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今天手持圣枝，同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是怀着什么心情？

圣 十 字 架 堂

2) 身为基督徒，我有效法耶稣舍己为人服务的精神吗？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 (路22 : 19)

圣周（Holy Week）是什么？
圣周是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前后事迹的节期，是四旬期的最后
一周，以圣枝主日为圣周的第一天，直到圣周六复活节守夜礼。
1. 圣枝主日: 弥撒前举行祝圣圣枝礼仪，追念两个重要事迹 –
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及祂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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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日 圣枝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50 :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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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二：斐理伯人书 2 : 6 - 11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福音：圣路加 22 : 14 - 23：56

福

音 与

我

午间弥撒：12.15pm

3. 圣周四至圣周六: “逾越节三日庆典”。这几天是基督徒礼仪生活的高峰；追念耶稣在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世生命的最后几天的奥迹，重演基督救世工程中经历的受难与复活。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圣周四日间:
主教与全体神父共祭弥撒及祝圣圣油礼仪，神父们在主教面前重新宣发司铎誓愿。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主教祝圣三种圣油：慕道者圣油，傅油圣事圣油，至圣圣油。
基督的苦难

弥撒揭开“三日庆典”的序幕。晚间弥撒是为纪念耶稣的最后晚餐：建立圣体圣事及圣秩

圣枝主日亦称基督苦难主日。今天的进堂仪式是信友手持

圣事。弥撒讲道后，有濯足礼。弥撒礼成后，主祭不降福教友。恭迎圣体到特别预备

圣枝，隆重地列队步行入圣堂，为纪念当年耶稣荣进耶路

的祭台。祭台上的祭布、烛台等都卸去，圣体柜门也洞开着，象征耶稣被捕，也为表

撒冷，准备接受苦难和圣死来完成天主的救赎使命。
福音是重演圣路加记载耶稣基督的受难史。让我们反躬自

圣周五 (教友需守大小斋):

问，总督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过程当中，三次声明耶稣无

主受难日是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本日的礼仪分三部分：圣道礼仪、朝拜十字架

罪，那耶稣到底所犯的是什么罪呢？耶稣究竟为谁受苦受

礼和领圣体礼。本日祭台应完全赤露，沒有苦像，沒有烛台，也沒有台布。主礼等所

难？当耶稣被兵士们钉上十字架时，还不忘向天父祈祷，

用的礼服为红色(殉道者的颜色)。受苦受难的基督被视为殉道者的原型与模范。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难作整体性的追念。

示哀悼。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2. 圣周一、圣周二、圣周三: 主耶稣受难的前导，信徒对耶稣苦

圣周四晚间: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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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周六:

宽恕无知的肇事者和相关的人士，显示了基督的慈悲。最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后还答允侧边同样受刑的凶犯，因觉悟悔改而得到基督的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复活前夕守夜礼是逾越节三日庆典的核心与最高峰。它是四旬期与复活期的分界点，

救恩。(摘自：张春申《妙音送长风》)

也是銜接点。在晚间举行：以光、圣言、水（傅油）、及感恩祭显示基督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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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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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华语住宿避静

祝贺本堂萧永伦神父晋铎28周年

主持: 陈宾山神父

主题: 在痛苦中体验天主的临在

(14.4.1991 - 14.4.2019)

* 走一趟亚巴郎的信仰旅程（创12 - 25）在天主内反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痛苦

感谢天主给予教会司铎圣召的恩宠。让我们诚心祈求天主，

日期: 7月5日（五）9am - 7月7日（日）3pm （包括主日弥撒）

赋予神父坚强活泼的信望爱三德，一生忠心跟随基督，

地点: 城市海滩度假村City Beach Resort

并将天主的恩宠散播给天主子民！

费用: 每人S$200（包括双人房住宿及膳食）

报名: 容仪 86458158， 瑞琴 98758730

报名截止: 4月30日

报名表格可从教委网站下载 http://www.cams.org.sg

奉献神花活动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教务委员会举办）
奉献神花的意向：

主办: 教委灵修组

1. 为新教友全心信赖天主，为基督作证

神圣慈悲主日庆典
主讲：王养毅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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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祭：杨德成神父

2. 求赐更多人接受恩赐成为慕道者
活动日期：4月21日 - 6月16日
为方便统计神花数目，请在5月25日和6月15日，把完成的神花单张交回堂区。
* 请今天就拿取单张，踊跃参与。

主讲: 陈宾山神父

日期：4月28日（主日)

4月25日, 5月2、9、16、23及30日

时间：1.30pm – 4pm

逢周四晚 7.45pm – 9.30pm 耶稣复活堂

地点：和平之后堂
形式：慈悲串经、讲座、
感恩祭、覆手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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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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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2019年4月祈祷意向

在弥撒中，神父们将重发司铎誓愿及由主教祝圣圣油。

圣周礼仪时间表
圣周四

4月18日

*弥撒后于诸圣厅朝拜圣体至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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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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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庆节预告
4 月18日【圣周四】 日间：圣油弥撒 Chrism Mass；
晚间：主的晚餐 The Lord’s Supper

*无傍晚6.30pm华语弥撒*
）
） 逾越节

4 月19日【圣周五】主受难日 Good Friday of The Lord’s Passion ） 三日庆典
4 月20日【圣周六】复活前夕守夜礼 Easter Vigil
4 月21日【复活主日】 *Easter Sunday of the Lord’s Resurrection
*圣安色莫 (主教、圣师）St. Anselm

主的晚餐弥撒 7.30pm

）

复活主日 4月21日

弥撒时间照旧 - 7.30pm, 9.30pm, 11.30pm 及 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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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