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许多痛苦和十字架需要背负。 

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和十字架呢？ 
 

  2)  我愿意为了跟随耶稣，而舍弃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 

                   为他有什么益处？”       

                        (玛 16：26) 

                       

2017年9月13日-17日 

主题：基督徒的身份与共融 
 

        三日敬礼     主保日庆祝 
 

 9月13日(周三)    9月17日（主日） 

       华语弥撒     弥撒：7.30am，9.30am 及 

 主题：基督徒的身份与共融  11.30am（主祭：吴诚才总主教） 

       主祭：张思谦神父    及5pm         

               

        9月14日(周四)      主保美食义卖盛会  

        Theme: Catholic Identity   8am - 1pm 底层餐厅  

        Fr Clement Lee, CSsR    
                

        9月15日(周五)    每日敬礼弥撒后将供奉  

        Theme：Being in Communion   真十字架圣髑  

        Msgr Philip Heng, SJ             

 

        主保日前夕 9月16日(周六)  * 三日敬礼之礼仪时间：7.30pm 诵念玫瑰经 

        弥撒：5pm, 6.30pm(华语)                     8.00pm 弥撒 * 

 聚圣团九月份活动  
 

       

      9月8日  (周五)  《你在妇女中是蒙祝福的》 

      9月22日(周五）《泰泽祈祷》 

                    时间：7.45 – 9.15pm 

                    地点：St. Michael 讲堂                          

        2017年神圣慈悲灵修日      
 

        主祭：杨德成神父     

        主讲：陈宾山神父 

        日期：2017年10月18日 

        时间：1.30pm – 4.30pm    

        地点 : 和平之后堂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堂区使命宣言: 借助对天主圣言的熟识，努力深化信仰； 

         并通过爱德与服务活出信仰，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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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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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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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17  周六 常年期第22主日 

         读经一： 耶肋米亚先知书 20：7-9   

         读经二： 罗马人书 12：1-2  

            福音： 圣玛窦 16：21-27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指出, 谁若愿意跟随祂, 就该像

祂一样背着十字架。意思就是愿意负担任何不如意

的事情, 不能被它压倒。 

十字架可能给人一种消极的感觉: 克苦、守斋、不言

享受、不敢吃好的东西、不敢穿好的衣服等。如果

基督徒只是勉强地履行基督徒的义务, 消极地背负十

字架的痛苦, 是无法体验到天主牺牲的爱的奥秘。 

真正的十字架是积极的,十字架的爱才是彻底的基督

徒的爱。如果我们不去奉献自己的生命, 就不可能得

到真生命, 也就无法体验天主的奥秘。真正的信仰不

带我们去祈福免祸, 逃避生命中的十字架, 反而帮我

们去面对生命中的挑战，超越求福免祸的境界, 我们

才是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基督将我们的痛苦化重为轻。基

督从死亡走向复活的苦路中，已将崎岖的道路修平

了。如果我们仍然觉得勉强, 就让耶稣斥责伯多禄的

话警醒我们:撒殚, 退到我后面去!”, 使我们因天主

的爱而有勇气面对逆境。 



               圣经协会常年退省 

   主题：《救恩与我》-- 来与天主相遇 

   主讲： 陈汉平兄弟 

     日期： 9月23日（周六） 

     时间： 9am – 4.30pm 

     地点：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三楼 

     收费： 自由捐献 

     报名： 杨玉花  96970408      黄昭荣  96384694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华 文 夫 妇 恳 谈 会      

    主办 第78期原始周末 
 
 

 日期： 9月15日至17日    

  时间：周五8pm至主日5pm 

  地点：夫妇恳谈会所  

 201B Ponggol 17th Ave S(829651） 
 

 询问：永义+月圆 （97329749)   

