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耶稣洁净圣殿，为我有什么启示？ 
 

2) 我应如何效法耶稣，使圣殿成为名符其实的祈祷之所？ 

 

    “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  

                         （格前 1: 25 )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联办： 

   奉献“神花”活动 

   日期：2018年2月14日 -- 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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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花：圣体、祈祷、刻苦、爱德 
 

                      温馨提醒： 
 

   请今天就把完成的二月份神花记录单张   

   交回堂区，并再索取一张新的神花记录  

   单张。请大家积极参与此活动。 

圣周礼仪时间表 

      3月24/25日   圣枝主日   

      * 弥撒时间照旧 

      3月29日        圣周四      

      * 主的最后晚餐 7.30pm    

   圣体朝拜至午夜 

      3月30日        圣周五      

      * 7.30am, 9.30am, 11.30am,  

        1.30pm (华语）及 3.30pm 

      3月31日        圣周六      

      * 复活节前夕守夜礼弥撒 8pm 

     （双语证道） *无傍晚6.30pm弥撒* 

      4月1日         复活节      

      * 弥撒时间照旧 

慕道团礼仪活动   
 

        3月3 日（周六）：慕道团在今天弥撒中，为候洗者举行遣使礼。 

        3月4 日（主日）：2pm – 4.15pm在圣若瑟堂，由吴总主教主持全国 

                                    慕道团甄选礼。                                               

        3月10日（周六）：6.30pm 弥撒中举行第一次恳祷礼及信经授予礼。               

        3月24日（周六 ) ：6.30pm 弥撒中举行第二次恳祷礼及天主经授予礼。 
       

        请为候洗者祈祷：恳求天主圣神坚定他们对主的信赖，领悟圣洗是天主的莫大 

        礼物，是通向幸福永生之路。为慕道团神师、核心及团员祈祷：恳求天主圣神    

        的火燃烧我们的心，开放我们的灵，增强我们对福传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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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日  四旬期第三主日     
 
 

      读经一： 出谷纪  20 : 1 - 17                        

        读经二： 格林多人前书  1 :  22 - 25  

          福音 :   圣若望  2  : 13 - 25        

 

耶稣在传教的开始，以洁净圣殿事迹，说明祂要引领人

们以子女的心朝拜天父，也预示祂自己将要面临的遭遇 

- 祂的身体将被处死，三天之后要复活。门徒无法了解

这些话：因为当时除了圣殿和圣经外，没有什么更加神

圣的了。后来他们才知道，耶稣所说的话，就像圣经一

样有份量，他们了解耶稣才是真正的圣殿。在此之前，

人们建造殿宇，寻找可以和天主见面以获取恩宠的地

方。现在，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来重建与天主圣父的关

系，是耶稣将天主丰富美满的恩宠赐给我们。 
 

耶稣深知我们无法靠己力清除生活中的种种垃圾，祂因

此亲自动手, 洁净圣殿。耶稣采用的工具, 就是祂亲自替

我们背起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将生命中各种考验视为洁

净的过程, 我们就能了解这一切都是耶稣替我们安排

的。偕同祂,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复活的新生命。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3月7日【周三】圣妇伯尔都亚及圣妇斐利琪  
                          SS. Perpetua and Felicity 

                                  （殉道；纪念日） 

  3月8日【周四】天赐圣若望  St. John of God 

                        （会士；纪念日）          

  3月9日【周五】圣妇芳济加  St. Frances of Rome    

                        （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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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和好圣事  

目的：教友妥办告解，为庆祝耶稣复活节作好准备。 

西区圣堂和好圣事     

时间：8.00pm 

日期：3月 19日（周一）   圣依纳爵堂                    

          3月 20日（周二）   天使之后堂   

          3月 21日 （周三）  圣十字架堂 

          3月 22日（周四）   圣方济亚西西堂       

          3月 23日（周五)   圣体堂 

                           教委四旬期华语和好圣事 

        3月 24日(周六) 1.30pm 于圣伯多 禄圣保禄堂举行。  

2018儿童城售旗日 
 

 儿童城的教职员、义工及受   

 益者，将在3月10/11日天到 

 本堂售旗，为其活动项目、 

 服务和设施维修筹集资金。 

请大家慷慨支持。 

欲知更多信息， 

请致电 66905420 或电邮  

info@boystown.org.sg 

      2018年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主题： “悔改 •  重建 •  归回” 

            每逢星期三在圣雅丰索堂举行。   

      晚上7.45pm - 拜苦路  8.15pm - 感恩祭 
 

  3月7  日  与主重建关系    主祭：蔡汉坤神父 

         3月14 日  拉匝禄！出来吧！     主祭：张思谦神父 

         3月21 日   归回主爱                  主祭：黄财龙神父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苦路敬礼的意义  
 

 苦路 - “痛苦之路”或称“十字架之路”，是圣教会特別推荐给那些愿意效法“在愛德中 

 生活”的人们，因为“基督爱了我们，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弗 5：2）。这是一般信 

 友愛慕天主、朝拜感谢祂的一种祈祷操练。 
 

 “拜苦路”让我们回顾耶稣基督当年如何弓着弯曲且伤痕累累的身躯，背負沉重的十 

 字架，往加尔瓦略山的痛苦之路。苦路敬礼源自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为激发人 

 们在灵修和道德上做出回应，特別是对基督的苦难有所省思，也感恩地視 “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救主”为一位胜利的君王。通过这一种祈祷操练，帮助信友成为一个谦卑 

 的同行者，跟随基督走上祂苦难的十字架道路。 
 

 每年四旬期间，我们都以苦路敬礼来跟随耶稣基督走苦路，以纪念祂的苦难和感谢 

 祂的救恩。在天主教圣堂内（或它处）悬挂或摆设之十四处苦路像，描绘耶稣身背 

 十字架，走向加尔瓦略山途中所经历的事迹。有些堂区加上第十五处－耶稣复活， 

 为苦路的终极目标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苦路敬礼的内容为：第一处，耶稣被判死刑；第二处，耶稣背负十字架；第三处， 

 耶稣第一次跌倒；第四处，耶稣遇见母亲；第五处，西满帮助耶稣背十字架；第六 

 处，圣勿落尼加擦耶稣圣容；第七处，耶稣第二次跌倒；第八处，都城妇女为耶稣 

 哀哭；第九处，耶稣第三次跌倒；第十处，耶稣被脱去衣服；第十一处，耶稣被钉 

 十字架；第十二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十三处，耶稣从十字架被卸下；第十四 

 处，耶稣被埋葬。 
 

      【祂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 

         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        (依53：4) 

         教宗三月祈祷意向 

福传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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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的迫切性。 

         周五拜苦路及弥撒 

                   四旬期的周五：  

             3月9日，16日 及 23日 

         * 7.30pm – 拜苦路 (英语） 

              * 8pm – 弥撒（英语） 
 

                  无 6.15pm 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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