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福音要求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里，静思默想以吸取智慧和滋养， 

    来面对艰难的现实生活。 

2) 追求财富、权势和沉迷逸乐，会失去面对困难的能力；唯有将 

    目光投向天主圣言，才能体验天主的临在。  

 

     “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祂！”       (谷9：7)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联办： 

  奉献“神花”活动 

 日期：2018年2月14日 -- 5月31日 
 

    奉献神花的意向： 

 1. 为候洗者接受洗礼及全身委托于基督 

 2.求赐有更多人接受恩赐成为慕道者 

    神花：圣体、祈祷、刻苦、爱德 
 

                  温馨提醒： 

 为方便统计二月份的神花数目，请在下   

 周六（3月3日）把完成的神花记录单张  

 交回堂区，并请再索取一张新的神花记 

 录单张。请大家积极参与此活动。 

      教宗二月祈祷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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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济各向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人致意    
 

「在远东和世界许多地方，众多男女将于2月15日 

  庆祝农历新年」。教宗方济各向所有庆祝农历年  

  的家庭「致以热情问候，祝愿他们在家里更活出 

  团结友爱、渴求善，致力于创造一个人人得到聆 

  听、保护、发展与融入的社会。」教宗也鼓励他  

  们「祈求和平之恩，那是应当秉持怜悯、远见、   

  勇气来达成的珍贵宝藏」，并保证他 

  会「陪伴及  祝福大家」。 

       （摘自梵蒂冈电台讯 2月11日 

           教宗三钟经祈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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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携带餐卷准时出席晚宴  * 

           周五拜苦路及弥撒 

                     四旬期的周五：  

           3月2日，9日，16日 及 23日 

            * 7.30pm – 拜苦路 (英语） 

                 * 8pm – 弥撒（英语） 

                    无 6.15pm 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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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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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4/25日  四旬期第二主日     
 
 

      读经一： 创世纪 22：1– 2，9，10 –13，15 –18                 

        读经二： 罗马人书   8：31 – 34 

          福音 :   圣马尔谷  9：2 – 10      

 

今天福音描述的是三位门徒见证了耶稣显圣容的奇迹，

面对师父面容改变，衣服洁白发亮，当时的情况使他们

都吓呆了。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要守秘，非等到

祂从死者中复活后，决不可以告诉任何人。耶稣显圣容

的目的是彰显基督的受难与复活，另一方面是让门徒体

验到灵性生命的高峰和激发将来的传承工作，可是门徒

在当时还是不能明白。 
 

显圣容的奇迹是耶稣首次预言苦难之后所发生的，基督

必须受苦难，死而复活来成全和光荣天父的救赎使命。

云彩中所发言的“听从”，也是耶稣在显圣容前曾经对门

徒们的要求：「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

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显圣容的奇迹，提醒门徒

要听从耶稣，更是勉励基督徒要执行教会四旬期的要求

和准备更新自己的生命。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w6/tiaLr&id=BFB03362F3F04A83AB0901ECBDCCD4EAC22DD193&thid=OIP.w6_tiaLrkW3GUPq9Hy_3qwHaLH&q=%e5%86%9c%e5%8e%86%e6%96%b0%e5%b9%b4+%e5%92%8c%e5%b9%b3&simid=607997118736369234&selectedIndex=1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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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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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主题： “悔改 •  重建 •  归回” 

            每逢星期三在圣雅丰索堂举行。   

      晚上7.45pm - 拜苦路  8.15pm - 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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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委家庭组主办亲子游 
 

       主题：双溪布洛湿地自然生态亲子游 

   日期：4月8日（主日）时间：8.50am - 4.00pm 
 

      集合地点：圣母圣诞堂（大门圣母像前） 

                     收费：大人小孩一律$20，5岁以下小孩免费 

                              （收费包括交通，午餐和湿地导览导游费） 

       报名截止日期：3月21日（名额有限，请尽速报名） 

                 联络人：永明  96601970    银嫦  98189255      

                              丽碧  98782200    秀丽  96417787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3 月 4日【主日】 圣加西弥禄   St. Casimir（波兰王子；纪念日。今年不庆祝）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慈善周 2018年  
 

    请支持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每年主办的慈善周筹款活动，这是见证 

    天主的爱的方法之一。所筹善款，将帮助新加坡明爱附属团体和 

    博爱村，支援和服务更多边缘化的族群，包括低收入家庭  、边缘 

    少年、前囚犯、残疾人士和心里卫生病患者等等。 
 

  这个周末，请每人索取一个慈善周捐款信封。您可将现金捐款放入信封后再投入 

  圣堂的捐献箱里；或将支票寄往新加坡明爱 (地址: Catholic Centre, 55 Waterloo,   

  #08-01, Singapore 187954)。 请大家慷慨捐助。 

慕道团礼仪活动    
 

        3月3 日（周六）：6.30pm弥撒中举行遣使礼。 

                                    慕道者准备心灵，将被派遣去参加全国慕道团甄选礼。 

        3月4 日（主日）：2pm – 4.15pm在圣若瑟堂，由吴总主教主持全国 

                                    慕道团甄选礼。                                                              

        3月10日（周六）：6.30pm弥撒中举行第一次恳祷礼及信经授予礼。               

        3月24日（周六）：6.30pm 弥撒中举行第二次恳祷礼及天主经授予礼。 
      

        请为候洗者祈祷：恳求天主圣神坚定他们对主的信赖， 

        领悟圣洗是天主的莫大礼物，是通向幸福永生之路。 
 

        为慕道团神师、核心及团员祈祷：恳求天主圣神的火燃烧 

        我们的心，开放我们的灵，增强我们对福传的热爱。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holycr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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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