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有诚心诚意地追随耶稣，让祂指引我向上向善吗？  
 

2）我能否舍弃过去的心理包袱，完完全全地接受天主支配，努力 

     宣扬真理，为圣教会服务？  
 

      “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 

                      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玛 5：16）    

   

教宗 2020年1月祈祷意向   
                   

为促进世界和平：愿基督徒、其他宗教的信徒、  

及所有善心人士，都能促进世界的正义与和平。  

  圣人伴我行 ：圣福若瑟神父，香港第一位圣人   

    St. Joseph Freinademetz （1852 – 1908) 
 

圣福若瑟 1852年4月 15日生于奥地利的一个虔诚公教家庭， 

共有九名兄弟姊妹。23岁晋铎，1878年加入圣言会，成为首批圣言

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1879年到香港并学习中文，于西贡对岸

的小岛盐田仔服务。岛上热心教友捐赠土地给教会兴建教堂。 
 

福若瑟神父在1881年前往山东南部，当时该省有1200万人口，但只

有158名教徒。福若瑟特别专注为平信徒及司铎的教育工作，他更

用中文写了一本要理书籍，对传教作出了巨大贡献。圣人在这地区传教27年，他不辞

劳苦，克尽职守，穿中式的长袍马褂，留着辫子，吃中国乡下人简单的食物，靠双腿

步行，在27年内，走遍面积七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一千万的山东鲁南教区，热切

的到处讲道、探访，施行圣事。最后因服务病人而感染伤寒，在1908年1月28日在济宁

城北逝世。 
 

福若瑟神父说：「爱是教外人所懂得的唯一外国语言。」 他在家信中写道：「我愿在

天堂仍是中国人，我愿为中国人死一千次，我没有其它的心愿，只希望我的尸骨埋在

中国同胞中间。」 
 

1975年10月10日教宗保禄六世宣布福若瑟为真福，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于2003年10月5

日册封他为圣人。每年的1月29日是庆祝圣福若瑟纪念日。 
 

2018年圣言会在香港公演「爱 ‧ 福传」音乐舞台剧，歌颂香港第一位圣人 - 圣福若瑟 

神父，搬演他一生福传的事迹，直到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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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日  常年期第三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8 ：23，9:1 - 3  

   读经二：格林多人前书  1 ：10 - 13, 17 

      福音：圣玛窦  4 : 12 - 23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enry.siew@catholic.org.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Martin Low    6777 2523 
mloww@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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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m 九日敬礼,  
4.45pm(英语）, 6.30pm(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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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与我 
 

 

 

 

 

 
 

           

                                  

改变一生的圣召 
 

今天的福音叙述耶稣是如何选择祂的宗徒。 

（一）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追随耶稣，无论我们的过去如

何，祂必能引导我们成为特出的领袖，帮忙祂达成天主所

委派的任务。我们不必疑虑个人的能力及所处的环境，天

主必给于我们足够的能力及智慧，来达成任务。祂要的是

我们的真心及完全的信服。 
 

（二）耶稣也会因材施教，把我们过去的经验，转化为今

日所需的技巧，使我们能劲松地达成任务。正如渔夫们的

耐心及对水域环境的了解，这正是做福传必须有的素质。

只要我们肯追随耶稣，让祂指引我们向上向善，我们必会

成功。    (摘自：2020 Bible Diary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1 月27日 【周一】圣安琪拉（贞女）St. Angela Merici   

    1 月28日 【周二】圣多玛斯 • 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1 月31日 【周五】圣若望鲍思高（司铎）St. John Bosco 

    2月  2日 【主日】献耶稣于圣殿日（当天弥撒中祝圣蜡烛）The Presentation  

                               of the Lord, 世界奉献生活日World Day of Consecrate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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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表格 - http://www.csctr.net  

          将在今年3月15日开始接受报名，先到先得。费用：S$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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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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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协会与教委信仰培育组联办 

若望福音讲座 
 

主讲: 陈宾山神父 (神/哲学双博士)  

地点: 耶稣复活堂礼堂    日期: 每逢星期四，2月6日 - 6月4日 

                   时间: 晚上7.30 – 9.30     收费: 乐捐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2020年原始周末  
 

   日期： 3月 20 - 22日 (住宿周末)     时间：周五晚上8点至主日下午5点 

   地点：夫妇恳谈会会所 （201B Punggol 17th Ave S829651) 

   报名：俊雄+诗蓉  8822 1918         永义+月圆  9732 9749 

      本堂神父们喜迎庚子鼠年 

                        恭贺大家 

       主赐平安福   人迎喜乐恩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农历新年正月初二弥撒 
            

1月 26日（主日） 

弥撒时间照旧。  

增建吊唁祈祷厅 

   我们本堂将增建一个吊唁祈祷厅，设在靠近餐厅后面的 

   停车场处。从1月尾开始将进行为期3个月的建造工程， 

   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您若愿意赞助建筑的费用，请写支票给 

   “Church of the Holy Cross” 我们欢迎您的爱心捐款。 

病人傅油圣事英语弥撒 

 2 月 16日（主日）下午5时 于圣十字架堂 

 弥撒中特别为病患者/体弱年长者举行傅油圣事。愿意接受傅油  

 者，请在弥撒前30分钟到圣堂门口登记。那些行动不便的，需 

要留在家里领受圣体的教友，也请在当天登记，以便我们日后安排圣体员到家 

里派送圣体给他们。呼吁大家参与弥撒，为那些无法出席的病人献上爱心祈祷。 

 

         祝贺萧永伦神父六秩寿辰之喜（1月26日）  

            感谢天主给予生命的恩典! 

             蒙天恩喜祝延年  感恩赞美主爱深 

      2020年2月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2月7日（周五）晚上8时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2020年2月儿童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2月7日 (周五） 

   7.45pm - 9pm @St Michael Room  

                欢迎年龄介于5-12岁儿童参加。  

2020年中文儿童要理班 
 

本堂的中文儿童要理班将于2月1日（周六), 5pm-6pm开课。课室 03-01 & 02 

              课程介绍会：课室 03-03 ((邀请家长们请于当天4.45pm 出席聆听)。 

      农历新年正月初三弥撒 

 由于假日是在星期天，1月27日(周一)是补休。 

    英语弥撒：8am      *无午间及黄昏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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