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深信基督复活了吗? 祂的复活为我有什么意义?
2）基督徒已与基督同死同生。我有常思念天上的事, 度纯洁、
圣善的生活, 以光荣天主吗?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
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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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1日 复活节前夕守夜礼 4月1日 复活节主日
读经一: 创世纪 1 : 1 - 2 : 2
读经二：出谷纪 14 : 15 - 15 : 1

本堂神父们及修士 恭祝大家：
复活节快乐，基督真光普照大地！

读经三: 依撒意亚先知书 55 : 1 - 11

书信 ：罗马人书 6 : 3 - 11
福音 ：圣马尔谷 16 : 1 - 7

恭贺新领洗者进入到天主教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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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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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间弥撒：12.15pm

日期 : 4月1日 (主日)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时间 ：6.30pm – 8.30pm
（已购票者请准时出席）

请在下周六（3月31日）把完成的三月份神花

的大家庭，及5位领受坚振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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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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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主题 : “你们到我的葡萄园来吧!”

喜庆13 位兄弟姐妹进入到天主教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传真机

复活节/领洗圣事欢庆会

+ 大家一起同欢共庆此节日,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地点 ：圣十字架堂底层餐厅

奉献神花的意向：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主真的复活了！ 阿肋路亚！
今天我们庆祝主的光荣复活。藉着圣洗圣事，我们参与了
主耶稣逾越奥迹，在基督内庆祝自己生命的重生，使那属
罪恶的自我消逝，好叫我们不再作罪恶的奴隶。
今晚的几篇读经，帮助我们反省自己的信仰：天主创造我
们, 召叫我们，赐与我们恩宠，带领我们离开罪恶，活于
新生，并派遣我们传报这喜讯。
马尔谷福音的记载天使向妇女传报复活的讯息, 并派遣她
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及伯多禄, 但她们由于害怕, 竟然没有
告诉任何人。圣经学家普遍认为马尔谷福音是如此突然结
束，用意是向信友挑战，要求信友们有所行动,不要像妇女
一样，害怕得不敢把复活的好消息告诉任何人。我们能否
接受妇女未完成的任务呢? 福音还未写完，有待我们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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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区 消 息

本堂消息

(www.cams.org.sg)

(www.holycross.org.sg)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中文部新课程 “天主教教理讲授”

基督复活带来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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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复活，是教会宣讲的核心，是基督徒整个信仰的根基。
圣保禄宗徒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
你们还是在罪恶中 。”（格前15：17）所以，我们的信仰与宣
讲，就是建立在基督复活这件历史事实上。
主耶稣的复活带来的是平安的祝福。复活的主与门徒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
平安！” 这是门徒们最需要的祝福。因为在主被钉十字架后，他们心中所布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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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不安、害怕、失意，并且他们吓得把房门都禁闭起来。死里复活的主，亲自
来到他们中间，给予他们平安的祝福，鼓舞了这一群失望气馁，软弱的门徒，使他
们重新充满热烈的盼望。

主祭：杨德成神父

复活的主也宣告仍要与门徒同在。“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

主讲：陈宾山神父

28：20）复活的主不再受时空的局限，不再受死亡的拘禁。祂断开了一切的捆锁，

形式：讲座、慈悲串经、感恩祭

永远与门徒同在，保守他们平安，这也正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厄玛奴耳的主，就是
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

下周庆节预告
（本周因为是在复活节八日庆典之内，故此不庆祝圣人庆节）
4 月 2 日【周一】 圣方济各保拉(最小兄弟会会祖) St. Francis of Paola

复活的主此时此刻正与每一位基督徒同在，无论我们在顺境或逆境中，祂都没有远
离我们。正是这复活的主使我们的生命发生了转变。切愿每一位基督徒都经验到这
复活的喜讯：“主复活了！主真的复活了！阿肋路亚！”愿这喜讯能除去我们一切的失
望和恐惧，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隐修士；纪念日）
4 月 4 日【周三】 圣依西多禄 St. Isidore（主教、圣师；纪念日）
4 月 5 日【周四】 圣味增爵 · 斐勒略 St. Vincent Ferrer （司铎；纪念日）
4 月 7 日【周六】 圣若翰 · 兰沙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司铎；纪念日）
4 月 8 日【主日】 神圣慈悲主日 Divine Mercy Sunday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 www.holycr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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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周 2018年
温馨提醒：
请尽早把慈善周捐款信封投入圣堂的
捐献箱里；或将支票寄往新加坡明爱
(地址: Catholic Centre, 55 Waterloo,
#08-01, Singapore 187954)
谢谢大家慷慨捐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