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怎样聆听天主给我的计划？我采取了那些具体的行动，

圣 十 字 架 堂

来服从并实践祂的计划？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 我有接受天主的邀请，全心全意地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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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 路 1：38 )

2017年12月23/24日 将临期第四主日
读经一：撒慕尔纪下 7: 1-5, 8-11, 16

在教堂保持警觉

读经二：罗马人书 16: 25-27

在这平安和爱的佳节里，让我们彼此记得自己的责任，

福音 : 圣路加 1: 26-38

对任何没有爱的行为保持警觉。以下是有关安全的几个贴士：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2. 如果你注意到有无人认领的包裹，或有人把包裹遗留下来，请告诉执勤员。

传真机

3. 弥撒开始之前熟悉教堂的火患出口。如果有疏散警报，请听从执勤员的指示。

午间弥撒：12.15pm

5. 如果你在教堂看到任何威胁安全的人与事，请向堂区的主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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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神父/华委神师萧永伦神父、
第四根紫色蜡烛代表“爱；

副堂神父 Fr. Robertus, Fr. Vinay,

愿我们在生活中与他人分享基督的爱。

及堂区华文委员会，在这普天同庆的圣诞佳节，

圣诞节 (25/12/17)

华语弥撒： 报佳音 9.00 pm 弥撒 9.30 pm | 英语弥撒： 7.30am, 9.30am 及 11.30am
英语弥撒： 圣诞剧 6.30 pm 弥撒 7. 00 pm
报佳音 11.30 pm 弥撒 12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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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福音是圣母领报的故事。天主派遣天使加俾额尔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开始前15分钟

探访童贞女玛利亚，宣告了天主的拣选和天国的救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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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当时玛利亚已经许婚待嫁，考虑到习俗和观念问
题，使得她内心深感不安；既然这是天主的旨意和救世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圣诞节弥撒
|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4. 在被疏散时，请不要慌张和乱窜。紧记 -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要有秩序的离开。

圣诞节前夕平安夜 (2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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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你注意到有任何行为可疑的人物，请向执勤员报告。

愿耶稣圣婴赐给您和家人平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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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傍晚弥撒)

计划，玛利亚以勇毅的精神加以接受。圣母谦逊服从的
美德及爱主爱人的榜样，是信友应效法的，我们要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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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这份超性伟大的母爱，以爱还爱，藉着祈祷认识天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主的召唤，负起建设天国的责任，把基督精神发扬光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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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圣诞

年末（12月31日）感恩弥撒 及 倒数2018年晚会

圣婴诞马槽普天同庆
救主临人间万众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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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向秘书处或书店购票。

圣经中并没有记载耶稣诞生的日期。罗马天主教自354年起，特定每年12月25日为
耶稣圣诞节， 世界各地均随从罗马教会所定的日期，庆祝圣诞节。天主预定的时
期到了，天主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降生于童贞圣母的净胎，救赎普世人类。

2017 华文圣诞联欢会

耶稣再谦逊、贫穷的境况中降生。天主将这喜讯传报给出身卑微的牧人。 那时

凡有购买联欢会餐劵者，请在今天弥撒后到圣堂底层

候， 有几个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 上主的一位天使在他们身边显现， 上主

餐厅，一起欢欣庆祝救主的诞生和体验圣诞的欢乐气氛。

的光明照耀他们， 他们非常惊骇。 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现在报告你们
一个令万民欢欣的大喜讯：救主今日为你们在达味城诞生了，祂是主默西亚。”
天使向牧人传报的喜讯，也是向我们世人传报的。 圣子的降生，就是为了爱我

们：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降生到世界上的时候，选了一位贫穷的母亲，一座小
城，一个马槽，用襁褓包裹着，躺在马槽里。当我们默想天主在“圣子降生成人”奥
迹中的无限仁慈，从而喜乐，并生发感恩之心。故我们应以爱还爱，知恩图报。
让我们偕同天军及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
“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下 周 庆 节 预 告

2018年度中文儿童要理班
本堂将于2018年为小学一年级学生开办中文儿童要理班。
班级程度：小学一年级（学生年齡：7 - 8 岁）
上课日期：每星期六，下午5点至6点正
第一课由2018 年 1 月 20 日开始。
上课地点：圣十字架堂三楼课室
课程备用品及费用将另外公佈
家长若有意为孩子报读以上儿童要理班， 请向本圣堂办公室外的柜台索取
报名表格。并在2018 年1月10日前把填妥的报名表格呈交给秘书处收。

开班详情将于日后公佈。

12月24日【主日】 耶稣圣诞 (节日前夕) Nativity of the Lord/Christmas
12月25日【周一】 圣诞节 Christmas Day
12月26日【周二】 圣斯德望 （首位殉道；庆日）St. Stephen Protomartyr
12月27日【周三】 圣若望 （宗徒、圣使；庆日）St. John， Apostle & Evangelist
12月28日【周四】 诸圣婴孩 （殉道；庆日）Holy Innocent
12月29日【周五】 圣多默• 贝凯 （主教、殉道；纪念日）St. Thomas Becket
12月31日【主日】 圣家节 （庆日）The Holy Family of Jesus, Mary & Joseph
圣思维一世 （教宗；纪念日，今年不庆祝）St. Silvester 1

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午间弥撒

欢迎黎晓明修士

本堂将于明年1月2日开始

自2018年1月2日开始，黎晓明修士

增多一台平日弥撒

周一至周五
时间：12.15pm

将到我们的堂区进行牧灵实习，
不久之后将晋铎为执事
及被祝圣为神父。
让我们欢迎黎修士的到来，
并在这段学习的期间支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