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明白人的力量是天主的恩赐吗? 
 

 2）我愿意效法基督，将生命中的力量都奉献于服务他人吗? 
 

 

  “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 

   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  (谷 10：45)   

教宗方济各要求信众为遭到魔鬼攻击的教会祈祷 
 

教宗推动一项特别祈祷运动，从10月1日圣女小德肋撒纪念日开始，

邀请全世界的信友在10月份每天诵念玫瑰经，恳请圣母玛利亚和总

领天使圣弥额尔保护教会，免遭魔鬼达到分裂基督徒团体的目的。 
 

教宗将他的书面呼吁交给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国际祈祷福传会）主

任，耶稣会士傅德立（Frederic  Fornos）神父。傅神父谈到这次对

抗恶神的祈祷运动，他说：“最近几年和这几个月，我们经历了教会

内的困境，其中包括来自圣职人员、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的性侵、

滥权和践踏良知，还有内部分裂，这些无疑是受到了恶神的助长。恶神在我们内心

寻找同谋，是‘我们人性的死敌’。 
 

神父解释道，在基督信仰的传统中，恶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撒旦”、“对头或魔

鬼”、“搞分裂或制造不和者”。在圣经传统中也把恶称作“尘世的诱惑者”、“谎言之父”

或者“魔王”，它以一种光明天使的面目出现，看似良善，却将人引向骗局。今日教会

的福传使命变得更加困难，也因我们与恶成了同谋，使教会失去信用。恶的泛滥最

终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随从不向真正生命开放的欲望”，包括追求财富、虚荣及

骄傲；透过这些欲望，恶欲将我们拖下水。恶是个诱惑者，它起初以好的意向出

现，然后逐渐将人引向邪恶的意向。 
 

傅神父最后谈到，教宗在今年8月20日《致天主子民的信函》中阐明，若一个肢体受

苦，所有的肢体都将一同受苦。教宗要求众信友在10月份的个人和团体祈祷中更加尽

心尽力。每日诵念玫瑰经，恳请圣母玛利亚在这危机时期帮助教会。“我们知道，圣

母留守在十字架下，即使门徒们四散逃走，她站在十字架下帮助我们与耶稣同在”。

在诵念玫瑰经结尾时，教宗要求我们恳请总领天使圣弥额尔，让他捍卫教会免受魔

鬼的攻击。弥额尔天使是天上万军的统领及教会的保护者。  （梵蒂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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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0/21日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普世传教节）  
         

    读经一:  依撒意亚先知书  53 :  10 -11  

    读经二:  希伯来人书  4 : 14-16 

      福音 ：圣马尔谷  10 :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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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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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是为服务 

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论及权力是为服务。雅各伯和若望

请求耶稣当有一天祂受光荣时，能获得优待。耶稣借机

向门徒解释权力只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属高位者，更要

做大众的仆人。不恋权，全心为大众服务这思想，其实

渗透着古今中国历史。耶稣今日启示人新的精神、新的

力量、新的动机、新的恩宠, 使人心底认同的伦理能活

出来。经验告诉我们，人不是完全不知该怎样去做，而

是由于人性的软弱无力实行，我们的确需要基督的恩

宠。 

贵为天主子的耶稣，身先士卒，不求人服事，降生成人

以服事人，为人牺牲生命，为众人带来恩宠。是基督的

恩宠使‘忘我的服务’变得有可能；是基督的爱与牺牲，

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有动机、有力量去做崇高、却心

有余而力不足的事。当人承认自己的软弱，转向基督求

助时，便会发现基督信仰的力量。 

 (摘自：吴智勋《和平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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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10月22日【周一】 圣若望 · 保禄二世 (教宗) St. John Paul II 

   10月23日【周二】 圣若望 · 贾必昌 (司铎) St. John of Capestrano 

   10月24日【周三】 圣安多尼 · 加烈  (主教) St. Anthony Mary Claret  

   10月28日【主日】 圣西满，圣达陡 （宗徒) SS. Simon and Jude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2019新开课说明会 
 

日期：11月9日（周五） 

时间：8 - 9.30pm 

地点：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CTIS）St. Mark Room (一楼) 

地址：618 Upper Bukit Timah Road，Singapore 678214 

联络：洁铃姐妹  6902 8706  

电邮：mandarin@ctis.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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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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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传教节  
 

     今天弥撒中的收捐,  

     是充作传教之用。 

     请大家慷慨捐献。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FORMED  一个天主教网站让各年龄段的教友阅读、 

      观赏影片、视频、音频讲座和电子书等宝贵的资料库。 
 

      本堂已经买下会员费，让教友免费浏览，帮助教友学习 

      和加增信仰。请登录：https://holycrosssg.formed.org    

      申请免费注册。您注册后，请在您的手机下载 

      FORMEDiOS 或 FORMEDAndroid 应用程序 (App), 

      以方便你查阅和使用。 

聚圣团11月份活动 - 炼灵月  

+ 怀念已亡亲友 特为炼灵祈祷+  
 

               日期：11月 16 日（周五） 

       时间：7.45pm – 9.30pm 

               地点：诸圣厅  
 

    * 请领取一张意向表格，填上所纪念亡者 

      姓名。在当天通功祈祷时，我们一起为 

      亡者的灵魂祈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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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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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意向圣母献上祈祷者， 

              请把写好的意向， 

           在弥撒前投入意向箱。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 

                  祈求圣母转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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