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明白耶稣显圣容的意义吗？

圣 十 字 架 堂

2）我感谢耶稣为救赎我而牺牲。我愿意参与这救恩工程，努力福传，
帮助他人也获得救恩。

“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祂。”
(路 9 : 35)

圣人伴我行：圣博德纪念日（3月17日）St. Patrick
圣博德是爱尔兰的主保圣人。生于389年，相传他祖籍是罗
马，世居英伦三岛。据圣人自述，他在16以前，过着世俗的
生活，从未想到献身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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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6/17日 四旬期第二主日
读经一：创世纪 15：5-1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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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二：斐理伯人书 3：17 - 4：1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福音：圣路加 9：28-36

福

音 与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我

403年，圣人年约十四、五岁，被海盗掳到爱尔兰为奴整整
六年。圣人侍奉异教主人，饱受艰苦，但却使圣人的圣德大
有进步。他出外牧羊时，在旷野中日夜祈祷，一心念主；有
时风吹雨打，四肢冻僵，他仍如老僧入定，端坐不动。
六年后从主人家中逃出，回返故乡后，先在法国攻读神学，领受了铎品。经过十余年
的磨练，四十三岁，博德受圣日曼诺斯祝圣为主教，由宗座正式委派到爱尔兰传教。
当时，平民百姓对博德的讲道深感兴趣，纷纷弃邪归正，但异教的僧徒，对圣人恨之
入骨，一再唆使人暗杀他，每次均赖主特佑，化险为夷。圣人不辞劳苦；到处建造教
堂，创立修院，以培植神职人才。当时被劝化的异教徒，不计其数，全赖圣人的努力
使爱尔兰整个民族全部皈依了天主教。
圣博德是一个品德高超 “择善固执”的领导人，除了以身作则外，他动员教友传教，并
鼓励年轻男女献身于基督。他常以爱尔兰盛产的三叶草做比喻来讲解天主圣三的奥
秘。他给几千人施过洗，上到贵族，下到奴隶，但他自己却非常谦卑地说「是主的恩
典使我能够一生以真理和谦卑服事各族的人，直到最后。」后来，圣人成为爱尔兰区
主教，整个爱尔兰民族接受了教化，皈依了基督。
圣人成功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依靠上主的安排。他常说:「我已将一切托付在天主手
中。」圣博德于461年安然逝世。

下周庆节预告
3月18日 【周一】耶路撒冷的圣济利禄 （主教，圣师）St. Cyril of Jerusalem
3月19日 【周二】圣若瑟（圣母净配）St. Joseph，Spouse of the B.V.M.
3月23日 【周六】圣道斌（主教） St. Turibius de Mogrove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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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改变容貌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今天的福音是耶稣显圣容。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重复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要求门徒必须背十字架, 跟随祂后, 才会进入光荣。耶稣显圣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容究竟有什么意义?
首先，耶稣面容改变，衣服发光，反映祂光荣的一面，显露
了祂天主性的身份，有助巩固满怀疑虑门徒的信心。对三位
宗徒来说，大博尔山的时光无比幸福、喜乐、充满光明，尤
其是能在天主近前尝试到天国的喜乐。他们把那美好的山上
时光永远铭记在心，直到他们走完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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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亦让人看出十字架的终点是一个光荣的境界：苦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路过后, 就是光荣。故事中的梅瑟和厄里亚代表着旧约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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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和先知。两人的一生都是通过苦难而完成使命，因此，他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们的出现，表示旧约的法律和先知皆肯定耶稣所选十字架的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苦路是正确的。（摘自：《我灵赞颂主 ibreviarium》, 薛恩博枢机讲道集） 善会。第三主日为天主教基金会。

2019年 圣十字架堂庆祝建堂40周年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慕道团礼仪活动

2019年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主题：“共融”
每逢周三在圣雅丰索堂举行。 晚上 7.45pm - 9.45pm
形式：拜苦路、 弥撒和证道
3月20日 陈宾山神父
4月 3日 李明发神父
3月27日 张思谦神父
4月10日 黄财龙神父
~~诚邀大家踊跃出席~~

2019年四旬期堂区英语退省

主讲：SELVA RATHINAM 神父

3 月16 日（周六）6.30pm 华语弥撒中举行遣使礼。
3 月17 日（主日）2pm–4pm 在圣十字架堂，由吴总主教主持全国慕道团甄选礼。
3 月30日（周六）6.30pm华语弥撒中举行第一次恳祷礼及信经授予礼。
4 月 6日（周六）6.30pm 华语弥撒中举行第二次恳祷礼及天主经授予礼。
+ 请为候洗/候选者祈祷：恳求天主圣神坚定他们对主的信赖，
领悟圣洗是天主赐予的礼物，是通向幸福永生之路。
+ 请为慕道团神师、核心及团员祈祷：恳求天主圣神的火燃烧
他们的心，开放他们的灵，增强对福传的热爱。

主题: 基督徒的生活 - 作一个能分辨的门徒
4月5日（周五） 8.30PM - 介绍
4月6日（周六） 9am - 3.30pm（包括午餐）
4月7日（主日） 2.30pm - 9pm（包括晚餐及弥撒）

地点： 圣十字架堂
请预先报名以方便我们准备餐点。上网报名：扫描右边二维码
电话报名：9729 9087

电邮报名： holycross@singnet.com.sg

复活节庆祝会 : 主题：“活出爱”
日期： 4月27日 (周六弥撒后)

时间： 7.45pm - 10pm

地点： 圣堂底层餐厅及诸圣厅
收费： 每人10元 （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报名截止日期： 4月6日
从本周末起，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向证好 97282829

苦路同行会主心 (华语）

教宗2019年3月祈祷意向
为认清基督徒团体的权利：
愿基督徒团体，尤其是受

迫害的团体感觉到与基督

或 玉燕 97202267 购买餐劵。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一起欢庆救主的复活。

日期：3 月 29 日（周五）
时间：7.45pm - 9.30pm
地点：圣十字架堂，诸圣厅

的亲密，及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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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诚邀大家踊跃出席~

受到尊重。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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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筹款活动，这是见证天主的爱的方法之一。所筹善款

将用于天主教慈善机构，包括没有收入或低收入者和
家庭 、边缘青年、残障和弱势人士、精神病患者等等。这个周末，请每人索取一个
慈善周捐款信封，将献礼放入信封后投入圣堂的献仪箱内；或将支票寄往新加坡
明爱 (Catholic Centre, 55 Waterloo, #08-01, S187954) 。请大家慷慨奉献爱心。

时间： 8pm

4月 4日（周四） 天使之后堂

4月 8日（周一） 圣十字架堂

4月9 日（周二） 圣方济亚西西堂

4月 10日 (周三） 圣依纳爵堂

4月11日（周四)

圣体堂

教委主办：四旬期华语忏悔礼
4月 6日 (周六) 1pm – 2.30pm于耶稣复活堂举行。

四旬期周五：拜苦路及弥撒 (英语）
3月22日，29日, 4月5日 及 12日
* 7.30pm – 拜苦路

* 8.00pm – 弥撒 （无 6.15pm 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