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十 字 架 堂

1）回顾和审视在这礼仪年结束前，我的信仰生活是否完美无缺？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明确选择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以祈祷和善行，准备迎接基督的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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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当心，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

(谷13 : 33)

2018年11月17/18日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读经一: 达尼尔先知书 12 : 1-3

圣母奉献日

读经二: 希伯来人书 10 : 11-14，18
福音 ：圣马尔谷 13 : 24-32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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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教会在每年的11月21日纪念献于圣殿的女婴玛利亚，因为她在
日后就要成为基督的母亲。圣经没有记载「献圣母于圣殿」的
事迹，教会传统相传圣母玛利亚的双亲是圣若亚敬和圣妇亚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纳，他们秉承以色列遗民敬畏上主的特质，一向遵循祖先遗

传真机

训，对天主保持忠信；遂在圣母三岁时将圣母献于圣殿。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圣母自幼受双亲薰陶，对天主谦卑虔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

6773 5676

午间弥撒：12.15pm

天主，活于奉献及圣德生活之中。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因着天主的宠幸，父母的培育，圣母玛利亚终身谦逊听命，承行主旨，本身便是一
座圣洁无瑕的宫殿。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圣母始胎无玷，她纯洁的心灵真是天主圣三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最惬意的圣殿，成为默西亚降生所预许的居所。教会庆祝圣母奉献日，显出圣母在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人类的救恩史中，为承行天主的旨意，率先奉献了自己，因此成为主、受苦默西亚

天主的选民是善用时间的人

今天的福音是耶稣受难前预言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将被

的母亲。
将临期将至，我们基督徒该热切期待基督君王的降临。天主圣子既要来住在我们中
间，我们也要妥善准备自己的心灵，学习圣母玛利亚一样将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天

主，以便迎接这位新生君王。求圣母保护我们的身心灵，借着反省和忏悔，净化心
灵，使我们也配做天主的宫殿，让救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

2018年将临期 "一元爱的捐献"

(G.O.D. – Gift of One Dollar)

毁灭之后，向门徒训谕有关末日的灾难和人子来临的先
兆。历代有不少的预言者费尽心机预测了末日的时期和
将发生的状况，结果是徒劳一场。“人子末日的来临”，

是基督信仰的期待，但人们所关心的是人类历史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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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最后的审判。这时刻，除天主以外无人知晓，那么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我们该做的事就是善用每日，准备自己，在各自的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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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 主日）8am - 1pm，于圣母山旁的大厅举行才艺表演。

生活中排除畏惧，以祈祷和修德来承行天主的旨意，天

由中三领坚振的学生们呈现，所筹得善款将资援 “Boy’s Town” （儿童城）。

主所应许的必会实现。善言善行于他人，积极面对生活

本堂将于12月 8/9日进行第二次收捐。请大家慷慨捐献。

上的一切困苦，明确自己的人生观，尽忠职守，以愉快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的心情事奉天主。 （摘自：张春申《妙音送长风》）

善会。第三主日为天主教基金会。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2018年圣诞福传 - “爱的礼物”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

主讲：慕道团总神师萧永伦神父

2018年圣诞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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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截止日期：1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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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十一月祈祷意向
为在和平中服务：愿爱的语言和对话

常能胜过冲突的语言。

吴总主教11月祈祷意向
家庭，社会的基石：祈愿丈夫们与妻子们
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在家庭生活里
精心培育真实的关系。

下周庆节预告
11月21日【周三】 献圣母于圣殿 Presentation of the B.V. Mary
11月22日【周四】 圣采琪（贞女，殉道) St. Cecilia
11月23日【周五】 圣格肋孟（教宗，殉道) St. Clement I
圣高隆庞（隐修院院长）St. Columban

11月24日【周六】 圣安德肋 (司铎）及同伴（殉道) SS. Andrew Dung-Lac
and Companions
11月25日【主日】 基督普世君王节 Our Lord Jesus Christ, King of the Universe
圣加大利纳 . 亚历山大（贞女，殉道) St. Catharine of Alex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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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 组织成员请向各组织团长报名。
* 非组织参加者，从下周末起，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向
淑鸾 97850863 或 嘉华 97475096 购买餐劵。
报名截止日期: 12月 15日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一起欢庆救主的诞生和体验圣诞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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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程度：小学一年级（年龄: 7-8 岁）；小学二年级（年龄: 8-9 岁）

上课日期：每星期六，下午5点至6点正 (5pm-6pm)
第一课将由2019年1月19日开始。
上课地点：圣十字架堂三楼课室
课程备用品及费用将另外公佈。家长若有意为孩子报读以上
儿童要理班，请从本圣堂办公室外的柜台自取报名表格。
并于12月31日前把报名表格呈交给办公室秘书处收。
开班详情将于日后公佈。

2018年GIFT献礼
这周将有第二次收捐，是为天主教基金会的GIFT献礼的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