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主耶稣基督以婴孩的形象彰显给世人。我有向贤士们学习以一颗 

     谦卑的心来朝拜这位新生的君王吗？ 
 

2）耶稣今天已显示了祂对你的怜悯和爱，你愿意接受吗？ 

 

   “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 

                                    (依60：1) 

教宗方济各2018年大事纪：  

从《福音的喜乐》看教会的喜乐和艰辛 
 

在2018年结束之际，《梵蒂冈新闻网》回顾教宗一年来的重

要训导和事迹，透过《福音的喜乐》劝谕来看教会的喜乐和

忧苦。 
 

教宗指出获得喜乐的两条途径是：一，教会要成为走出去的

传教团体，恢复福音原有的清新；二，教会要成为开放和款

待的团体。“教会不是一道海关，而是慈父的家，任何一个在生活上艰辛的人在那里都

有一席”。“我宁愿要一个走到大街上历经波折连连、伤痕累累和肮脏兮兮的教会，却不

喜欢一个由于固步自封、只顾安全而抱病的教会” 《福音的喜乐》劝谕要求教会日益成

为传教和接近人群的团体。 
 

教宗呼吁天主子民每天诵念《玫瑰经》，他要我们恳求圣母和圣弥额尔总领天使保护

教会免遭魔鬼的诱惑，因为魔鬼总是设法让我们离开天主且彼此分裂。 

教宗批准了《天主教教理》关于死刑条文的修改，指出“教会依照《福音》的教导表明

‘死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残害人的不可侵犯性和尊严’，同时决心致力于在全世界废

除死刑”。 
 

2018年也是教会人员性侵丑闻全面爆发的一年。教宗在强调对这罪行予以“零容忍”。教

宗呼吁犯了这罪行的人“悔改”、“接受世间的审判”，也“准备接受天主的审判”。 

教宗提出《福音的喜乐》劝谕中的邀请，教会应“一起行走”，不可把任何人留在边缘。

他要求青年、妇女和平信徒成为参与教会事务的新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教宗也颁布了《学会告辞》手谕，以此调整教会神长辞退教会职务的

一些规则，强调提出辞呈者需要在天主面前妥善准备自己，“抛弃权力欲望和自命不凡

的思想”。2018年是教会艰困的一年，教会遭到“强风和暴雨”的打击。为此，我们在教

宗《福音的喜乐》劝谕的指引下解读教会在2018年走过的行程，从中看出与耶稣的相

遇不断涌现的希望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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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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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6日  主显节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60：1-6 

          读经二：厄弗所人书   3：2-3，5-6 

     福音：圣玛窦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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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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宣扬上主的荣耀 

 

今天教会庆祝主显节。福音是有关主耶稣诞生的故事。三

位贤士是外邦人，他们深信犹太人救世主的诞生。他们在

途中克服种种困难、挫折和危险，继续追踪那颗星，最后

被引领到那位新生的犹太君王前，他们立即朝拜了这位君

王，并献上了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 
 

这个记述也指示出主耶稣的未来，祂将被自己的民族，尤

其是祂要来拯救的人民所拒绝。相反地，祂将会被外邦

人、外族人、边缘人和微不足道的人所接纳。天主的降生

奥迹意味着祂进入了人类的历史，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把

自己赠送给我们。来自东方的贤士代表了全人类，向这位

降生成人的天主，献上我们的礼物。在这爱的礼物的相互

交换中，整个救恩奥迹就临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摘自：林桓神父于梵蒂冈广播电台主日弥撒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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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庆节预告 
 

   1月  7日【周一】 圣雷孟（司铎）St.  Raymond of Penyafort 

   1月13日【主日】 + 主受洗日  The Baptism of The Lord  

                          + 圣依拉略  St. Hilary （主教、圣师） 

                                 + 世界移民和难民日 105th World Day for Migrants & Refugees 

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新加坡）举办三日英语讲座 

主题：基督徒默祷与基督徒生活 

Christian Meditation and Christian Life 
 

             讲员：总神师文之光神父(本笃会)  

             Fr. Laurence Freeman，OSB  

             The World Community for Christian Meditation（WCCM） 
 

     讲座节目如下：  

            (一) “Christian Meditation & Discipleship 默祷与作基督的门徒” 

                  1月 22日 (周二)    7.30pm - 9.30pm    圣家堂，圣堂内 
 

          （二）“Christian Meditation & Holiness  默祷与成圣”  

                  1月 23日 (周三)    7.30pm - 9.30pm    圣十字架堂，圣堂内 
 

          （三）“Christian Meditation & Evangelisation  默祷与福传” 

                  1月 24日(周四)     7.30pm - 9.30pm    耶稣复活堂，圣堂内 
 

每晚的讲座中将有操练默祷 Maranatha ... 

无需报名 . 欢迎出席 . 欢庆成立30周年! 

教宗2019年1月祈祷意向 

  为年轻人和玛利亚的榜样： 

愿年轻人，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年轻人，能效法玛利亚的榜样， 

答覆天主的召叫，将福音的喜悦传给世界。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农历新年弥撒  

                   2月 4日（周一，新年除夕） 

       英语弥撒：6.30am，12.15pm    *无黄昏弥撒 
 

                   2月 5日（周二，正月初一）  

   华语弥撒： 8.00am  /  英语弥撒：9.30am，11.15am 

                     **   每台弥撒后有祝圣和分发桔柑。 **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 2019新春团拜晚宴  

日期：2月 17日 （主日，农历正月十三） 

时间：傍晚6.30pm 登记入座，7pm 晚宴 

地点：圣堂底层餐厅 

收费：每人$35 

              ~ 阿平餐馆将会到圣堂来现场摆桌下厨上菜。~ 
 

报名:  * 组织成员请向各团长报名。 

         * 非组织参加者，可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报名。 

截止日期: 1月 26日  座位有限，请尽早报名！ 

询问：林目 96311567， 玉华 81136087 
        

                            ~~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 

2019年慈善高尔夫球赛活动  
 

为庆祝建堂40周年，本堂将举办慈善高尔夫球赛。 

活动所筹得善款将全数捐赠予The Cenacle Sisters 会院建设基金。 

日期：2019年4月24日 (周三) 

地点：胡姬乡村俱乐部 Orchid Country Club 

   赞助类别 

   * 球赛制：四人球位赛 （铂金、金、银、铜） 

   * 非打球者晚宴：每桌$1000 或每人$100 

   * 捐赠：现金或支票 
  

期待您的积极参与及赞助此项慈善活动。报名表格可向秘书处索取, 

或登录本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下载报名表格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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