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旬期第四主日

【福音与我】 （路 15：1-3,11-32）

教宗方济各：天主从不厌倦我们

浪子回头

四旬期是醒悟的时期，是天

福音中的两个 儿子，小儿子最初一败涂地的 生

主赐予我们的时期，是天主

活，自暴自弃 ，他不敢相信父亲会重新相认 。

愿意我们从内心昏睡中醒来

长子不满和无 法接受父亲无视继承权事宜， 无

的时期。我们的意愿是让心

条件地让任性浪荡的弟弟回家，並且强调：

灵保持“更加清醒、留心和参与”。

“你这个弟弟 ，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对 于

我们需要天主的光。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看待

父亲的慈悲之爱，两个儿子都无法理解。同

（路 15：32）

“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

2022年3月26日

事物：天主的光吸引我们、唤醒我们，以及重

理，我们是天 主的子女，我们回家找天父， 是

新点燃我们的祈祷。我们能以天主圣神的力量

祂最大的喜乐 。我们离家愈远，回家时给祂 的

克服疲倦。我们需要向天主的光敞开心扉。让

喜乐也愈大。 天父会以宽恕、怜爰及喜乐的 心

我们在每天结束时把自己置于祂面前，因为祂

情等待我们 。(参考毎日圣言)

能唤醒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比如，打开圣
经，让福音照亮我们的步伐、燃烧我们的心；

本堂3月份线上华语诵念玫瑰经

或者我们可以注视十字苦像。天主从不厌倦我

诚邀 大家一起上 线 ，共 融合一祈

们，祂能改变我们的时日，赋予我们一个崭新

求圣母为我们转祷。

的 光 、 一种 不 同的 光 和一 种意 想 不到 的 光。

3月26日（周六）晚上9pm

（梵蒂冈新闻网）

Zoom会议号 :
898 9385 4170

本堂2022年四旬期反思步行：

密码 : 273252

回顾与分享会
邀请参加者一起上线，在Zoom平

慕道团礼仪活动

台来个回顾及分享共融聚会。

考核礼于6 pm华语弥撒中举行，

3月31日（周四）晚上8pm

请继续为候洗者祈祷。

Zoom Meeting ID： 833 0176 7922
Passcode： lent2022

第一次考核礼及授信经礼：

点击链接 tinyurl.com/LentenWalk2022

3月 26日（周六）

祈祷室开放

第二次考核礼及授天主经礼：

4月 2日（周六）

祈祷室将从4月1日起，每天
开 放 至 晚 上10pm， 供 已 完

教宗2022年3月祈祷意向

成疫苗接种的教友祈祷。

为基督徒回应生命伦理挑战：祈愿我们这些基

每一时段只限10人，全程必

督徒，在面对新的生命伦理挑战，始终以祈祷

须戴上口罩 。

和社会行动捍卫生命。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 诚邀您来陪伴耶稣，与主密谈！～
萧永伦神父

6777 5858

henry.siew@catholic.org.sg

堂区捐献 PayNow: UEN #T08CC4054D Robertus 神父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堂区秘书处: 6777 5858 | 9729 9087

刘闰南神父

6777 2523

martin.low@catholic.org.sg

圣若瑟追悼厅

9788 4433

Kenny Yeo

chc.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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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第四主日

2022年3月26日
本堂四旬期周五：英语拜苦路及弥撒
4月1日及8日

2022年四旬期线上宣道会
主题： 祈祷与爱德

弥撒7pm， 拜苦路7.30pm

日期： 3月9日至4月6日(五个周三）

无傍晚6pm弥撒

时间： 7.45pm - 9.15pm
形式： 拜苦路，宣道，降福
第四讲: 3月 30日（周三）

本堂四旬期集体忏悔礼

张伟刚神父《爱德是全德的联系》

3月30日（周三）上午10am

第五讲: 4月 6日（周三）

4月6日（周三）晚上8pm

马帅神父《在爱德中彼此担待》

于圣堂内举行。

Zoom链接： tinyurl.com/rally2022

Zoom会议号： 810 6459 7560

圣周礼仪/弥撒时间表

密码： 968580

4月 9/10日

圣枝主日

弥撒时间照旧

4月 14日

主的晚餐弥

6pm（华语）， 8pm

圣周四

撒及濯足礼

弥撒后于诸圣厅朝拜

教委福传组主办：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弥撒
日期: 5月 22日（主日）

圣体,9pm至午夜

时间: 7.45pm – 9.15pm

4月15日

主受难日

7.30am, 9.15am，

主祭: 张思谦神父

圣周五

(须守大小斋)

11am（华语），1pm,

地点: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3pm, 5pm

4月 16日

复活前夕守

6pm（华语），

圣周六

夜礼弥撒及

9pm

入门圣事
4月 17日

形式: 诵念玫瑰经、见证分享、

双语弥撒
*场地有限，有意参加者，请发简讯给国章(9818 4769）
或文祥兄弟(8290 7372)

复活主日

弥撒时间照旧
7.30am, 9.30am,

11.30am, 5pm

2022年慈善周
请支持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每年
主办的四旬期慈善筹款活动。

你的付出转变生命

所筹善款将救助新加坡明爱属下

你可以通过 PayNow 或支票捐献。
圣十字架堂：UEN T08CC4054D。
（写明“Mass Collection”）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的天主教慈善机构。

请大家慷慨捐献，尽早把捐款信封交回本堂。
萧永伦神父

6777 5858

henry.siew@catholic.org.sg

堂区捐献 PayNow: UEN #T08CC4054D Robertus 神父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堂区秘书处: 6777 5858 | 9729 9087

刘闰南神父

6777 2523

martin.low@catholic.org.sg

圣若瑟追悼厅

9788 4433

Kenny Yeo

chc.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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