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明白今天福音中耶稣所说“人子来临”的意义吗？ 
 

2）本周开始进入“将临期”，请想一想“将临期”为我有何意义？ 

    

“你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 

        （玛 24 ：44）  

教宗方济各：基督徒的希望犹如呼吸的空气 

成为有希望的人，我们不应该依恋任何事物，而是在“生活的 

张力之中” 期盼与主的相遇。 
 

望德就如同把船锚仍到对岸并和绳索紧密相连，在张力之中 

期待与主相遇。希望就是在生活中期待上主的显现、期待与 

主的相遇。生活中也许有痛苦和问题，但这是明天的事， 

而今天你有保证的许诺，那就是圣神在等待著我们，并从 

这一刻起就已在工作。 
 

希望就是一直在张力之中生活；我们懂得不能在现世安居：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张力之

中持续前行。一位基督徒如果失去这观点，他的生活就会变得停滞不前，事物静止不

动就会腐朽。让我们设想一下水的状态：当水一直静止不流动时，就会腐臭。一位基

督徒如果没有能力展望、没有在张力之中走向彼岸，他就会缺少某些东西，最终会堕

落，少了希望就不是信德。 
 

望德是最谦卑的美德，只有贫穷者才有。希望该当是基督徒呼吸的空气，希望的空

气，你如果怀著希望，就不会失望。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 

下周庆节预告 
 

12月 3日【周二】圣方济各•沙勿略（司铎、传教主保） 

                          St. Francis Xavier 

12月 4日【周三】圣若望•达玛森（司铎、圣师） 

                          St. John Damascene 

12月 6日【周五】圣尼各老（主教）St. Nicholas  

12月 7日【周六】圣安博 （主教、圣师）St. Ambrose 

12月 8日【主日】圣母始胎无原罪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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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月1日  将临期第一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2 ：1 - 5  

   读经二：罗马人书  13 ：11 - 14 

      福音：圣玛窦  24 : 37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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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圣圆形的绿色将临圈：象征天主的无始无终及永恒的生命。 

点燃第一根紫色蜡烛：代表‘希望’； 

我们衷心准备，等待基督的来临。 
 

【按照教会年历，今天是甲年礼仪年的开始。 

将临期是准备我们的心灵，好能善过圣诞节。 

同时纪念天父怜悯世人，派其圣子降生成人；圣子为爱世人， 

顺从父命来到人世，开始祂的救赎工程。】 

 

福音与我 
 

      你们要醒寤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

警醒我们不要忽视了天

主的旨意，要准备好等

候祂的来临。耶稣说：“你们要醒寤，因为你们不知道在

那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不要只顾吃喝玩乐，掛念肉身的

事，人错失了机会，什么亲人也帮不了你，如父子或兄弟

在田里工作，如母女或姐妹在磨坊工作，一个被提去，一

个被遗弃。” 
 

“醒寤”是指将我们的生活导至一个正确方向，竭力度慷慨

和爱天主爱近人的生活，洁身自爱，时时准备，以堪当蒙

受这救恩。 （参考【天主的家训】）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2019年圣诞福传 - 贫穷的王 

              讲员：李明发神父 

   12月8日（主日），2pm – 4pm 

    博爱村礼堂 Agape Village Hall 

    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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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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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临期的准备 – 和好圣事  

圣十字架堂 : 12月18日（周三）  时间：8pm  
 

西区圣堂和好圣事日期 (时间：8pm) 
 

           12月13日（周 五） 圣体堂             12月16日（周 一）圣方济亚西西堂                             

           12月17日（周 二） 天使之后堂      12月19日（周四 ）圣依纳爵堂 
 

                                      教委将临期华语忏悔礼 (和好圣事)  

12月14日 (周六) 1.30pm – 3pm，耶稣复活堂举行。 

目的：教友妥办告解，为庆祝圣诞节作好准备。 

2019年将临期 “一元爱的捐献” 

 (G.O.D. – Gift of One Dollar) 

一年一度的将临期公益活动 “一元爱的捐献”将于将临期第二主日展开。 

今年所筹得善款将资援 “明晰 CLARITY” 天主教慈善机构。 

本堂将于下周12月 7/8日进行第二次收捐。请大家慷慨捐献。 

将临期义卖会  

由本堂中三领坚振班的青少年们举办的义卖会，于12月8日（主日） 

         8am - 1pm，于圣母山旁的大厅举行。节目有美食会、游戏及手工艺品等。 

                                                         欢迎惠顾! 

12 月 圣 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2019年 12月6日（周五）8pm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宗 2019年12月祈祷意向   
                        

          为年幼者的未来: 愿各国都能做出必要的决策，优先为年幼者， 

        尤其是受苦的年幼者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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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堂区大会停车 

  12月 1日（主日） 

提醒所有开车来参与11.30am弥撒 

以及堂区大会的教友，请你在弥撒后

把车移开以便让其他的车能顺利离开

圣堂。那些报名参加堂区大会的教

友，如果在弥撒前把车停在路边， 

也请你把车移到圣堂的停车场。 

  圣 诞 节 弥 撒  

  圣诞节前夕平安夜  (24/12/19 周二)              

  华语弥撒：9.30pm（报佳音 9pm） 

  英语弥撒：7.15pm 家庭弥撒 (圣诞剧/ 

                      报佳音 6.45pm）  

  子夜弥撒：12mn（圣诞剧/报佳音 11.30pm） 

  圣诞节本日   (25/12/19 周三)                                
  英语弥撒：7.30am,  9.15am 及 11am   

  **(无傍晚6.15pm弥撒) 

http://www.cams.org.sg
http://bit.ly/acamsyouth2019
http://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