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
因为我正是为这事而来的。”
(谷1 : 38)
【福音与我】 （谷 1：29-39）

农历新年弥撒

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2月 11日（周四，除夕）

每一位信徒，都要像圣保禄一样真正地效法耶稣。

英语弥撒： 12.15pm

我们享有耶稣所赏赐的恩宠，也要将这些恩宠带给

（无黄昏弥撒）

周边的人。我们周边的人需要那些帮助呢？他们期

2月 12日（周五，正月初一）

待的幸福是什么？我们要细心地观察，用心去了

华语弥撒： 9.30am

解；用言语、行为来启发他们，用爱心来感动他

英语弥撒： 8am， 11am
**桔柑将会置放在座位上，弥撒结束后由神父

2021年 2月 6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们。
让我们效法耶稣，将天主的恩宠，播散给普罗大
众。

降福**
(正月初二周六黄昏弥撒，及正月初三主日弥撒
时间照旧)

（摘自《天主的家训》）

教区允许教友们在农历新年期间的三个周五

露德圣母显现纪念日 (世界病患日）

（2月12日，19日和26日）不必守斋。

圣灰礼仪日（2月17日）则须守大小斋。

2月 11日
无玷童贞圣母玛利亚（始胎无原罪
者）于1858 年，在 法国 南 部露 德

圣灰礼仪 (须守大小斋）

镇18次显现给贫家女伯尔纳德，

弥撒时间

嘱念玫瑰经，为罪人祈祷，并使山

前夕 2月16日（周二）

间流出一道泉水，以治病人。圣母

6.30pm, 8pm(华语）

藉露德圣水，治愈了很多心灵与肉
体的重病、绝症者。露德是世界著名朝圣地之一。

2月17日（周三）12.15pm,

圣母在露德的显现带给世人的讯息：

6.30pm 及 8pm

1.“祈祷”- 为罪人的归化祈祷、为人类的归向上
主，体会祂的圣爱祈祷。只有在祈祷中，才能转向

今年，圣灰将是洒在信众的头上，而不会在额头
上划圣号。

天主，沉浸在祂的慈爱中，使我们有勇气和毅力奔
向祂。

四旬期周五: 拜苦路及弥撒（英语）

2.“补赎”- 克苦、忏悔、弃绝自己是皈化必经之

2月19日及26日

途。

3月5日，12日，19日及26日

反 思 圣 母 对 伯 尔 纳 德 说 的 话 ：“补 赎！补 赎！
补赎！”

弥撒7pm，拜苦路7.30pm
无6pm弥撒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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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区捐献 PayNow: UEN #T08CC4054D Robertus 神父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堂区秘书处: 6777 5858 | 9729 9087

6777 2523

martin.low@catholic.org.sg

刘闰南神父

chc.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1

“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
因为我正是为这事而来的。”
(谷1 : 38)
圣母军线上诵念玫瑰经

教宗 2021年2月祈祷意向

2月27日（周六）晚上9pm

为受暴力侵害的妇女：愿受暴力侵害的妇女，能

诚邀大家共融合一祈求圣母为我

获得社会的保护，且她们的痛苦能受到关注 。

们转祷。

教委礼仪组主办：2021年四旬期宣道会

Zoom ID : 898 9385 4170
密码 : 273252

2月24日 – 3月24日

咏唱玫瑰经线上祈祷聚会

主题：让圣言传开

（五个星期三）
教委将在第一场四旬期宣道会

2021年 2月 6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1. 每逢周一，早上10.30am

进行委任第十九届中委/常委、

【信友祷词、教宗祈祷意向、

堂区代表、教区级组织代表、教委工作小组组长

为病患者祈祷和个人意向祈求】

和组员。

2. 每逢周五，晚上8.00pm

日期： 2 月 24 日 (周三) 现场直播

【主题 : 福传玫瑰经】
为五大洲及世界和平祈祷, 诵念新加坡开教200周
年祷文。公共假期没有聚会。
Zoom ID : 442 008 3767 密码 : 83767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祈祷聚会。

主讲： 萧永伦神父《唯祢有永生的话》

时间： 7.45pm - 9.30pm
地点： 圣十字架堂
形式： 拜苦路、弥撒、宣道及委任礼
宣道会从第二讲开始，将在线上举行，无需报名

预订2月份弥撒
教区公布从2月开始，每人 每月可以预订4台周末
弥撒。本堂参与华语弥撒人已增加到200人。
以下是预订2月份弥撒详情：
1. 预订第三台周末弥撒，2月9日 周二 3pm
2. 预订第四台周末弥撒，2月16日 周二 3pm

3. 特定节日（农历新年弥撒，圣灰礼仪，苦路敬
礼）是以平日弥撒计算。

形式：拜苦路和宣道
时间： 7.45pm - 9.30pm
第二讲 : 3月 3 日 (周三)
主讲：张思谦神父
《圣言使我们有丰富的生命》

第三讲 : 3月 10 日 (周三)
主讲： 陈宾山神父 《圣言使人扎心蒙恩》
第四讲：3月 17 日 (周三)

4. 有意参与弥撒者，必须要上网预订。

主讲：陈一强神父 《圣言是解读文化的密码》

*请提早来圣堂办手续。
*请使用‘合力追踪’手机应用程序，或携手防
疫器登记入场（SafeEntry Check-in）

第五讲：3 月 24 日 (周三)
主讲：何崇祯会士（马来西亚圣衣会）
《向世界传圣言》

*体温检测，并谨记遵守安全距离措施。

Meeting ID： 982 5744 7404

*离开圣堂时，请记得点击退出（Check out）

Passcode： 116258

预订弥撒网站 : http://mycatholic.sg/home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萧永伦神父

6777 5858

henry.siew@catholic.org.sg

堂区捐献 PayNow: UEN #T08CC4054D Robertus 神父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堂区秘书处: 6777 5858 | 9729 9087

6777 2523

martin.low@catholic.org.sg

刘闰南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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