枝条若不连接

葡萄树让滋养生命的树液流入，单凭自己是不能结果实

的；同样，若我们离开了作为我们生命泉源的主耶稣，

就什么都不能做。 
 

主耶稣不断地重复和强调说：“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

你们内。”是要我们谨记基督与我们那彼此之间生命相属

的关系。天主是我们生命的园丁，藉着复活的基督将爱

的生命通传给我们，也在我们的灵性生命成长过程中不

断栽培、修剪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结出更丰硕的果

实。 

http://www.bing.com/images/search?q=Holy+Mass+Clip+Art&view=detailv2&&id=1BD9E25BA12C27AF93409DF9FE1A1A6490F80B27&selectedIndex=27&ccid=tia%2bc7Ul&simid=608042944873890260&thid=OIP.Mb626be73b525fac55de5a7cc49182252H0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教宗四月祈祷意向 
 

    为在经济事务上负有责任的人: 
 

    愿经济学家能有勇气拒绝任何 

    排外的经济，并知道如何开辟 

    新途径。 

      门徒学习天  -  宣扬喜讯 
 

 日期：4 月 29 日（主日）时间：2pm - 6pm 

 地点：博爱村 Agape Village  (大巴窑 8巷)  

 带领：黄财龙神父及教委信仰培育组 

 形式：教导、互动、祈祷 

 报名：国泰 9824 4645    文瑞 9001 6516 

 截止：4 月18 日     

               ~无需费用，欢迎乐捐~ 

2018年儿童信仰生活营    

 主题：我是谁？（路1：30）               
 

日期/时间: (8-12岁）6月1日 (星期五) 8.30am 至 6月3日 (星期日) 11am 

                   (5-7岁)   6月2日 (星期六) 9am-8pm 

地点：圣母圣诞堂     

收费：$30（8-12岁）/  $5（5-7岁） 

询问及报名：郑天智 91136598  

福传学习天：向圣保禄和圣女小德兰学习 

       日期/地点：6月2日 武吉知马圣若瑟堂     时间：2pm-5pm 

               内容：视频欣赏，社会实况讨论，祈祷 

               报名：文祥 82907372  俐逸 98366636 

圣经协会举办讲座 - 讲题: 犹达书 
 

讲员: 何国章兄弟 

日期: 5月5日 (星期六)    时间: 2.30pm-4.30pm 

地点:  天主教中心三楼 

免费,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犹
达
书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4 月30日 【周一】 圣比约五世 St. Pius V（教宗：自由纪念日）                              

5 月 1 日 【周二】 圣若瑟劳工  St. Joseph the Worker（自由纪念日） 

5 月 2 日 【周三】 圣亚大纳修  St. Athanasius（主教、圣师：纪念日） 

5 月 3 日 【周四】 圣斐理伯及圣雅各伯  SS. Philip & James（宗徒；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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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若瑟 劳工主保 
 

五月一日既是圣若瑟劳工主保瞻礼，也是国际劳动节。 

不论是圣经的记载，还是教会的训导，都充份体现了劳动的

崇高与伟大。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天主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

的整个宇宙；也正是通过劳动，不但让人参与了天主仍在进

行中的创造工程，而且也使人更加肖似天主。 
 

基督降生成人，从婴儿长大成人，除了有玛利亚伟大母爱的

呵护，更离不开鞠养之父圣若瑟勤劳双手的养育和言传身教。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不但向辛勤劳动且养育我们的父母说声发自内心的“感谢”，更以善尽本职工

作来贡献社会，光荣天主。      （摘录“每日圣言”2018） 
 

向劳工主保大圣若瑟诵 
 

大圣若瑟，劳工的模范，求你使我们常能按良心而工作，尊重职责，敬业乐业。求

你使我们能以知恩和喜乐的心情来工作，并在我们的工作中，好好善用天主所给我

们的才干，展开天主所赐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安心和忍耐地工作，不要为了劳苦或

困难而生逃避之念；更以纯正的意向去尽心尽力地履行责任，参与天主造化的工

程。大圣若瑟，凡我所做的，要全为主耶稣，全依赖圣母，效法你的善表。这就是

我们一生到死的箴言。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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