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在苦难之中，我是否依然心存感激，诚心地为他人祈祷，请求天主 

     赐福于他们？ 
 

2）我是否有每日反省，承认自已在思言行为上所犯的错处，请求天  

     主的赦免？ 
 

 

   “ 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 

     就是解祂的鞋带，我也不配。 

     祂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        (路 3：16 )      

圣母无原罪始胎 
 

 

 

人类中除了圣母玛利亚以外，人人都染有原罪。圣母始胎无染原罪

的信理是以圣经作为根据，在【创3：15】圣经上所预许的那位女

人，就是圣母玛利亚。她踏碎魔鬼的头颅，就是她不受魔鬼的恶势

力所控制，即是圣母完全不受任何罪污的侵害 - 始胎无染原罪。 
 

1854年12月8日，教宗庇护九世颁布钦定『圣母始孕无玷』信德的通谕：至圣童贞玛

利亚在她始孕的第一瞬息，因着全能天主的殊异恩宠，仗赖着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

功勋，灵魂上已有了天主的宠爱, 就免染原罪的玷污。  
 

一般人以为，所谓『圣母始胎无染原罪』，是指圣母在受孕之初，天主的恩宠一次

而永远地降临于她，使她得以奇迹性地免受一切罪污。这种解释无疑是忘记了天主

的恩宠和人类响应的互动作用，其实即使天主赐给最大的恩宠，假若缺乏了人以爱

去响应，恩宠也有竭尽的一天。圣母以她最大的爱去回应天主赏赐给她的这项殊

恩，所以天主的恩宠得以毫无阻碍地在她身上发挥作用，圣母才能终身保持她的纯

洁无玷。 
 

因着基督救赎的功劳，我们基督信徒，在领洗时，由原罪而来的罪根已一次而永久

性地被赦免，灵魂上纯洁无罪，便该效法圣母以最大的爱去回应天主的恩宠，使这

恩宠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 但我们仍要日新又新，在诱惑中不断跳越出来，就能像

圣母一般终身保持灵魂纯洁，日后能与她共聚天庭。    

（摘自：《钦定圣母始孕无玷信道通谕》）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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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8/9日  将临期第二主日   
         

       读经一:  巴路克先知书 5 ：1-9     

       读经二:  斐理伯人书  1 ：4-6，8-11  

         福音 ：圣路加  3：1-6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午间弥撒：12.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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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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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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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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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上主的道路 

天主要我们欢乐。因为天主赐给我们光荣和正义，给予

我们永生的荣耀。正义的和平与虔诚的光荣是天主应许

世人的。主所应允的，一定会实践。我们每次祈祷时，

总是怀着喜悦的心，能为他人祈祷，必得天主的降福。

真诚地传布福音，宣传天主对世人无限的宠爱的我们，

福报也会是满满的。在福传的工作上，最重要的是悔

改，如果不能摒弃过往的罪恶，口头上所讲的，都是假

话，不足为信。我们要接受悔改的洗礼，才能得到赦

免。每次参与弥撒时，我们都要诚心地承认个人所犯的

罪，并祈求天主的赦免。深信积极而真实的悔改，就会

“凡有血肉的，都要看到天主的救援。”  

 (摘自：2018/19年将临期至圣诞期反思册子 

《共融中的积极守望》)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12月11日 【周二】圣达玛稣一世(教宗) St. Damasus I 

  12月12日【周三】瓜达鲁佩圣母 Our Lady of Guadalupe 

  12月13日【周四】圣路济亚（贞女、殉道) St. Lucy 

  12月14日【周五】十字圣若望（司铎、圣师）St. John of the Cross                                                             

                          2018年圣诞福传 - “爱的礼物”  

                                 主讲：慕道团总神师萧永伦神父 
 

日期：12月16日(主日)              时间：2pm – 4pm 

地点：博爱村礼堂  Agape Village Hall (7A 大巴窑8巷 邮区 319264） 

歌唱：圣采琪合唱团                报名：黄慧娜 9159 8100      

         ~ 请邀请非教友参加。请向堂区慕道团负责人报名。~ 

教委青少年小组主办青年信仰生活营2018 

                     主题：期待 • 渴望 • 来临    |   讲员：黄飞翔执事                                           

    日期：12月14 日 - 16日（周五至主日）|  地点：圣母圣诞堂     

    对象：13 - 20岁          

    报名费：$30  网上报名：tinyurl.com/acamsyouthcamp2018 

    更多详情：郑天智 91136598 acamsyouthcomm@gmail.com 

将临期的准备 – 和好圣事 

圣十字架堂 : 12月 19日（周三）时间：8pm  
 

西区圣堂举行和好圣事日期 (时间：8pm) 

 12月 14日 （周五） 圣体堂 

 12月 18日 （周二） 圣依纳爵堂 

 12月 20日 （周四） 天使之后堂 

 12月 21日 （周五） 圣方济亚西西堂 
 

教委将临期华语忏悔礼 (和好圣事） 

12月15日 (周六) 1pm – 2.30pm 于善牧主教座堂举行。 

目的：教友妥办告解，为庆祝圣诞节作好准备。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2019年度中文儿童要理班  

  本堂将于2019年为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开办中文儿童要理班。 
 

     上课日期：每星期六，5pm-6pm   

     开课日期:  2019年1月19日  

           地点：圣十字架堂三楼课室  

     报名截止：12月31日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 2018年圣诞联欢会  
 

                 12月 29日 (周六弥撒后),  7.45pm - 10pm 

                        于圣堂底层餐厅及诸圣厅举行。 

  节目精彩: 共融晚餐、圣诞佳音、有奖游戏、圣诞短剧、幸运抽奖 … 

                 收费: 每人8元。 参加者不需带礼物来互换。  

       餐劵已所剩无几，有意购买者，请联系：淑鸾 97850863 或 嘉华 97475096 

圣 诞 节 弥 撒  
 

    圣诞节前夕平安夜    华语弥撒：报佳音 9.00pm  弥撒 9.30pm 

    (24/12/18 周一)             英语弥撒：弥撒 6.30pm（儿童圣诞化妆盛会及弥撒）  

         子夜弥撒 11.30pm（报佳音及弥撒） 

     圣诞节本日             英语弥撒：7.30am,  9.15am 及 11am      

     (25/12/18 周二)                               (无傍晚6.15pm弥撒) 

  星之旅 - 将临期 音乐分享会 

        教委灵修组音乐侍奉团队呈现      
 

     12月16日（主日）7pm - 9.30pm   

                   天主教灵修中心 
 

         报名: 丽娟姐妹 9127 1710    

                  咏虔弟兄 9186 9762     
 

         诚邀各位教友携同亲朋好友 

                或非教友共赴盛会。 

  2018年将临期 

 “一元爱的捐献”  
(G.O.D. – Gift of One Dollar) 

 

本周末将有第二次收捐。 

今年所筹得善款将资援 “Boys’ Town”  

(儿童城）。请大家慷慨捐献。 

感恩弥撒及倒数 2019 年晚会 

年末（12月31日，周一） 

双语弥撒：9pm  /  倒数晚会：10pm  

于圣母山旁的大厅举行 

   节目精彩：美味夜宵、歌唱、游戏、 

          幸运抽奖、才艺表演等等 ... 

   收费：每人5元     报名：各组织团长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q=all+saints,+clipart&hl=en&biw=1920&bih=856&tbm=isch&tbnid=5ywVqhj_5vgNgM:&imgref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nc/clipart/14519/saints&docid=DSsbYQ-wUadJXM&img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discountmugs/upload/cliparts/imag
mailto:acamsyouthcomm@gmail.com
http://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