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悲伤、痛苦、失望时，我有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祈求祂的恩          

    宠和助佑吗？ 

2)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竟赐下祂的独生子”。我能体会天父的深情大  

    爱吗? 我如何还报祂的恩情？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祂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若3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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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路同行会主心 
 

     日期：3 月 16 日（周五） 

     时间：7.30pm - 9.30pm 

     地点：圣十字架堂，St. Michael 讲堂 
 

        ~ 诚邀大家与我们一起拜苦路 

                    默想耶稣苦难 ~ 

         周五拜苦路及弥撒 

                   四旬期的周五：  

                 3月16日 及 23日 
 

         * 7.30pm – 拜苦路 (英语） 

              * 8pm – 弥撒（英语） 
 

 

                  无 6.15pm 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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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日  四旬期第四主日     
 
 

      读经一： 编年纪下   36 : 14 - 16, 19 - 23                         

        读经二： 厄弗所人书   2 : 4 - 10  

         福音 :    圣若望  3 : 14 - 21           

 

 

 

 

 

 

圣若望把梅瑟在旷野里高举铜蛇，解救被蛇咬的人的事件, 

应用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说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

个救恩的行为, 为使那些相信的人能获得永生, 永生即是指

天主永远临在的生命。天主是如此地深爱这世界, 甚至为

我们牺牲了祂最珍贵的圣子。由此可见, 天主不是要判断

人, 而是要拯救人。天主藉这个恩赐开始了对这世界的审

判：那些接纳和信赖主耶稣的就会得救，那些不信的就会

丧亡。主耶稣为进入黑暗的光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为自己选择生活在主的光明中，或者继续活在黑暗中。我

们自由地选择进入或走出这关系，没有勉强和强迫。 
 

救恩已经赐给我们，我们该如何去对这份恩赐做出适当的

回应？我们要努力去爱人，但不求他人要回应我们的爱；

努力去为他人付出，但是不要求他人一定要接受我们的付

出；当我们在为别人做这些事时，永生已经在我们的生命

中开始了。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q=Jesus+Carrying+the+Cross+Drawings&view=detailv2&&id=2EA9CF111D2BF631F5CD87710F29C45B896D779B&selectedIndex=59&ccid=7HfvY22f&simid=608012472453956117&thid=OIP.7HfvY22f6iBpL7Jzz_4IPgDMEs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3月13日 【周二】 教宗方济各当选纪念日（2013），请为教宗祈祷。 

   3月18日 【主日】 耶路撒冷的圣济利禄 St. Cyril of Jerusalem 主教，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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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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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本周到本堂售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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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旬期证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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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三月祈祷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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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裕益荣休主教庆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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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和好圣事简介 - 怎样办告解                                    
 

耶稣在复活那天晚上，显现给宗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若20 : 22-23) 。耶稣把赦罪的 

权柄交给教会。基督建立和好圣事 (忏悔、告解) 的本意不纯粹在于赦免人在领洗后

所犯的罪，更在于彰显天主的慈爱，使人能在一个可见、可感觉、可触摸的有形标

记中，去接触天主的仁慈，感受到被宽恕和被接纳的幸福和喜乐。一个人在领洗后

再次犯罪，就会失去与天主及教会共融的关系。耶稣召叫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断的悔

改皈依，所以每当我们犯了罪，就应该去领受和好圣事。 
 

和好圣事五步骤 

1. 省察：呼求圣神光照，按圣经或天主十诫、圣教四规、七罪宗， 

             省察自己的良心，所冒犯天主的罪过。 

2. 痛悔：真心痛悔所犯的罪过。 

3. 定改：立定志向，决心改过，不再犯罪。 

4. 告明：到神父前，说出所犯的罪过。 

5. 补赎：神父按所犯的罪过给予补赎，可以是诵念经文或其他善行。 
 

个人告解的程序 

 一）忏悔者到神父前，划十字圣号，说：「求神父降福，准我罪人告解。」 

             「我从上次告解到现在已有（说出时间），在这段期间，我所犯的罪 

       有…。若有忘记的罪，或别人因我所犯的罪，都求神父赦免。」 

二)  忏悔者细心聆听神父的教导及给予补赎。 

三)  忏悔者以悔罪经或用自己说话表示忏悔，求天主宽恕：  

       悔罪经：「天主，为了我所犯的一切罪过，及我的失职怠惰，我全心痛悔； 

       因为我如此得罪了祢，极仁慈、极崇高的天主。现在依靠祢圣宠的助佑， 

       我全心定志，善作补赎，以后再不敢犯罪，并躲避一切犯罪的机会。」 

 四）神父赦罪，将手伸向忏悔者并念赦罪经。   

五)  忏悔者离去后，履行补赎，在完成补赎后，才算获得和好圣事的实效。 
 

信友怀着悔改之心，向司铎（神父）告明自己（领洗后所犯） 

的罪，且对所告的罪痛悔并定改。司铎代表天主赦免其罪， 

使之与天主及教会重修旧好。《天主教法典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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