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十 字 架 堂

1）我要怀着信德的心态祈求和耐心等待天主。
2）将临期检讨自已，诚心学习基督的宽容、慈悲和舍己为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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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 (玛11：6)

2019年12月14/15日 将临期第三主日
新真福萨亚斯修女 : 要喜乐要更爱天主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11 ：1 - 10

Maria Emilia Riquelme y Zayas (1847- 1940)

读经二：罗马人书 15 ：4 - 9

圣座于2019年11月9日在西班牙封玛利亚·埃米莉亚·里克尔梅·萨亚斯修女为真

福音：圣玛窦 3 : 1 - 12

福。萨亚斯修女于1847年8月5日生于西班牙，1940年12月10日安息主怀。
萨亚斯修女出生于一个热心教友家庭，年幼时就经历了两个幼小的妹妹和母
亲的过世，她的一个兄弟也在17岁时去世，因而很小就明白死亡的意义。修
女热爱苦难十字架并鼓励他人接受十字架，称十字架为“灵魂的黄金”。当她
长大后，向父亲表明自己要作修女的意愿时，却遭到了反对。
萨亚斯修女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母亲的离世，之后，她有圣母抱耶稣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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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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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的神视，是天主愿意向她展示一个临在的记号，来向她说“继续前行”。当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萨亚斯终于能够回应天主的召叫而作修女时，她创建了至圣圣体与无染原罪圣母传教修女会。她教导

午间弥撒：12.15pm

初学修女们“要喜乐，要非常爱天主”，这足以使她走向成圣的境界。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要喜乐是一个美好的交付，喜乐是灵魂平安的记号，你的灵魂与天主共融。如果一个人感受被天主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所带领，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会高兴平静地接受；深知天主带领我往前走，我在天主的手里。”
因此，喜乐一直是萨亚斯修女生活的主旋律，“如果一个基督徒显示出悲伤，就表示有什么不对劲。”
新真福萨亚斯修女常说：“我不愿意独自成为圣人。”她给同会修女传达的讯息是：“你们应彼此相爱，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应该向前行，应该是共融和爱德生活的标记。你们应共同成圣而不是独自成圣。” 萨亚斯修女是热爱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圣体度谦卑生活的典范。修女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她所说的一句话：“我能够随从天主神圣的推
动，这推动让我放弃一切成为贫穷，天主是我的一切。” （梵蒂冈新闻网）

圣诞节弥撒

调整周六弥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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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20年1月4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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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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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之希望
福音记述洗者若翰虽然身陷囹圄，仍不忘要证实所期待
的默西亚，于是派遣门徒向耶稣查询求证，耶稣的答复
只是引述先知书的预言和期待的圣迹，这些指向复活恩
典的证据都得到了实现，耶稣确实沒有直接承认默西亚
的身份。
将临期是我们殷切期待基督的再度来临，基督降世寄居
人间，是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战胜死亡而复活升天的基
督是取得历史性的胜利。耶稣是以灵性的生活为根，以
关心、爱护、帮助解困的行动为本，来证实自己的身
份。能够满足世人的最大希望，是来自主耶稣基督。
(参考：张春申“妙音送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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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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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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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期 - 2020年1月至6月，每月一次。

12月13日（周 五） 圣体堂

12月16日（周 一）圣方济亚西西堂

慕道期 - 2020年7月至2021年4月12日复活节，每月两次，

12月17日（周 二） 天使之后堂

12月19日（周四 ）圣依纳爵堂

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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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基金“献礼” - 在信德和感恩中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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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12月31日，周二）感恩弥撒及倒数 2020 年晚会
双语弥撒：9pm

今天弥撒中有第二次收捐，是为支援新加坡总教区牧灵及
愿景的经费。请大家慷慨捐献。

总教区的愿景：成为一个更有活力、有使命感和广传福音的教会。

元旦日英语弥撒 (天主之母节)
2020年 1 月 1 日 (周三) 8am。
**（无午间及傍晚弥撒）

倒数晚会：10pm -12.15am 于圣堂底层餐厅举行
收费：成人$6， 儿童$4
报名：可从本周末起，在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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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庆节预告
12月 21日【周六】圣伯多禄•加尼削 （司铎、圣师) St. Peter Canisius

上课地点 : 圣十字架堂3 楼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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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 2019年12月祈祷意向
为年幼者的未来:

12月学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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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要理班放假， 圣堂餐厅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