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主愿意我舍弃一切，了无牵挂的只以天国为念，我做到了吗? 

 

2）天主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弱点，成就任何事，只要我们真心信任  

     祂。 

 

   “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 

 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谷 10 : 27)  

 圣人伴我行 ：圣女玛加利大·亚拉高 

（St. Margaret Mary Alacoque 1647-1690） 
 

为使教会更加认识天主爱的象征 - “耶稣圣心”，基督特别拣选  了

圣女玛加利大。圣女生于法国，父亲在她八岁时去世。年幼的她患

上急性风湿热症，卧病在床长达五年；直到15岁时，病情才好转。

她24岁时决定放弃婚姻生活，加入圣母往见会（The Order of Vis-

itation）。圣女是一位谦逊、单纯又坦率的人，在面对尖锐的批评

与纠正时，总能保持温和与耐心。 
 

1674年她领受了基督的第一个启示 - 她是天主所特选的器皿，为能广传耶稣圣心的

敬礼。在接下来的13个月中，基督不断的显现自己 - 祂的圣心，这是天主神圣之爱

的标记。圣女在每月首周五，以勤领圣体，热爱圣体圣事的方式来响应对耶稣的

爱。与此同时，耶稣还要求为纪念天主之爱而设立一个庆日。 
 

圣女为推广此敬礼，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修会院长断然拒绝她的请求，同会的姐妹

都对她反感，也遭到许多神学家的反对，甚至宣告神视是虚假的。1683年新任院长

梅琳姆姆（Mother Melin）上任，指派圣女为她的助理，团体内的反对意见便就此

告终了；她更出任初学导师的职务。1686年起，修院内便开始遵守“耶稣圣心”敬礼。 
 

从耶稣圣心不断涌出的三条河，第一条是为罪人流出的仁慈之河，带给罪人们痛悔

和补赎的精神。第二条是爱德的河流，为一切有急需的人而流的，当人们遇到艰难

困苦或受屈辱时，可从这河流中找到克服阻碍的力量。第三条是爱情和光明的河

流，这是耶稣为愿意与祂结合的人，分享祂的知识和认识祂的诫命而流的，好使他

们按照个人的方式，完全献身于祂，为祂争取荣耀。 
 

1920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封她为圣人，瞻礼定在10月16日。圣女是耶稣圣心崇拜者、

失去父母者及脊髓灰质炎患者的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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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14日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读经一:  智慧篇  7 : 7-11  

    读经二:  希伯来人书  4 : 12-13 

      福音 ：圣马尔谷  10 : 17-30    

 

 

捨弃使自己不自由的东西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对基督信徒有关财富的要求：

“变卖所有一切，施舍给穷人，跟随我”。这虽然不是要人按

照字面意思去“变卖一切”，但是教友必须认真省察自己究竟

是如何应用了财富：是否阻碍了自己的永生？有没有按照自

己的情况施舍给穷人？   
 

为了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基督徒应该做的远远超过遵守十

诫的规定，是要毫无保留的跟随耶稣。就人的能力而言，完

全的献身跟随天主是根本不可能的，世上的一切东西，都可

能阻挡我们全心跟随耶稣；但是天主的能力胜过人的无能，

人之所以能得到天主许诺的恩赐，完全基于天主爱的救援意

愿。 
 

让我们学习舍弃一切使自己不自由的东西，天主召叫我们走

的道路，必定给我们足够的恩宠去完成。   (参考：“我灵赞

颂主 iBreviarium”，吴智勋《乙年常年期第28主日》)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10月15日【周一】 圣女大德兰（贞女、圣师）St. Teresa of Jesus 

   10月16日【周二】 圣妇赫德维 (修女）St. Hedwig 

                              圣女马加利大（贞女）St. Margaret Mary Alacoque 

   10月17日【周三】 圣依纳爵· 安提约基亚（主教、殉道）St. Ignatius of Antioch 

   10月18日【周四】 圣路加（圣史）St. Luke 

   10月19日【周五】 圣若望及圣宜善（司铎）及同伴（殉道）SS. John de Brebeuf 

                              and Isaac Jogues and Companions     

                              圣十字保禄 (司铎、苦难会会祖）St. Paul of the Cross      

主徒会会祖 - 天主之仆刚恒毅枢机 

荣归天乡六十周年纪念典礼 

华语弥撒：王养毅神父（主徒会士） 

枢机故事：张思谦神父（主徒会士） 

日期：10月17日（周三）  时间：7.30pm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 

欢迎大家！无需报名，过后有茶点招待。 

    教宗十月祈祷意向 

   福传意向：为修道者的使命愿度奉献生活  

     的男女修道者能自我激励，临在于穷人、 

        边缘人和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之中。 

吴总主教10月祈祷意向 

   青少年：祈愿青少年和上主会有 

     个人的相遇，并不害怕去发现 

        天主在他们生活中的召叫。                

杜佛路 (DOVER ESTATE) 教友登记 
 

本堂的神父和志工将于明年（2019年）开始拜访住在杜佛一带的教友家庭。 

为了能让拜访工作顺利进行，我们需要教友都先上网堂区登记。那些还没登记 

的教友，今天值勤员会把申请表格发给你，请你们填好，弥撒后交回来。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十月玫瑰圣母月- 家庭玫瑰经 

        10月18日 晚上7时45分 

               黄娟娣姐妹 

     Blk 535, Bt Batok St 52 #08-615  (650535) 
 

           联络人:  林荣姐妹 96973299     

               蔡俊钿兄弟 90622020 
 

               欢迎大家参与, 与圣母军团员 

                       一起诵念玫瑰经。 

       诸圣瞻礼 

       (当守瞻礼)  

    10 月 31 日（周三）   

黄昏弥撒 :  6.15pm英语  8.00pm 华语 
 

      11 月 1 日（周四）   

            弥撒 :   6.15am，12.15pm， 

     6.15pm，8.00pm  

   FR. ROBERTUS SARWISESO 晋铎25周年庆典     

      英语弥撒: 12月2日(主日) 5pm于圣十字架堂          
 

      银庆晚宴: 12月2日(主日) 7pm    
 

     餐票: 每人$70  (可在本周末于教堂门口购买餐票）       

     衣着: 端庄 (以 Batik 为主题）   

     地点: SAFRA Mount Faber Club, Summer Garden Restaurant     

                 2 Telok Blangah Way #02-05, Singapore 098803 

    追思已亡节 

       11 月 2 日（周五）  

        弥撒时间 :    

        6.15am，12.15pm， 

     6.15pm华语， 8.00pm   
 

+ 请为已亡亲友，恩人及 

    神职人员的灵魂祈祷 +  

  圣十字架堂举行敬礼圣母 
      

       日期：10月 20日（周六） 

       形式：6.30pm华语弥撒,  

  7.30pm诵念玫瑰经, 烛光游行 
 

 

 

     ~~诚邀大家 

          踊跃参与， 

          祈求圣母 

          转祷~~ 

 
 

      * 有意向圣母献上祈祷者， 

        请事先写好意向，在下周 

        带来投入意向箱。*  

2019年华文儿童要理班登记 

(包括那些已经参加的儿童) 

           报名负责人: 李玉华 81136087   

                陈诗丽 90261727 

截止日期: 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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