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圣体祈祷室是教友与主相遇最佳之处，在宁静中更接近耶稣。

圣 十 字 架 堂

2) 工作需要祈祷，祈求促进工作的能力，这是教友生活的准则。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耶稣说：“我正是为这事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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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1: 38)

2018年2月3/4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特准免禁 肉 食

圣灰礼仪 2月14日 (周三)

2018年 2月16日（周五）

(需守大小斋）

新马汶主教团于2017年1月主教会议中，
决定教友将获得特准，于2018年2月16日
（周五）适逢新春佳节，农历新年正月
初一，当天免禁肉食。2月14日 (周三)
圣灰礼仪日，圣教会规定教友必需守大
小斋。

新春团拜

读经一： 约伯传

7：1– 4, 6 – 7

读经二： 格林多人前书 9：16 – 23

福音 : 圣马尔谷 1：29 – 39

华语弥撒：6.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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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弥撒：6.30am, 12.15pm, 8p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四旬期首个周五 2月16日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英语拜苦路 7.30pm； 弥撒 8pm

传真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农历新年弥撒

午间弥撒：12.15pm

日期：25/2/18（主日）
时间：傍晚6:30
地点：圣堂底层餐厅
收费：每人 $40

2月15日（周四，新年除夕）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英语弥撒： 6.30am， 12.15pm
*无黄昏弥撒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这与往年

2月16日（周五，正月初一）

不同的新春大团拜！

~你可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
报名截止日期：17/2/18

华文夫妇恳谈周末 – 3月16日~ 18日
华恳夫妇将于这周末到本堂区来，邀请
夫妇参加3月16-18日的周末。想参加
周末的夫妇们，请到圣堂门口华恳
摊位购买周末的半价优惠固本。
联络： 伟雄+敏敏 9185 3972
俊雄+诗蓉 8822 1918

今天福音描述耶稣在葛法翁会堂里讲道后，便到西满的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华语弥撒：7.30am；

家，治愈了他岳母的病，又为群众治病和驱魔直到深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英语弥撒：9.30am

夜。清晨，耶稣到荒野祈祷后，就往邻近的村镇继续宣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讲福音。耶稣到处宣讲、驱魔、治病和祈祷，使人感到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每台弥撒后有祝圣和分发桔柑。

2月17日（周六， 正月初二）
弥撒：8am
2月17/18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
的黄昏及主日弥撒时间照旧

祂的生活是多么的忙碌与紧凑，这都是为了众人的悔改
和信从褔音而努力。治病和驱魔显示耶稣具有天主的治
愈能力，也是吸引人们的眼光和追随，在人的生活空间
实践了天主的救恩。
耶稣传扬天国临近是执行天父给予祂的使命，亦是为了
救赎众人并分享天主的生命。天主的助佑帮助我们在忙
碌和紧凑的福传工作，能够得到天主的恩宠和工作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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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区 消 息

本堂消息

(www.cams.org.sg)

(www.holycross.org.sg)

2018年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主题： “悔改 • 重建 • 归回”
从2月21日开始，每逢星期三在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举行。
晚上7.45pm - 拜苦路， 8.15pm - 感恩祭

圣灰礼仪及斋戒
圣灰礼仪是“四旬期”的开始，在四旬期第一主日前的周三举行。
灰烬是由去年祝圣过的棕榈圣枝焚化而成。将祝圣过的灰烬傅抹
在信友的前额，象征着人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主礼在额头上分放

2月21日

走出罪恶的奴隶（若8:11）

主祭：萧永伦神父

圣灰时念：“你们要回头改过，信从福音！”（谷 1：15），表达耶稣在四旬期中对我

2月28日

转向耶稣（路8:24)

主祭：陈宾山神父

们罪人的召唤；或“人哪! 你要记住，你原来是土，后来仍要归于土。”

3月7日

与主重建关系（路15: 21）

主祭：蔡汉坤神父

3月14日

拉匝禄！出来吧！（若11: 43 ）

主祭：张思谦神父

（创 3：19），使人忆起原祖被逐出乐园的情景。

3月21日

归回主爱 （若21:15）

主祭：黄财龙神父

圣教会规定一年中只有两天需守“大小斋”：圣灰礼仪及主受难日。传统上，“小斋”：
指的是禁止食用热血动物的肉，如猪牛羊鸡鸭等；但不禁止冷血动物的肉，如鱼虾

共乘巴士安排

蛤蟹等；鸡蛋、奶油，猪油等不在禁食之列；凡年满14岁的信友，就该守小斋。

教友们有意共乘巴士，前往圣雅丰索堂，参与2月21日

“大斋”指的是在一天内只准吃一顿饱饭，其他两餐，可吃半饱。18岁至59岁的信

教委四旬期证道会，请在今天弥撒后，到圣堂门口登记。

友，都该守大斋。身体衰弱或有其他特殊需要者除外。

收费: 每人$4 (双程)
集合时间/地点: 6.45pm 于圣堂圣母山前。
联系: 宁恩 98186675, 贵春 91812642

华语皈依体验避静（CERM）

圣教会劝勉信友要注重斋戒的精神意义，在生活中以牺牲及善功净化心灵，以荣主
爱人作为精神的斋戒。 祈祷、守斋和施舍是-四旬期旅程上的神修工具。

下周庆节预告

日期：2018年5月23-27日

2月 5日【周一】圣佳德 St. Agatha（贞女、殉道；纪念日）

主持：吴诚才总主教（讲座以英语进行，有华语翻译。）

2月 6日【周二】圣保禄弥基及同伴 SS. Paul Miki and Companions （殉道；

地点：天主教灵修中心 Catholic Spirituality Centre
1261 Upper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534796
对象：仅限参加华语弥撒/团体的教友。

纪念日）
2月 8日【周四】圣业乐·艾明廉 St. Jerome Emilliani （自由纪念日）
圣若瑟芬·柏姬达 St. Josephine Bakhita （贞女； 自由纪念日）

报名抽签：2018年3月3日 9.30am 开门，10am 准时关门。

2月10日【周六】圣女斯高拉蒂加 St. Scholastica （贞女；纪念日）

抽签地点：天主教灵修中心 St.Peter Hall

2月11日【主 日】露德圣母 Our Lady of Lourdes（纪念日；今年不庆祝）

每人仅限一个抽签名额，个人必须亲自或请人代替出席抽签。
报名费：新币200元

世界病患日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