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身为基督徒的我，是如何活出基督的爱呢？   
 

2) 我有尽力做好福传的工作吗？我有加入堂区的团体及积极参与 

    教会活动吗？ 
 

  “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若15 ：16 ）             

圣人伴我行 : 

圣白多禄，首位中华殉道主教 (St. Petrus Sanz, OP) 
 

 

圣白多禄主教亦名为桑实主教, 1680年生于西班牙，他的母亲因难产，

生下他就去世了。父亲次日抱着他去教堂领洗。17岁时，蒙天主召

叫，加入了道明会修道院学习，6年后晋铎。 
 

1715年，圣人前往当时福建天主教的中心地区闽东福宁州福安县传

教。初到闽东，圣人奔波于福安的各个乡村间传教，成立了圣多明我

第三会，并使600多名当地的文人仕绅皈依天主教，还组织了公教仕绅

协进会，这些在地方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大大帮助了白多禄的传教工

作。同时，白多禄在当地成立了圣母玫瑰会，劝教友勤念玫瑰经。此外，他还在穆阳建立

了玫瑰圣母堂，在康家板（康厝）建立了天主圣三堂。 
 

1723年雍正皇帝上台后，清政府加大了禁教的力度，严厉禁止天主教活动，并悬赏传教士

的人头，当时白多禄仍在漳州，只得隐居起来，昼伏夜出，在晚上去见教友。这种情形持

续了6年之久。1730年接到教宗任命他为福建主教，为此白主教又潜回福建。乾隆即位后

又起教难。1746年，白主教被捕入狱后，被狱卒拷上手铐，步行6日到达福安监狱，受尽

各种凌辱鞭打，又被揪发伏地，疲劳审问，脸部被鞭打至耳聋。次年5月26日被斩首于福

州西门外，享年66岁。 
 

1893年5月14日，白多禄获教宗良十三世晋封为真福，2000年10月1日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册封为圣人。白多禄成为首位中华殉道主教。 

耶稣升天节（当守瞻礼)  

        5月 29 日 (周三)  前夕黄昏弥撒  6.15pm英语，8pm华语    

        5月 30 日 (周四)  英语弥撒  6.15am，12.15pm，6.15pm, 8pm   

教宗2019年5月祈祷意向 
 

                 为非洲教会，合一的种子： 愿非洲教会，透过其成员的献身， 

                         能成为该地区各种族合一的种子，和希望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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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8/19日  复活期第五主日  
  

   读经一：宗徒大事录  14 : 20-27 

   读经二：圣若望默示录  21 : 1-5 

      福音：圣若望  13 : 31-35   

2 0 1 9 年  圣 十 字 架 堂 庆 祝 建 堂 4 0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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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音 与  我 
 

 

 

 

 
 

 
 

          

我们要彼此相爱，因爱从主来 
  

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新的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

爱了你们，你们也必须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

爱，世人都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耶稣藉十字架和复活的奥迹，完成救赎工作。天主希望我

们每个人都能通过身体力行、奋力传播福音、完成耶稣的

救赎工作。我们彼此相爱的目的，是使人认出我们是基督

徒，感染未认识天主的人前来侍奉祂。 通过我们的见

证，传扬天主给于世人的爱，是深远博大的、带来幸福快

乐、喜乐安康。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奋力做好福传的工

作，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诫命，这是基督徒的烙印。 

  (摘自：每日圣言 2019 )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教委福传组主办)  

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弥撒    

主祭: 李明发神父 (圣雅丰索堂院长) 

                                日期：5月24日(周五)，7.45pm - 9pm    

                                地点: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形式:  诵念玫瑰经、见证分享、双语弥撒 
 

            *弥撒后提供小点心和赠送纪念*     +欢迎大家前来一起为中国教会祈祷+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 主办第83期原始周末 

  日期：6月21-23日 (住宿周末)  时间：周五晚上8点至主日下午5点        

  地点：夫妇恳谈会会所 (201B Punggol 17th Ave, S829651)  

  报名：俊雄+诗蓉  8822 1918   永义+月圆  9732 9749 

                           华恳诚意邀请夫妇参加！ 

            弥撒后 “华恳夫妇” 将在圣堂门口提供讯问及接受报名。 

                    下周庆节预告 

    5月20日 【周一】圣伯尔纳定 （司铎）St. Bernardine of Siena 

    5月21日 【周二】圣多福•麦哲伦 (司铎) 及同伴们(殉道者) SS. Christopher Magallanes and  

                                              Companions  

    5月22日 【周三】圣丽达(修女) St. Rita of Cascia  

    5月24日 【周五】中国佘山圣母 “进教之佑 ”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Our Lady of SheShan,  

                                              China; 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 World Day of  Prayer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5月25日 【周六】*圣伯达 （司铎，圣师）St. Bede the Venerable  

                               *圣额我略七世 （教宗）St. Gregory VII  

                               *圣玛利亚• 玛达肋纳 （贞女）St. Mary Magdalene de’ Pazzi 

    5月26日 【主日】 圣斐理伯• 内利（司铎） St. Philip Neri  

家庭拜访登记 

     本堂的神父和志工将拜访居住于 Clementi Ave 1 及 

     Commonwealth West Avenue 组屋区的教友家庭。 

那些尚未上堂区网站登记的教友， 

    请向值勤员索取表格登记。 

华文成人慕道旅程  
 

你有朋友想认识天主教信仰吗？邀请他/她来参加慕道新班吧！ 
 

2019/2020慕道旅程 将在7月 9日开始 
 

每逢周二： 7.45pm – 9.45pm   地点：St. Michael 课室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奉献神花活动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教务委员会举办) 

奉献神花的意向：为新教友及尚未认识主的人奉献神花。 

                     活动日期：4月21日 - 6月16日 
 

请在下周六5月25日，把完成的神花单张交回堂区 

     以便统计神花数目，并拿取新单张。 

圣十字架堂举行敬礼圣母 
 

    日期：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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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Gerard Victor 神父 

         方济各会士 Gerard Victor 神父,  

        将于5月25日至今年底到本堂协助。           

公共假日，5月19日 (卫塞节) 
 

  由于假日是在星期天， 

5月20日（周一）是补休。 
 

英语弥撒 

5月20日 (周一) 8am  

 (当日无傍晚弥撒)  

              欢送 Anthony Vinay 神父  

           感恩弥撒：5月26日（主日），下午5时。  

      5月30日是Anthony Vinay 神父在本堂服务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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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