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主耶稣，我虽未能以肉眼看见祢，但我很诚恳地说:“我信，

圣 十 字 架 堂

我主！我天主！”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 主，请教导我们以信德及天父启示的恩典，来宣扬祢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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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爱的救援。

“ 不要作无信的人，但要作个有信德的人。”
（路20 ：27）

圣人伴我行：圣刘方济，首位在中国殉道的欧洲传教士

2019年4月27/28日 复活期第二主日（神圣慈悲主日）
读经一：宗徒大事录 5 : 12 - 16
读经二：圣若望默示录 1 : 9 - 13，17 - 19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福音：圣若望 20 : 19 - 31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福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St. Francisco Fernandez de Capillas，O.P)

音 与

我

圣刘方济于1607年生于西班牙，17岁加入道明会。1631年，当时他是

传真机

一位执事，被派到菲律宾作传教工作，翌年晋升铎品。在菲律宾10年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的福传洗练，是为到中国传教工作的准备。1642年4月，终于如愿到

6773 5676

午间弥撒：12.15pm

中国的福建省传教。圣人除了旧衣一身，日课一本，苦像一尊外，身
无他物。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1644年，清兵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满洲人仇教情绪高涨，敌视传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教士，并加以迫害。外籍传教士不得不游走各处，传教工作只能暗中
进行，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圣刘方济却依然如常照顾教友。
一日圣人去福安城，为教友行病人傅油圣事，在返回途中，被官兵发现，束手就擒。
圣人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折磨，依然坚持信仰。在狱中圣人写道，“我在这里和其他犯人
建立了友谊。他们问我关于福音和天主的问题。我不在乎出狱，我知道我是在行天主

信仰的恩宠
今天的福音叙述复活的主耶稣，两次显现在门徒的聚会当

中，多默宗徒从猜疑不信到相信，因为他要求凭证才会相
信。事实上，一般人的思维，很难想象到人死后怎么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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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旨意。我不可以在夜间不去睡觉而在祈祷。我就躺在床上祈祷直到天亮。我在这里

复活？而多默很明确地知道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致命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的。门徒们的梦想与希望也随着耶稣的遗体一起埋葬在石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有很多的喜乐，无所牵挂。因为我知道这是为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日子中，我找到了

洞里了。

不容易找到的珍珠。” 1648年1月15日黄昏，圣人在福安湖山被斩首处决。罪名为传播
邪教，煽动民心背叛新皇。官方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在经过长时间痛苦后，他被斩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耶稣显现在多默面前要求验证时，劝导他要作个有信德的
人，最后还说:“那些沒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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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这样可以和他那位在同样情形下被处死的主见面。”梵蒂冈认可圣刘方济是第一位

句话的含义，确定了基督的复活必须藉着相信而接受，这

中华殉道圣人。

是天主的创造与救援的能力使死亡的耶稣，进入了天主永

1909年5月2日由教宗碧岳十世荣列真福，2000年10月1日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

恒的生命境界里。除非是得到天主的启示，否则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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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法肯定的。 (摘自：张春申《妙音送长风》）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人。

2019年 圣十字架堂庆祝建堂40周年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教务委员会 35周年庆典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主题：迈向共融创未来

日期： 4月27日 (周六弥撒后)

日期：7月27日（周六）

时间： 7.45pm - 10pm

感恩弥撒

午宴

地点： 圣堂底层餐厅及诸圣厅

主祭：吴诚才总主教

时间：12pm

* 已购买餐劵者请准时出席，

共祭：教委神师萧永伦神父及多位神父

地点：万兴酒楼 (1 Maritime Square

时间：10.30am

#04-01 HarbourFront Centre，

地点：圣十字架堂

S099253)

票价：$400/桌， 每人$40
报名：玉华姐妹 81136087 / 慧娜姐妹 91598100
* 组织成员请向各团长报名付费。
* 非组织者，可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报名付费。
报名截止：5 月 26日 座位有限，请尽早报名

新加坡明爱会主办华语讲座

法蒂玛圣母

主题：在基督内，死亡已化为永生

游行与感恩祭

* 以信德的力量面对死亡 *
第一讲: 预先护理计划

讲员: 廖克华护士

第二讲: 从基督信仰来看待死亡

讲员: 林顺明神父

主祭：林创勋神父

日期: 5 月 10 日(周五) 时间: 7.30pm – 9.30pm
地点: 博爱村，一楼礼堂 （大巴窑八巷）

5月4日（周六）
7.30pm
和平之后堂

报名: 68017400 agqpevillage@caritas-singapore.org

* 座位有限，请尽早报名 / 入场免费，欢迎乐捐

下周庆节预告

堂区T裇领取

复活节庆祝会 : 主题：“活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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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同欢共庆救主的复活,
恭喜13 位新领洗者加入天主的大家庭 *

公共假日（劳动节）

教宗2019年4月祈祷意向

英语弥撒

为战争地区的医师及他们人道救援的合作伙伴：

5月1日 (周三) 8am

他们甘冒生命危险为救助他人的性命。

(当日无傍晚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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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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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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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周一】 圣加大利纳（贞女、圣师） St. Catharine of Siena
4月30日【周二】 圣比约五世（教宗）St. Pius V
5月1日 【周三】 圣若瑟劳工 St. Joseph the Worker
5月2日 【周四】 圣亚大纳修 （主教、圣师）St. Athanasius
5月3日 【周五】 圣斐理伯及圣雅各伯 （宗徒） SS. Philip & James

五月圣时

儿童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5月3日（周五）8pm

5月3日 (周五）7.45pm-9pm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地点： St Michael 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