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对于基督君王的道理，我有怎样的认知？ 

2）我当作些什么，好让耶稣在我的生活和生命中为王？ 

 
 

           “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 （路23  : 43） 

游走世界的耶稣 
 

有一天，耶稣想要看看人们每天是怎么样向祂祈祷的。祂先来意

大利罗马，星期天和往常一样，人们都忙着自己的事，只有不太

多的人习惯地去自己居住的小区教堂，参加主日弥撒。耶稣很好

奇地跟随这些人群，夹在其中进入教堂。当弥撒开始，人们漫不

经心地跟着台上主礼神父一起划圣号、忏悔、唱着天主经，甚至

还漫不经心领圣体。耶稣很伤心地跟人们一起参加这台弥撒，参

礼人们就匆匆离开教堂。 
 

夜幕中，耶稣走向市区的大街小巷，观察世间百态，男女勾肩搭背，在酒吧里喝酒；

小孩子们在家里玩电脑；老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剧。耶稣来到一家窗户外，惊喜地

听到有祈祷的声音传来，祂顺着窗帘缝隙看见一位中年女人，正坐在沙发上祈祷，手

拿着手机，眼睛只注视着屏幕念玫瑰经。这位中年女人在对面墙上挂着圣母像，可是

她的目光只顾专注手机的屏幕，却忘记墙上圣母像，耶稣看这情景伤心地离去。 
 

耶稣每到一处，所遇到的情景差不多跟罗马一样。最后，耶稣来到法国一处，那里有

一户人家，年轻夫妇正领着两个孩子跪在圣母像前热心的在唸晚祷，耶稣站在门前心

里自语：「七天时间，我走遍了世界上每一角落，今天只有这个家庭才能把我留宿歇

歇脚。」 
 

祈祷，是向天主表明心意的一种态度，是向天主完全展示内心世界，不受外界干扰，

不被影像、声音、杂乱无章的心情所打扰。「醒寤祈祷罢！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

愿，但肉体切软弱。」（玛26：41）  （资料来源：天亚社中文网） 

               下周庆节预告 
 

   11月25日【周一】圣加大利纳 .  亚历山大 (贞女， 

                             殉道) St. Catharine of Alexandra 

   11月30日【周六】圣安德肋（宗徒) St Andrew  

                             Apostle +将临期第一主日  

                             (甲年礼仪年的开始)+                         

调整周六弥撒时间 
从2020年1月4日起， 

周六弥撒时间将是： 

   4.00pm 九日敬礼 

   4.45pm 英语弥撒 

   6.30pm 华语弥撒 （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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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3/24日  基督普世君王节 
 

   读经一：撒慕尔纪下  5 ：1 - 3  

   读经二：哥罗森人书  1 ：12 - 20  

      福音：圣路加  23 : 35 - 43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enry.siew@catholic.org.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Gerard Victor    6777 2523 
Jerry.chcpar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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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与我 
 

 

          

 

 

 

                    普世君王 
 

今天教会庆祝基督普世君王节，也是丙年礼仪年的最后一

个主日。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经由自己的十字架，为救赎

人类所接纳的痛苦而成为君王的。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色列民的首领们讥笑祂，“如

果祢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救祢自己吧！” 一个凶犯侮辱耶

稣说“祢不是默西亚吗？救救祢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凶

犯则说：“耶稣，当祢来为王时，请祢纪念我！”这个凶犯

很可能对基督的国的认识模糊不清，但他得到信德的光

照，在耶稣完全软弱无能的时刻，把自己托付给祂，信靠

祂，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与我一同

在乐园里。” 
 

耶稣这样显示了祂的王权，祂是君王，借着十字架，基督

获得了彻底战胜罪恶和死亡的胜利。祂有天上和地下的一

切权柄，祂真的是普世君王。 （参考【天主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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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教委举办：周末慕道课程 

对象: 有意在周末认识天主教信仰的朋友，和再慕道的教友。 

                  说明会：12月1日（主日），7.30pm                       

 预备期 - 2020年1月至6月，每月一次, 第三个星期天晚上。 

                       慕道期 - 2020年7月至2021年4月12日复活节，每月2个晚上。 

                                     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晚上。 

 说明会及上课地点：CANA The Catholic Centre, 55 Waterloo Street #02-01 (187954) 

           报名与询问：何国章兄弟 98184769,  卢开发兄弟 96690316 

2019年圣诞福传 - 贫穷的王 

                                       讲员：李明发神父 

日期：12月8日（主日）       时间：2pm – 4pm 

地点：博爱村礼堂 Agape Village Hall 

形式：讲座，分享，歌唱，短剧，舞蹈，礼包等 

报名：慕道团负责人，李玉华姐妹  81136087  

~邀请所有慕道者、陪同员、教友及非教友出席~ 

圣雅丰索堂华语音乐话剧     

主题: 《迴：祂，等你回来!》  

           四位朋友…… 无奈与无助的他们，如何找到人生的 

           希望和方向？朋友，别犹豫了！祂，等你回来哦！ 

    12月13日（周五）, 晚上 7.30pm ,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客串演出：李明发神父，黄财龙神父，罗彬神父 

                 ~欢迎大家来观赏~ ~入场免费， 爱心奉献~  

教委举办：青年信仰生活营2019 

                              主题: 巧遇、克服、力量 (巧克力)  

日期：12月13日 - 15日 ，地点：圣十字架堂 

对象：12 - 20岁， 报名费：$30 

联络： 天智兄弟 91136598 

报名： http://bit.ly/acamsyouth2019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宗 2019年11月祈祷意向   
                        

            为近东的交谈与和好：愿交谈、相遇及和好的精神能出现在近东， 

   使当地不同宗教团体能共同分享他们的生活。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 2019年圣诞联欢会  
 

                      主题: 《圣诞的喜乐 》 

日期 :  12月28日 (周六), 7.30pm -10pm    

地点：圣堂底层餐厅及诸圣厅 

节目精彩 : 共融晚餐、圣诞佳音、有奖游戏、即兴表演、神秘抽奖游戏.. 

收费 :  每人$10（12岁以下的孩子免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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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组织成员，可在每个周六弥撒前后，在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报名/询问 :  玉美姐妹  9787 9472，  文煌兄弟  9468 3576 

报名截止日期 : 12月8日 

2020年中文儿童要理班 － 招生通告 
 

本堂将于2020年为小学一/二/三年级学生开办中文儿童要理班。 

                   班级程度 :  第一级（年龄 6 - 7 岁） 

                                             第二级（年龄 8 - 9 岁） 

                                             第三级（年龄 10 - 11 岁） 

                      上课时间 : 逢星期六，傍晚5点至6点   

                      上课地点 : 圣十字架堂3 楼课室  
       

家长若有意为孩子报读以上儿童要理班，请到本堂办公室外 

的柜台自取报名表格。填妥后，连同孩子的领洗证书副本， 

呈交给办公室秘书处。开课详情将于日后公布。  

询问/联络 : 90261727（Shirley），81136087（Irene) 

     2019年堂区大会 

      12月 1日（主日） 1pm - 4.30pm,  地点：圣堂 

  所有团体的组员必须出席大会，也欢迎教友们踊跃参加。 

http://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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