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当我面对困难时，我如何拥有基督的喜乐，得到上主赐予的平 

     安？  

2）我会用什么方式，把圣诞节的喜乐与意义，带给周围的人？ 
 

 

                 “ 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   

                              （斐 4 ：4）      

 教宗方济各：平安是基督徒的喜乐 

 

   教宗方济各说：“喜乐是基督徒的气息，基督徒的喜乐    

   是真切的平安。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不能是‘忧郁’或‘忧伤’   

  的人，而是要成为喜乐的人，这意味着‘成为和平之人， 

  成为安慰者’。一位基督徒的内心不快乐，他就不是一位好基督徒。喜乐不是一件 

  能够买到的东西，或者我努力就能得到的。喜乐是圣神的果实，使我们的内心充 

  满喜乐的是圣神。”教宗方济各5月28日在圣玛尔大之家主持清晨弥撒，特别强调 

  基督徒的喜乐。 
 

  基督徒的喜乐的坚固磐石是记忆。我们不能忘记“上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祂使我   

  们重获新生，也令我们与天主子相遇的期待重获希望。记忆和希望是允许基督徒 

  活出喜乐的两个要素。教宗表示，“基督徒的喜乐是平安，平安在我们心中，只有 

  天主才能给予我们平安。” 
 

  教宗说：“我们在一个没有喜乐的文化中生活，为了让我们高兴，这文化会制造很   

  多乐趣，给我们提供无处不在的零星的甜蜜生活。这不是喜乐，因为喜乐不是能 

  从市场买到的东西，喜乐是圣神的恩典。在心烦意乱和艰困时刻，我的内心如何 

  呢？我心中有一种健康的不安，但也有一种不健康的不安，就是到处寻找安全感， 

  处处寻求快乐。喜乐和安慰才是我们基督徒的气息。”     （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十二月祈祷意向 

  为传达信仰的服务：愿从事传达信仰 

  服务的人，能在他们与文化之对话中， 

  找到适合当前情况的语言。 

      吴总主教12月祈祷意向 

  信仰培育者：祈愿培育信仰的修会会  

  士、家长和教理讲授者，能以吸引人 

  和适当的方式把福音的喜讯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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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5/16日  将临期第三主日   
         

      读经一:  索福尼亚先知书  3 ：14-18     

      读经二:  斐理伯人书  4 ：4-7  

        福音 ：圣路加  3：10-18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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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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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根粉红色蜡烛代表“喜乐”； 

愿我们在生活中与他人分享基督的喜乐。 
 

                       欢乐，上主已临近了！ 
 

圣经中告诉我们，天主预许我们更好的日子。天主的辉

煌，就会重现，但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对祂的忠信。我们

要活出宽仁，在祈求和感恩中寻求上主的旨意，祂一定

会救赎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内完善自己。福音里谈到

人们期待的情绪日益高涨，因为上主已经临近了，我们

要欢呼! 我们要做好准备: 以宽仁、慈爱的心态；真诚、

原宥的行为；喜乐的生活；热心于福传，热烈地迎接默

西亚的到来。(摘自：2018/19年将临期至圣诞期反思册

子《共融中的积极守望》)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Ro/FCPrW&id=3F345C3A266E9996372C79593A732169C75EAD64&thid=OIP.Ro_FCPrW5yzcJkH6gKWzSAHaIr&mediaurl=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4/Christian_handshake.svg/1158px-Christian_handshake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12月 21日 【周五】圣伯多禄•加尼削 （司铎、圣师)  St. Peter Canisius 

  12月 23日【主日】圣若望 • 根地 （司铎）St. John of Kanty 

      

     FORMED  一个天主教网站让各年龄段的教友阅读、 

      观赏影片、视频、音频讲座和电子书等宝贵的资料库。 
 

      本堂已经买下会员费，让教友免费浏览，帮助教友学习 

      和加增信仰。请登录：https://holycrosssg.formed.org    

      申请免费注册。您注册后，请在您的手机下载 

      FORMEDiOS 或 FORMEDAndroid 应用程序 (App), 

      以方便你查阅和使用。 

将临期的准备 – 和好圣事 

圣十字架堂 : 12月 19日（周三）时间：8pm  
 

西区圣堂举行和好圣事日期 (时间：8pm) 

 12月 18日 （周二） 圣依纳爵堂 

 12月 20日 （周四） 天使之后堂 

 12月 21日 （周五） 圣方济亚西西堂 
 

 

  星之旅 - 将临期 音乐分享会 

        教委灵修组音乐侍奉团队呈现     

                           主题：盼望 • 平安 • 喜乐 • 爱 

 

12月16日（主日）7pm - 9.30pm   天主教灵修中心 

           报名: 丽娟姐妹 9127 1710   咏虔弟兄 9186 9762     

            诚邀各位教友携同亲朋好友或非教友共赴盛会。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一月 圣 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2019年 1月 4日（周五） 8pm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2019年度中文儿童要理班  

2019年为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开办中文儿童要理班 
 

 

上课日期：每星期六，5pm-6pm   

开课日期:  2019年1月19日  

地点：圣十字架堂三楼课室        

报名截止：12月31日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 2018年圣诞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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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劵已所剩无几，有意购买者， 

                                请联系：淑鸾 97850863 或 嘉华 97475096 

圣 诞 节 弥 撒  
 

   圣诞节前夕平安夜    华语弥撒：报佳音 9.00pm  弥撒 9.30pm 

   (24/12/18 周一)             英语弥撒：家庭弥撒 6.30pm（儿童圣诞化妆盛会及弥撒）  

               子夜弥撒 11.30pm（报佳音及弥撒） 

   圣诞节本日            英语弥撒：7.30am,  9.15am 及 11am      

    (25/12/18 周二)                               (无傍晚6.15pm弥撒) 

  年末（12月31日，周一） 

感恩弥撒及倒数 2019 年晚会 

双语弥撒：9pm      倒数晚会：10pm  

于圣母山旁的大厅举行 

      节目精彩：美味夜宵、歌唱、游戏、 

              幸运抽奖、才艺表演等等 ... 

      收费：每人5元    报名：各组织团长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q=all+saints,+clipart&hl=en&biw=1920&bih=856&tbm=isch&tbnid=5ywVqhj_5vgNgM:&imgref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nc/clipart/14519/saints&docid=DSsbYQ-wUadJXM&img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discountmugs/upload/cliparts/i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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