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是否因世俗的腐化，失去了盐与光的作为？ 

 

2）基督徒不要嫌弃自己为主作证的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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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理故事：盲人过独木桥  
 

有一座独木桥，下面是万丈深渊。从上面经过的人没有不瑟瑟发

抖的。一天，一位盲人来到独木桥边，以一根竹杆在前探路，一

边哼着小曲，一边还抬头仰望长空，轻轻松松地过了独木桥。 

有人叫住过了桥的盲人，说：“你知道刚才通过的是一座惊险万分

的独木桥吗?” 

盲人笑着答道：“我是盲人，任何路径对我来说，不都像惊险万分

的独木桥吗?” 

“那你不怕危险吗?”旁人又问。 

“我不知道啥是危险，我只知道用木杖一步步探路，然后一步步的踏实走下去 

而已。”盲人肃然回答。 
 

故事虽短，却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天主没有把我们一生的“独木桥”给我们看，也没有将明天的事预先告诉我们， 

乃是因为怕我们会裹足不前，不知道如何活好今天。天主要人靠祂而活，祂的 

话就是我们脚前的明灯。 
 

【人心里都策划自己的行径；但他的步伐却由上主支配。】”（箴言16：9） 

 2020年华文婚前预备课程 
 

   日期：2020年3月1日及8日 （主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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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望福音讲座 

  讲座原定于2月6日开始， 

因疫情突发事件 

将延期举行， 

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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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9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58 : 7 - 10  

   读经二：格林多人前书 2 : 1 - 5 

      福音：圣玛窦  5 : 13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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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与光 

 
 

光能照耀，盐是调料， 

耶稣以盐和光作为比喻来

训导门徒，目的是鼓励基督的门徒应具有良好的行为，虔

诚信仰的生活见证。我们因领洗跟随了主耶稣，才能成为

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盐和光具备了外在的形象和内在的

能量，相似教友在内心的仰慕和体验福音的光照，流露于

外在的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精神。信仰生活要谨慎，远离世

俗的腐化，真心诚意以善行善表光照别人，潜移默化使众

人分享天主的福音。(参考：2020每日圣言) 
 

《盐放在锅裡，可以影响到整锅的食物；没有了盐，食物

就没有了味道。光源可以照亮很大范围；没有光，一切都

处于黑暗中。我们身为基督徒，需要在生活中见证信仰的

味道和光彩。盐的味道，是为了整锅的菜；光大明亮，是

为了照亮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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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2月10日【周二】圣女斯高拉蒂加 （贞女） St. Scholastica  

2月11日【周二】 露德圣母   Our Lady of Lourdes 

                         世界病患日 World Day of the Sick 

2月14日【周五】圣济利禄 (隐修士)及圣美铎第（主教）（欧洲主保圣人）   

                         SS. Cyril & Methodius    

                         +新加坡善牧主教座堂祝圣纪念日 Anniversary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2020年慕道团礼仪活动 

2月 16日(主日)  全国慕道团甄选礼前退省日 

2pm – 4pm 在博爱村举行。 
讲员：何国章兄弟        弥撒主祭：张思谦神父 

 

+ 请为慕道友祈祷，祈求圣神开启慕道友的心灵耳目， 

   在退省中感受到天主的大爱和召叫，开放地接受这份恩宠。 
 

2 月 29 日（周六）遣使礼 

在6.30pm 华语弥撒中举行。慕道者准备心灵， 

将被派遣去参加全国慕道团甄选礼。 
 

3 月  8 日（主日）全国慕道团甄选礼                                                              

2pm – 4.30pm在海星圣母堂举行，由吴总主教主持。  

 

3 月 21 日（周六）第一次恳祷礼及信经授予礼 

在 6.30pm华语弥撒中举行。 
 

3 月28日（周六）第二次恳祷礼及天主经授予礼 

在6.30pm 华语弥撒中举行。 
 

+ 请为候洗/候选者祈祷：恳求天主圣神坚定他们对主的信赖，领悟圣洗是 

   天主赐予的礼物，是通向幸福永生之路。 

+ 请为慕道团神师、核心及团员祈祷：恳求天主圣神的火燃烧他们的心， 

   开放他们的灵，增强对福传的热爱。 

   

教宗 2020年 2 月祈祷意向   
 

为聆听移民的呼声：愿众人聆听并重视深受贩运罪行  

                         之害的移民弟兄姐妹的呼声。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四旬期宣道会共乘巴士安排 

教友们有意共乘巴士，前往圣雅丰索堂，参与3月4日宣道会， 

请在本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登记。 
 

              收费: 每人$4 (双程)   /   集合地点/时间: 起程 - 圣十字架堂 6.45pm  

              报名: 玉华 81136087                               回程 - 圣雅丰索堂 9.45pm 

2020年教委四旬期宣道会       

主题： 在基督内逾越 

每逢周三在圣雅丰索堂举行。 晚上 7.45pm - 9.45pm     

形式：拜苦路、 弥撒和宣道 

   3月 4日: 悔改 - 萧永伦神父      3月 11日:  牺牲奉献 - 黄飞翔神父            

   3月18日: 成全天主的诫命 - 贾召平神父   3月25日:  奉行天主的旨意 - 张思谦神父                

   4月  1日: 活出真理 - 黄财龙神父 

                                           ~~诚邀大家踊跃出席~~ 

取消：华文团体2020年新春团拜 
 

鉴于近期武汉病毒疫情突发事件，大型活动（尤其是聚餐之类）都要暂停。 

为了大家的健康及安全，我们决定取消于今晚举行的新春团拜。 
 

餐劵退款：1.  已在圣堂门口购买餐劵的教友们，可在今天周六弥撒前后， 

                     到圣堂门口凭劵退款。    

                 2. 组织成员请把餐劵交给所属团长，以方便团体退款。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圣灰礼仪  (需守大小斋） 

弥撒时间 

   前夕 2月25日（周二）：6.15pm, 8pm （华语） 

           2月26日（周三）：6.15am, 12.15pm, 6.15pm                       

                                         及 8pm 

四旬期的首周五 - 2月28日 

英语拜苦路 7.30pm，弥撒 8pm 

  *四旬期华语灵修活动将于下周刊登。 

 

为应对武汉病毒疫情， 

堂区的神父们将不在 

弥撒后与教友们握手， 

直到情况好转为止。 

尚请教友们谅解。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