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要如何效仿耶稣的仁慈与宽恕？ 
 

2）“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有遵从耶稣爱主爱人的教导吗？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若8 : 11) 

教宗方济各：在天主面前人人都是透明的，让我们为穷人祈祷 
 

耶稣不喜欢虚伪，在《天主经》中始终没有‘我’这个字。教宗2月13

日在主持公开接见活动时说，祈祷不是一种为了自我心安的‘麻醉’，

只想到‘我’自己，而是一种‘为世界上所有穷人’求食粮的‘恳求’。 
 

教宗解释在《天主经》中缺乏‘我’这个字的表述。在我们的时代，

‘我’也许是每个人最关心的事。耶稣教导我们在祈祷时首先把‘祢’放在嘴边：“愿祢的名受

显扬；愿祢的国来临；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不是我的名、我的国、我的旨意。然后

转到‘我们’：“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不要让我们陷于诱

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在基督徒的祈祷中，没有人为自己求食粮，这祈求针对世界上

的所有穷人。我们的祈祷若不是以弟兄姐妹的团体名义而做，是无法上升至天主那里

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是一个祈祷的子民。 
 

教宗勉励“基督徒把他周遭人的所有困难都带到祈祷中，把痛苦，把许多人的面容，如朋

友，甚至是敌对者的面容，都带到祈祷中。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他周围有这么多人受

苦，如果他不怜惜穷人的眼泪，如果他对一切习以为常，那意味着他的心是用石头做

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恳求上主以祂的圣神触动我们，软化我们的心。” 
 

教宗亦提醒所有人“祈祷不能像鹦鹉般重复话语，要进入那奥秘：意识天主为父。否则，

你不是在祈祷。假如你不这样祈祷，就别祈祷也罢。” 
 

教宗最后说道“耶稣也叫我们为那些‘在表面上不寻求天主’的人祈祷。耶稣不是为健康的

人，而是为病人和罪人而来的。祂的目标是每个人，天父使祂的太阳光照义人，也光照

恶人。天父爱所有人！只需说「我们的天父」，便得享祂的爱。”（梵蒂冈新闻网） 

新约电影分享会 
 

日期：4月30日,  5月7、14、21及28日，五个周二 

时间：7.45pm - 9.45pm    地点：St. Michael 教室 

欢迎大家前来观赏电影，研读圣言，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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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6/7日 四旬期第五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43 : 16 - 21  

            读经二：斐理伯人书  3 : 8 - 14 

               福音：圣若望  8 : 1 - 11  

2 0 1 9 年  圣 十 字 架 堂 庆 祝 建 堂 4 0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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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音 与  我 
 

 

 

 

 
 

 
 
 

                               堪怜的淫妇 

“严人宽己”是一般人所共有的弊病，只能觉察别人的短

处，而不能自觉自省，甚至隐恶扬善於人前。 
 

今天的福音，道貌岸然在人前声望显赫的经师和法利塞

人，将一位脆弱无奈的罪妇，故意将她帶给耶稣定罪。实

际上是要设计诬陷，因为耶稣要面对罗马政府的法律、梅

瑟的法律、还有民众对祂的慈悲形象；那么难堪的境域，

我们可想而知。耶稣却泰然自若在地上写字，沉思片刻

后，耶稣的判决使众人愕视沈沈，“你们中间谁沒有罪，

就向她投石吧！”哗然问罪的群众，个个蒙羞而悄悄离

场，最后剩下罪妇留在原地，并没有乘机溜走，耶稣劝诫

她不要再犯错了，并且得到了罪的赦免。 (摘自：张春申

《妙音送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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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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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  （最后一周） 黄财龙神父 

                                     ~~诚邀大家踊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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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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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庆节预告 
 

 

4月11日 【周四】圣达尼老（主教、殉道）St. Stanislaus 

4月13日【周六】圣玛尔定一世  (教宗、殉道）St.  Martin 1 

    明晰主催  海星报 联办华语讲座  

     爱人，从爱己开始    
 

       4月13日（周六）下午2点至4点 
      CANA The Catholic Centre, 55 Waterloo St,  
        Level 3  Rms Mary & Magdalene S187954 
 
 

  报名热线 
 

     明晰电话： 6757 7990         

     电邮：registration@clarity-singapore.org  
 

     海星报电话： 6337 2465 

     电邮：haisingpao_activities@hotmail.com   
 

     讲员：胡慧红、李祉琦  

教宗2019年4月祈祷意向 
 

为战争地区的医师及他们人道救援的合作伙伴： 

他们甘冒生命危险为救助他人的性命。 

教委灵修组、复活堂华委及夫妇恳谈会 联办 

生活灵修讲座  

主题: 怎样渡一丰满的生活? 

主讲: 陈宾山神父 
 

   4月25日, 5月2、9、16、23及30日 

        逢周四晚 7.45pm – 9.30pm 

                     耶稣复活堂 
 

陈神父将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 

   及灵修学的角度来窥视人生的问题。 

   讨论课题包括人生意义、情绪处理、 

     人际关系、工作、痛苦和死亡。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2019年祝圣圣油英语弥撒 
 

         4月18日（周四）上午10时30分于武吉之马圣若瑟堂举行。 

            在弥撒中，神父们将重发司铎誓愿及由主教祝圣圣油。 

慕道团礼仪活动   
 

        慕道团将在今天弥撒中，为候洗/候选者举行第二次恳祷礼及天主经授予礼。 
 

       + 请为候洗/候选者祈祷：求主恩赐他们信德的真光，做天主子女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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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今天截止。 

         请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向证好 9728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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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周礼仪时间表 
 

     圣枝主日 4月13/14日   弥撒时间照旧 - 7.30pm, 9.30pm,  

                                       11.30pm 及 5pm 
 

     圣周四    4月18日       主的晚餐弥撒 7.30pm   

                                      *弥撒后于诸圣厅朝拜圣体至午夜  
 

     圣周五    4月19日       主受难日 - 7.30am, 9.30am, 11.30am (华语), 3pm 及 5pm 
 

     圣周六    4月20日       复活前夕守夜礼弥撒 8pm（双语证道） 

                                *无傍晚6.30pm华语弥撒* 
 

     复活主日 4月21日       弥撒时间照旧 - 7.30pm, 9.30pm, 11.30pm 及 5pm 

圣枝主日 (4月13日) 
 

                请在下周六弥撒开始前，到圣母山旁的广场领取圣枝及集合。 

                        弥撒前将有祝圣圣枝仪式及游行。 这是为了纪念 

                           主基督荣进耶路撒冷，以完成祂的逾越奥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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