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否像三位贤士一样，到白冷城迎接耶稣，侍奉祂，并学习祂一生
的言行教诲？
2）我是否将天主降世救赎世人的好消息，宣扬于世上，让人人都敬奉
天主，得到满满的恩宠？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玛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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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4/5日 主显节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60 ：1 - 6

主显节 — 黄金、乳香和没药的真意义

读经二：厄弗所人书 3 ：2 - 3，5 - 6

福音：圣玛窦 2 : 1 - 12

“……贤士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在地
朝拜了祂；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等礼物奉献
给祂。”

福音与我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enry.siew@catholic.org.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Gerard Victor
6777 2523
Jerry.chcparish@gmail.com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说到“贤士”或“三王”，有不少传说，而且渐渐地有了名字，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对年龄身材也有了描写。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叫麦耳却尔
（Melchior），白发长胡，送给耶稣的是“黄金”。最年轻的叫卡斯帕（Caspar），面色

午间弥撒：12.15pm

红润，精神饱满，献给耶稣的是“乳香”。还有一位黑种人，名叫巴尔塔沙

（Balthasar），胡须新长出，献给耶稣的是“没药”。

周六黄昏：4pm 九日敬礼,
4.45pm(英语）, 6.30pm(华语)

“黄金”为金属之王，最为贵重，是进贡给君王的最好礼物。耶稣是君王。但祂自己说过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祂的国不在现世，而是神国，精神的神国。是以爱，而不是以法律来治理祂的子民。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子民应该尊敬祂，顺服祂，还爱祂。
“乳香”是在圣殿敬礼天主时，由司祭献上的。所以司祭是人与天主间的中间人，负有沟
通双方的职责。耶稣是大司祭兼祭品，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自我献给了天父。
“没药”是保存尸体不坏的精品。耶稣为世人而生，也为世人而死，但死后复活，永不再

天主降世救赎世人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贤士们千里迢迢来到了白冷城，拜见了耶稣圣婴。他们带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着满满的恩宠，回到他们的国度，宣扬天主降世救赎世人 开始前15分钟

死。透过祂的死，祂救赎了全人类。

的好消息。他们应证了天主的大爱，将独生子赐给世人。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了解了黄金，乳香和没药的真意义之后，我们就该知道用什么心态去同耶稣交往了。

我们在了解了耶稣到来的使命的同时，也明白祂将天主的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是君王，我们应该顺服祂，尊敬祂。是司祭，我们应该祈祷祂的帮助，使自己也变成

圣言，化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指标。我们的生活虽然忙碌，

赎罪之祭。是救主，永不再死，我们应该感激祂，终生不渝。

但也一定要把天主的圣言，带入我们的家中，工作的场

“新诞生的犹太人的君王在那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祂的星，特地来朝拜祂。”（玛2：
10）。藉着异星的出现和三王的千里跋涉，耶稣以“君王”，“司祭”的身份显示给了我们
世人。 （资料来源：蒋剑秋神父《把福音活出来》）

所，社交的环境中。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明智，更善美，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更能取悦于天主。 (摘自：苏礼文《主日证道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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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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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委举办：周末慕道课程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2020年新春团拜
《主爱恩典，新春蒙福》

开课日期：1月12日（主日） 上课时间：7.30pm – 9.30pm
地点: CANA，The Catholic Centre, 55 Waterloo Street #03-01 (187954)
对象: 有意在周末认识天主教信仰的朋友，和再慕道的教友。
预备期 - 2020年1月至6月，每月一次, 第三个星期天晚上。
慕道期 - 2020年7月至2021年4月 12日复活节，每月两次，
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晚上。

2月8日（周六）7.45pm于圣堂底层餐厅举行
节目：共融晚餐、歌舞表演、互动游戏、幸运抽奖
收费 : 每人$10 （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
报名 : * 组织成员请向各组织团长报名。* 非组织成员,从本周末起，
在每周六弥撒后，到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报名与询问：何国章兄弟 98184769, 卢开发兄弟 96690316

农历新年弥撒
2019年将临期“一元爱的捐献”
(G.O.D. – Gift of One Dollar)
中三领坚振班的青少年们为 “一元爱的捐献” 共筹得 $20,726.90 善款，
将资援“明晰 CLARITY” 天主教慈善机构。 感谢大家的爱心捐献。

华语皈依体验避静
日期：2020年8月12日 - 16日 地点：天主教灵修中心(CSC)
主讲者：吴诚才总主教
费用：S$250
报名表格 - http://www.csctr.net (2020年3月1日开始可下载)
将在2020年3月15日开始接受报名，先到先得。

2020年华文婚前预备课程
日期： 2020年3月 1日及8日（主日）， 9月 6日及13日 （主日）
时间： 9am – 5pm

地点： 2 Highland Road CAEC Building Singapore 549102
(教委会所 – St Michael Room 3rd Floor) / 报名费： $120/一对
询问： 丽碧 98782200 / 永明 96601970 / 秀琼 98524047

下周庆节预告
1月 7日【周二】 圣雷孟（司铎）St. Raymond of Penyafort
1月12日【主日】 主受洗日 The Baptism of The Lord

1月 24日（周五，除夕）

1月 25日（周六，正月初一）

英语弥撒：6.30am，12.15pm

华语弥撒： 9.15am，

*无黄昏弥撒

英语弥撒：7.30am，11am
**每台弥撒后有祝圣和分发桔柑**

《正月初一，周六黄昏弥撒及正月初二，主日弥撒时间照旧》

2020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1月18日至25日)
今年不同宗教的信徒将聚集于圣十字架堂，
举行基督徒合一祈祷会。
日期/时间：1月 23日（周四), 8pm
诚邀大家踊跃出席，齐心为 促 进 世 界 的 正 义 与 和 平 祈祷。

征聘全职/部分时间清洁员工
本堂要聘请清洁员工，主要工作是打扫教堂的所有课室，
办公室，楼梯间等。享有公积金及雇员福利。
有兴趣者，请电圣堂秘书处：97299087 / 67775858

堂区领袖退省 1月10-12日
萧神父，Robertus 神父将于1月10-12日, 带领堂区理事会核心成员
举行常年退省。请大家为此退省祈祷。

欢迎 Martin Low 神父
刘神父将于1月11日开始在我堂协助堂务。我们热烈欢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