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会内的每一项圣召都源自耶稣怜悯的目光。祂宽恕我们、

圣 十 字 架 堂

爱我们、并召叫我们跟随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常提醒自己要怎样认识耶稣、怎样跟
随祂、怎样与这位善牧建立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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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若10：14）

十字驿站 （新移民聚会）

2018年4月21/22日 复活期第四主日
读经一: 宗徒大事录 4 ：8 - 12

公共假日（劳动节）

邀请华人新移民来参加十字驿站的聚会。

5月1日 (周二) 8am （英语弥撒）

通过家庭式的聚会在主内共融与分享。

(当日无傍晚弥撒)

读经二: 圣若望一书 3 ：1 - 2

福音 ：圣若望

10 ：11 - 18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地点： #03-08 课室

耶稣升天节（当守瞻礼)

联络：卿卿

5月 9 日 (周三)

9829 7432

堂区秘书 6777 5858

圣召主日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日期： 4月 27日（星期五）
时间： 7.30pm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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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夕黄昏弥撒
6.15pm英语，8pm华语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5月 10 日 (周四) 英语弥撒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本周末为圣召主日，

6.15am，12.15pm，

弥撒中的收捐都充作

6.15pm, 8pm

教区善牧所用。
感谢大家慷慨解囊！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联办: 奉献“神花”活动
2018年2月14日 - 5月31日
神花：圣体、祈祷、刻苦、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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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积极参与此活动。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复活的基督要以怎样的关系与我们同在？今天的福音，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耶稣说：“我是善牧。”祂与我们的关系就像一个善牧和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羊的关系一样。祂强调善牧不是佣工，不是为了薪水而

开始前15分钟

工作，因为善牧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识祂。善牧的爱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是以对方为中心的爱；是无条件自我牺牲的爱，就如同
天父与圣子耶稣的那种亲密无间的爱的关系一样。
今天是“善牧主日”也是“圣召主日”，教会提醒我们跟随
主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圣召。复活的基督已将自己从
圣父那里领受的生命通传给我们，召叫我们与善牧同
行，认识祂、信赖祂、听从祂、跟随祂，祂要引领我们
一起走向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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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星报主办 - 欣赏教堂建筑讲座

2018年世界圣召祈祷日

主题：庄严优雅古典式

「聆听、分辨及活出上主的召叫」

日期：4月28日（周六）

时间： 2pm - 4pm

地点：善牧主教座堂附楼（二楼）
主讲：方济虎威兄弟，建筑师、作家、本报专栏《玫瑰窗》作者。
内容：通过悦目的图片，轻松的讲述，分享欣赏教堂建筑的知识和喜乐。
并设有奖问答游戏！
收费：$10

教宗方济各于第55届世界圣召祈祷日发表的文告中指出：

“全然和永远奉献于天主和服事弟兄是多么的美好，而且
也是一份恩宠。我们要慷慨和勇敢地回应祂的召叫，聆听
祂的声音，分辨我们在教会和世界上的使命，活出祂赐予

截止：4 月18 日

报名：6337 2465 haisingpao_activities@hotmail.com

我们的恩典。”
教宗首先指出:“我们需要聆听，因为天主总是非常谨慎地

门徒学习天 - 宣扬喜讯
日期：4 月 29 日（主日）时间：2pm - 6pm
地点：博爱村 Agape Village (大巴窑 8巷)
带领：黄财龙神父及教委信仰培育组
形式：教导、互动、祈祷
报名：国泰 9824 4645
截止：4 月18 日

文瑞 9001 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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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听到祂的声音，从不强迫我们。然而，有时祂的
声音会被我们心中的许多烦恼和挂虑所淹没。如果我们仍然自我封闭，持守旧习，
冷漠地在自我狭隘圈子里浪费生命，我们就无法察觉天主对每一个人的特别召叫。

这样我们便会失去伟大理想，无法参与天主为每人安排的独特生命历程。”

排外的经济，并知道如何开辟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灵性上的分辨，每个基督徒在生活中都应发挥『辨认内心』

新途径。

的能力，领悟上主在何处及何事上召叫他，好能参与祂的救赎工程。”

~无需费用，欢迎乐捐~

“圣召也要求我们积极活在当下，不可拖延对它的回应。福音的喜乐不能等待我们的
缓慢和怠惰；如果我们只向窗外观望，作个旁观者，不愿接受这选择的风险，喜乐
就与我们无缘。圣召就在当下！”

下周庆节预告
4 月 23 日【周一】圣乔治 St. George (殉道；自由纪念日)
圣道博 St. Adalbert of Prague（主教、殉道；自由纪念日）
4 月 24 日【周二】圣斐德理 St. Fidelis of Sigmaringen（司铎、殉道；自由纪念日）
4月 25 日【周三】圣马尔谷 St. Mark（圣史；庆日）
4 月 28 日【周六】圣伯多禄·尚纳 St. Peter Chanel（司铎、殉道：自由纪念日）
圣葛利农 St. Louis M. Grignion de Montfort （司铎：自由纪念日）
4 月 29 日【主日】圣加大利纳 St. Catharine of Siena（贞女、圣师：纪念日）
（今年不庆祝）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家庭玫瑰经
日期：5 月 4 日 (星期五 )
时间：7.45 pm
地址：Blk 441B #26-23 Clementi Ave 3 （丽华姐妹的家）
家庭玫瑰经公开给教友参加。
欲知详情，请联络圣母军团员；兰英姐妹 90178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