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十 字 架 堂

1）‘旷野中的呼号’是邀请我们省察在生活中的缺点，承认自己的
过失，接受悔改，培养自己和天主之间的和好关系。悔改帮助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我们准备好心灵, 度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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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这个将临期里，我要铺怎样的一条路，带领他人更接近耶稣和
体验耶稣的爱呢？

“我以水洗你们，祂却要以圣神洗你们。”
（谷1 ：8）

2017年12月9/10日 将临期第二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40: 1-5, 9-11

将临期的准备 – 和好圣事
日期：12月15日 （周五）

读经二：圣伯多禄后书 3: 8-14
福音 : 圣马尔谷

1: 1-8

地点： 圣十字架堂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西区圣堂举行和好圣事日期/时间
12月14日（周四）

圣体堂

时间：8.00pm

12月18日（周一）

圣依纳爵堂

时间：8.00pm

12月19日（周二）

天使之后堂

时间：8.00pm

12月20日（周三 )

圣方济亚西西堂

时间：8.00pm

传真机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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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周六) 1.30pm 于主教善牧堂举行。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目的：教友妥办告解，为庆祝圣诞节作好准备。

2017 华文圣诞联欢会
12月23日 (周六弥撒后) , 7.45pm - 10pm
于圣堂底层餐厅及All Saints Hall 举行。
节目精彩 - 共融晚餐、圣诞佳音、圣诞短剧、幸运抽奖 ...

欢迎教友和非教友们踊跃报名参加，
一起欢欣庆祝救主的诞生和体验圣诞的欢乐。
联欢会收费为每人8元。 参加者不需带礼物来互换。
报名: 嘉华 97475096， 淑鸾 97850863 或 各组织团长

6773 5676

弥撒时间

教 区 将 临 期 华 语‘和 好 圣 事’

~ 本周末，您可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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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8.00pm

报名截止日期: 12月9日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第二根紫色蜡烛代表“和平”；

愿我们能与他人分享基督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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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依撒意亚书上记

开始前15分钟

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祂的途径。”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今天的福音实现了依撒意亚先知的默西亚来临的预告。
默西亚的先驱洗者若翰的使命是呼吁以色列人接受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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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悔罪的洗礼，同时也宣告基督的来临。当时有很多群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众听了劝告且接受若翰在约旦河的‘悔罪’洗礼。以色列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人坚信天主与他们同在，始终渴望有个美好的将来，默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西亚是他们的信仰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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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临花环

2017年 将 临 期 “一元爱的捐献” (G.O.D. – Gift of One Dollar)

将临花环，也称将临圈或将临树〔叶瑟树（依11: 1-10）〕。
花环里有三根紫色的蜡烛、一根粉红色及一根白蜡烛。每主
日点燃一根蜡烛，到了圣诞日当天，才点燃中间的白色大蜡

一年一度的 “一元爱的捐献” 将临期公益活动已经在将临期第一主日展开。
今年所筹得善款将资援 “明晰 CLARITY” 天主教慈善机构。

本堂将于本周进行第二次收捐。请大家慷慨捐献。

胡姬花水墨画拍卖筹款

烛，象征着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花环并不是教会礼仪上
的必须品，而是在16世纪从德国传遍欧洲，又传遍各地的民间家庭习惯，以增加期
待圣诞的气氛。近年许多圣堂也以将临花环来增添将临气氛。
花环的圆形象征天主的无始无终及永恒。常青树枝象征天主的永恒不变及新生命，

一幅以圣十字架堂命名的新品种胡姬花水墨画
已经在12月3日起开始接受拍卖，请大家踊跃竞标！
截止日期2017年12月25日。最高竞标者将被通知。

尤其是祂常存不变的爱及祂的生命。蜡烛的光，象征着基督的光来到世界，驱散黑
暗，照耀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路 1：79）。

年末（12月31日）感恩弥撒 及
倒数2018年晚会
双语弥撒 : 9pm

|

倒数晚会：10pm
（于圣堂底层餐厅）

节目精彩 – 降福家庭，才艺竞赛 ...
晚会收费：每人5元（包括夜宵，礼包等等）

聚圣团12月份活动

圣诞节前夕平安夜 (24/12/17)

教宗12月祈祷意向

电影观赏：

为年长者：愿受到家庭和基督

日期：12月22日（周五）

徒团体支持的年长者，能运用

《近距交战 Joyeux Noel》

他们的智慧与经验，传播信仰

和培育新世代。

* 才艺竞赛：报名 Pauline 96615137 *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下周庆节预告
12月11日 【周一】圣达玛稣一世 (教宗；自由纪念日) St. Damasus
12月12日【周二】瓜达鲁佩圣母（自由纪念日) Our Lady of Guadalupe
12月13日【周三】圣路济亚（贞女、殉道；纪念日) St. Lucy
12月14日【周四】十字圣若望（司铎、圣师；由纪念日） St. John of the Cross
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圣诞节弥撒

时间：7.45 – 9.30pm

地点：St. Michael 讲堂

华语弥撒：
报佳音 9.00 pm

弥撒 9.30 pm

英语弥撒：
报佳音 6.30 pm

弥撒 7. 00 pm

报佳音 11.30 pm 弥撒 12am

圣诞节本日 (25/12/17)

天主教神恩复兴25周年

英语弥撒：7.30am,

神恩复兴治愈大会（英语）

9.30am 及 11.30am

主题：激发圣神的恩赐
日期：12月13日（周三）

时间： 7.30pm - 10pm
地点： 圣十字架堂
讲员： Jim Murphy
欢迎参加！

(无傍晚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