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的心目中, 谁是那些“最小的兄弟”? 我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圣 十 字 架 堂

2) 爱是赚得天国的筹码, 是得救的保障, 让我们努力活出爱的精神。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我父所祝福的, 你们来吧! 承受自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玛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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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5/26日 基督普世君王节

将临期的准备 – 和好圣事

读经一：厄则克耳先知书 34: 11 - 12, 15 - 17

日期：12月15日 （周五）

读经二：格林多人前书 15: 20 - 26, 28
福音 : 圣

时间： 8.00pm

玛

窦 25: 31 - 46

地点： 圣十字架堂

时间：8.00pm

12月18日（周一）圣依纳爵堂

时间：8.00pm

12月19日（周二）天使之后堂

时间：8.00pm

12月20日（周三）圣方济亚西西堂

时间：8.00pm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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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周六) 1.30pm 于主教善牧堂举行。
目的：教友妥办告解，为庆祝圣诞节作好准备。

12月23日 (周六弥撒后) , 7.45pm - 10pm
于圣堂底层餐厅及All Saints Hall 举行。
节目精彩 - 共融晚餐、圣诞佳音、圣诞短剧、幸运抽奖 ...

欢迎教友和非教友们踊跃报名参加，
一起欢欣庆祝救主的诞生和体验圣诞的欢乐。
联欢会收费为每人8元。 参加者不需带礼物来互换。
报名: 嘉华 97475096， 淑鸾 97850863 或 各组织团长
报名截止日期: 12月9日
~ 从本周末起，您可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

6773 5676

弥撒时间

教 区 将 临 期 华 语‘和 好 圣 事’

2017 华文圣诞联欢会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西区圣堂举行和好圣事日期/时
12月14日（周四）圣体堂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11.30am 及 5pm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今天教会隆重庆祝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
福音又一次把我们带到“公审判”的情景：基督君王坐在
自己光荣的宝座上，祂将好人和坏人分开在自己的左右
两边，就像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祂审判万民唯一
的标准就是人出自爱德的善行。祂赏报那些给饥饿者食
物、给口渴者饮料、给旅者住宿、给赤身露体者衣服、
照顾患病的人和探望狱中的人。这些善行之所以超越一
切是因为它不是刻意的、没有任何目的的，不做给人也
不做给天主看的，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君王的审
判更是公义的，祂刚正不阿、明察秋毫，因为祂也化身
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小的兄弟”中。
“公审判” 提醒我们要更好地活在当下，天主以祂的仁慈
和忍耐为我们提供这段时间，好让我们每天学习在卑微
弱小者身上认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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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区 消 息

本堂消息

(www.cams.org.sg)

(www.holycross.org.sg)

信仰讲座

古代以色列信仰史

（复活堂华委举办）

（主办：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中文部公开课程）

主题：全身心参与感恩圣祭

讲师：苏发联修士（圣经硕士）

主讲：陈宾山神父, 黄贵娟修女

日期：3月 8，9，15，16日

日期：12 月 9 日

4月 5，6，12，13，19，20日

时间：8am – 11am

时间：7.30 - 10pm

地点：耶稣复活堂

地点：天主教神学院
55 Waterloo Street 三楼

信仰讲座

费用：每人$200

（复活堂华委举办）

报名：洁铃 6434 8006
mandarin@ctis.com

主讲：陈宾山神父
主题：圣母四大信理
日期：11 月 30日：圣母无染原罪

内容大纲

2017年 将 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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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 “一元爱的捐献”
将临期公益活动将于将临期第一主日展开。
今年所筹得善款将资援“明晰 CLARITY”天主教慈善机构。
本堂将于12月9/10日进行第二次收捐。
请大家慷慨捐献。

义 卖 会
本堂中三的青少年们主持手工艺品美食展。
日期: 12月3日,主日
时间: 8am - 1pm
欢迎惠顾!

上主要启示的，是祂自己 ... 随着历史进 展，

12 月 7 日：圣母蒙召升天

上主一路陪伴，一路引领，以民历经患难，信

12 月 21 日：圣母终身童贞

仰也一步一步趋向成熟 ... 让我们随着苏发联

地点：耶稣复活堂

修士的解说，看看古代以色列信仰史，对现代

时间：8pm – 9.30pm

基督徒有些什么更深的启发？

胡姬花水墨画拍卖筹款
一幅以圣十字架堂命名的新品种胡姬花水墨画
将于12月3日起开始接受拍卖，请大家踊跃竞标！
截止日期2017年12月25日。
最高竞标者将被通知。

下周庆节预告
11月30日【周一】圣安德肋（宗徒；庆日) St Andrew Apostle
12月 3日【主日】圣方济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司铎、传教主保；庆日）
因遇上主日，故不庆祝。

将临期第一主日(开始新的礼仪乙年)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年末（12月31日）感恩弥撒及倒数２０１８年晚会
英语弥撒 : 9pm; 倒数晚会：10pm 于圣堂底层餐厅
节目精彩 – 降福家庭，才艺竞赛 ...
晚会收费为每人5元 （包括夜宵，礼包等等）
报名：Pauline 96615137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聚圣团12月份活动
（一）日期：12月8日（周五）
基督徒默祷: 体悟与实践
*诚邀大家在将临期里，学习通过心灵静寂的
祈祷，感受基督临在我们心中*

（二）日期：12月22日（周五）
电影观赏：近距交战 Joyeux Noel
时间： 7.45 – 9.30pm
地点： St. Michael 讲堂

教宗11月祈祷意向
为亚洲基督徒：
愿亚洲基督徒能以言以
行为福音作见证促进对话、
和平与彼此了解，
尤其是与其他宗教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