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习耶稣的榜样，以诚恳的态度和爱心的语气，关怀弱势

圣 十 字 架 堂

与贫困者。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 除了肉身染恙生病之外，灵魂也会有犯錯的时候，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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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上了不洁之病，是须要通过教会的圣事来洁净和治愈的。

耶稣说：“我愿意，你洁净了罢！”

(谷1: 41)

2018年2月10/11日 常年期第六主日
读经一： 肋未纪 13：1 - 2, 44 - 46
读经二： 格林多人前书 10：31 - 11：1

本堂三位神父及修士在新春佳节，恭贺大家：

福音 : 圣马尔谷 1：40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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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灰礼仪 2月14日 (周三)
（需守大小斋）
华语弥撒：6.15pm
英语弥撒：6.30am, 12.15pm, 8pm

四旬期首个周五 2月16日
英语拜苦路 7.30pm； 弥撒 8pm

新春团拜
日期：25/2/18（主日）

时间：傍晚6:30
地点：圣堂底层餐厅
收费：每人 $40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这与往年
不同的新春大团拜！
~你可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
报名截止日期：10/2/18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农历新年弥撒

午间弥撒：12.15pm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2月15日（周四，新年除夕）
英语弥撒： 6.30am， 12.15pm
*无黄昏弥撒

2月16日（周五，正月初一）
华语弥撒：7.30am；
英语弥撒：9.30am
每台弥撒后有祝圣和分发桔柑。

2月17日（周六， 正月初二）
英语弥撒：8am

* 2月17/18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
的黄昏及主日弥撒时间照旧 *

6773 5676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祢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这是一个癞病人来到耶稣
跟前，跪求为他治疗皮肤上的病。耶稣动了怜悯之
心，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罢！”他就被
治愈了。耶稣吩咐他要守秘，且要接受司祭的检验，
证明已经洁净了，但因情绪的激动和兴奋，他便将这
事传扬出去，耶稣只好避开城里而退到荒野继续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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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讲工作。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癞病人在犹太人的社会是被排斥和隔离的，耶稣伸手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抚摸病人是犹太人所不能办到的。耶稣的抚摸不单是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在身体的外表，更是触碰了他的内心，滿全了他重返
社会正常起居的渴望，也摆脱被歧视和孤立的窘境，
这就是耶稣的仁慈，治愈了他身心灵的创伤，是他意
想不到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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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息

本堂消息

(www.cams.org.sg)

(www.holycross.org.sg)

共乘巴士安排

2018年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简介奉献神花活动

主题： “悔改 • 重建 • 归回”

教友们有意共乘巴士，前往

每逢星期三在圣雅丰索堂举行。

圣雅丰索堂，参与2月21日

新加坡天主教华文教务委员会（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

晚上7.45pm - 拜苦路， 8.15pm - 感恩祭

教委四旬期证道会，请在

于2018年2月14日至5月31日联办奉献”神花”活动”。“神花”在

2月21日 走出罪恶的奴隶

主祭：萧永伦神父

2月28日 转向耶稣

主祭：陈宾山神父

3月7日 与主重建关系

主祭：蔡汉坤神父

3月14日 拉匝禄！出来吧！ 主祭：张思谦神父
3月21日 归回主爱

主祭：黄财龙神父

弥撒后，到圣堂门口登记。
收费: 每人$4 (双程)
集合时间: 6.45pm

教会传统中是指特别为一些人或事所做的专项祈祷和行的善工。
此活动有两个目标：第一是为正在慕道的兄弟姐妹们祈祷，希望他们在信仰旅程

集合地点：圣堂圣母山前。

上坚持到底，克服各种障碍，在复活节接受洗礼；并以行动来表达跟随基督的决

联系: 宁恩 98186675

心，顺服于主，度一个名符其实的教友生活。

贵春 91812642

华语皈依体验避静（CERM）
日期：2018年5月23-27日 / 主持：吴诚才总主教（讲座以英语进行，华语翻译。)
地点：天主教灵修中心 Catholic Spirituality Centre, 1261 Upper Serangoon Rd.
对象：仅限参加华语弥撒/团体的教友。

第二个目标是祈求天主感动更多未曾认识基督的人，接受信仰这礼物，勇敢作出
回应，加入慕道团。我们把以上两个目标作为奉献神花的意向，请大家积极参与
此活动。
让我们以勤领圣体、祈祷诵经、刻苦及服务他人的爱德工作，转化为朵朵馨香的
神花，奉献于主的台前，求主悦纳！

报名抽签：2018年3月3日 9.30am 开门，10am 准时关门。
抽签地点：天主教灵修中心 St.Peter Hall (每人仅限一个抽签名额，必须亲自或
请人代替出席抽签。 报名费：新币200元

下周庆节预告
2月14日【周三】圣灰礼仪（需守大小斋；四旬期开始）Ash Wednesday

教宗二月祈祷意向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联办：
奉献“神花”活动
意向： 为候洗者及尚未认识基督的人
奉献神花

为向贪腐说 ‘不’：愿拥有财物、
政治或精神权力的人，能抗拒
任何形式之贪腐的诱惑。

活动日期：2018年2月14日 - 5月31日
请今天就索取神花记录单张（内附详情）
为方便统计二月份的神花数目，请在
3月3日把完成的神花记录单张交回堂区。
诚邀大家积极参与此活动。

圣济利禄 (隐修士) 与圣美铎第（主教） SS. Cyril & Methodius
(欧洲主保圣人；纪念日。今年不庆祝）

新加坡善牧主教座堂祝圣纪念日 Anniversary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节日；今年不庆祝）
2月16日【周五】农历新年 Chinese New Year
2月17日【周六】圣母忠仆会七位会祖 Seven Holy Founders of the Servite
Order（纪念日）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