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主的我们，要如何才能与耶稣一起复活呢？ 
 

2) 光荣复活的耶稣，祈求祢光照在旅途上的信仰者，一起步入祢的 

    光荣之中。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  

（哥 3：1） 

五月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2019年5月3日（周五）8pm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儿童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2019年5月3日 (周五）7.45pm-9pm            

地点： St Michael Room 

基督复活了！ 基督永恒慈悲之大爱 

 

逾越节三日庆典，我们首先纪念主的最后晚餐，及其为门徒洗

脚。借此祂离世前留下了永远爱情的圣事，在教会内常行不

衰，祂以自己的体血，作为滋养我们生命的饮食。祂又亲躬洗

脚，谦卑服务，立下了彼此相爱、互相服事的榜样。 
 

接着我们跟随基督足迹，与祂受苦的步伐一致，从山园祈祷出

流血汗，到饱受鞭打头戴茨冠，受尽侮辱、历尽苦痛、背负十

架走上加尔瓦略山直至被钉死难。祂以生命从恶之深渊，拯救堕落的人类。 
 

第三日基督从死中复活，战胜了死亡、魔鬼及其同伙，而得新生，焕发荣耀光彩，更

新人类生命及宇宙万物。因着祂的光荣复活，我们也充满永生的希望。「基督既从死

者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统治祂了。因为祂死，是死于罪恶，仅仅一次；祂

活，是活于天主。」（罗6: 9-10）我们将来也要分享祂复活的永恒生命。 
 

基督经历及进入了苦难的深渊，而后从死中复活。祂的复活，原是光耀璀璨，却也是

含泪的祝福；在祂复活的身体上，留下了钉痕及长矛刺透的五伤。我们深自庆幸，有

这样一位伟大救主，充满永恒的爱与慈悲，以祂倾流的最后一滴血与水，诞生了教

会，天主子民的团体。看！基督复活了！今天就临在你我心中，临在你我的生命中，

临在我们的聚会与赞颂中，阿肋路亚！阿们。  （摘自【天亚社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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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复活前夕守夜礼 / 4月21日  复活主日 

   读经一：创世纪  1 : 1 - 2 : 2      

   读经二：出谷纪  14 : 15 - 15 : 1  

   读经三：依撒意亚先知书   55 : 1 - 11  

      书信： 罗马人书  6 : 3 - 11  

      福音：圣路加  24 : 1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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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的圣迹 

今天我们庆祝基督的复活。圣教会肯定这是天主的创造宇

宙与救援人类在历史中绵延的顶点；复活奥秘不是人间的

经验，也不是科学知识所能证明的。福音描述玛利亚玛达

肋纳在清晨携带着香料，前往安置耶稣的坟墓，要傅抹祂

的遗体，但是惊骇不已，因为墓穴敞开了，圣屍也不见

了，有天使在场宣布耶稣已经复活了。 
 

空墓是耶稣复活的圣迹，是我们信德的基础，“耶稣曾为

了我们的过犯被交付，又为了使我们成义而复活。”(罗

4：25)“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不过各人要依照自己

的次第：首先是为初果的基督，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於

基督的人。”(格前15：22-23) 这就是我们将来要随同圣教

会迈向天主的国度的保证。   (摘自：张春申《妙音送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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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本周因是在复活节八日庆典之内，故不庆祝圣人庆节） 
 

4月23日【周二】*圣乔治  (殉道) St. George                         

                          *圣道博 （主教、殉道） St. Adalbert of Prague  

4月24日【周三】圣斐德理 （司铎、殉道）St. Fidelis of Sigmaringen 

4月25日【周四】圣马尔谷 （圣史）St. Mark 

4月28日【主日】*神圣慈悲主日   Divine Mercy Sunday 

                          *圣伯多禄·尚纳 （司铎、殉道）St. Peter Chanel 

                          *圣葛利农（司铎） St. Louis M. Grignion de Mont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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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耶稣复活堂 

神圣慈悲主日庆典 
 

主讲：王养毅神父          

主祭：杨德成神父    
 

    日期：4月28日（主日)      

    时间：1.30pm – 4pm  

    地点：和平之后堂 

    形式：慈悲串经、讲座、 

     感恩祭、覆手祈祷  

                    2019年华语住宿避静           主持: 陈宾山神父 

                                  主题: 在痛苦中体验天主的临在         主办: 教委灵修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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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7月5日（五）9am - 7月7日（日）3pm （包括主日弥撒） 

地点: 城市海滩度假村City Beach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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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蒂玛圣母游行与感恩祭    

主祭：林创勋神父 

日期：5月4日（周六）,7.30pm 

地点：和平之后堂 

家庭玫瑰经 

5月是圣母月，有意邀请圣母军团员 

前往家里诵念玫瑰经的教友， 

请联络:  

                   林  荣 姐妹 96973299 

             蔡俊钿兄弟 90622020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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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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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神父们 恭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基督光荣复活 + 世人共庆重生 

 恭贺13 位新领洗者加入天主教的大家庭 

2019年慈善高尔夫球赛及晚宴  

为庆祝建堂40周年，本堂举办慈善高尔夫球赛及晚宴。 

活动所筹得善款将全数捐赠予The Cenacle Sisters 会院建设基金。 
 

日期：4月 24日 (周三) 

地点：胡姬乡村俱乐部 Orchid Country Club 
 

温馨提醒已订购餐桌者： 

晚宴设在俱乐部 SAPPHIRE SUITE，Orchid Lodge，Level 2，  

7pm登记，7.30pm晚宴开始。 

询问：周怀 97850866 

新加坡天主教神恩复兴团体主办: 2019圣神降临复兴大会 

主题: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主讲: 王春新神父    

                                                  主祭: 林长震神父 

 日期: 5月 1日（周三，假日), 9am–5.30pm,  圣弥额尔堂    

 报名: 需要报名, 免付费 (爱心奉献) 

 形式: 敬拜赞美、讲座、明供圣体、圣体医治、感恩祭 

 报名电话: 健祥 9862 6801，洲南 9684 8989， 爱莉 9662 0935 

堂区T裇领取 
 

凡已订购堂区T裇的教友，请于 

5月4/5日在教堂门口领取。 

http://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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