  Email: yyyyme80@gmail.com          

        婚姻庆典弥撒 （华恳31周年） 

主题： 爱永不止息 

            主祭：萧永伦神父     

            日期：10月7日10am   

            地点：和平之后堂 
 

   邀请所有夫妇前来参加。 适逢周年的夫妇 

   将领受降福状。 弥撒后，备有自助午餐， 

   请来与我们同庆。 
 

   联系：诗蓉 88221918 / 秀丽 90501234 

   电邮：vinnalim1961@yahoo.com  

   网上报名： http://wwmesg.org/ch/ 

  法蒂玛圣像巡回朝圣华语弥撒与敬礼           

     庆祝法蒂玛圣母显现一百周年 
                   

                   主祭：萧永伦神父 
 

                9月18日 （星期一）  

                中午12时至2时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形式：弥撒与证道，诵念玫瑰经            

  由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 华文教务委员会主办 

  教友学习天（西/城市区）   
   

  日期：10月22日 2pm-6pm   

  地点：天使之后堂 礼堂 
  带领：黄财龙神父及教委信仰培育组 

  报名： 文端 90016516 

            蕙瑄 96772709 

            华琳 94699066 

  报名截止日期：10月1日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韩国殉道者特写 

保禄•尹持忠 Paul Yun Ji-Chung 

及123位同伴 
 

 韩国天主教的传入，特殊性在于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

 韩国的平信徒自发性建立的。在1784年（朝鲜王朝时代）使

 臣李承薰从中国把大量的宗教书籍带回国。之后，他和一群

初期的平信徒自行建立了一个缺少神职人员的平信徒组织。直到1836年（52年后）巴黎外

方遣使会会士才在当地平信徒的请求下派遣神职人员。然而，在当时的韩国社会，新的宗

教未能获得当地政府接纳，之后的几百年间不停受到迫害，超过一万名韩国人殉道。 

2014年8月中旬，教宗方济各在韩国与亚洲青年会晤的牧灵访问期间，册封了平信徒保禄•

尹持忠Paul Yun Ji-Chung及123位同伴为真福。这些人在1791至1888年迫害基督徒期

间，因信仰的缘故而被杀害。 

尹持忠于1759年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在求学期间对天主教信仰产生了兴趣，于是走上了

皈依的道路。他领洗后，把基督信仰传递给他的家庭，其中包括他的表弟雅各伯•权尚

然。尹持忠在他母亲去世时，按照母亲的遗愿选择了天主教葬礼，而非儒家传统习俗。当

地方官府得知此事后，皇帝盛怒。于是官府开始调查和审问尹持忠和权尚然，要求二人放

弃信仰，并说出其他天主教徒的名字。而他们的回答是“绝对不因任何理由而放弃信

仰。”皇帝便下令处死尹持忠和权尚然。二人在对基督和圣母的呼求中殉道。 

教宗在册封弥撒讲道中说：“尹持忠及其123位同伴，是为基督而生也为基督而死，现在

他们都在基督的王国里同基督一起，欢乐地瞻仰着祂的荣耀。”  

                                                                                                                下周庆节预告 
 

      9月5日【周二】圣德蕾莎（修女，纪念日）St. Teresa of Kolkata 

                              国际慈善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Charity (UN) 

      9月8日【周五】圣母诞辰（庆日）The Nativ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9月9日【周六】圣伯多禄·格肋凡（司铎；自由纪念日） St. Peter Claver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教宗9月份福传祈祷意向 
 

为堂区：愿我们充满福传精神的堂区，能成为传达信仰与看见爱的地方。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q=%E4%BC%A0%E7%A6%8F%E6%95%99%E4%BC%9A&hl=en&rlz=1G1ACAW_EN-GBSG510&biw=1441&bih=579&tbm=isch&tbnid=ZFn0dyobHUmmfM:&imgrefurl=http://www.chinaaid.net/2013/01/blog-post_3.html&docid=yUC13FSmQVhoYM&imgurl=http://emmausbiblelesson
http://www.holycross.org.sg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q=all+saints,+clipart&hl=en&biw=1920&bih=856&tbm=isch&tbnid=5ywVqhj_5vgNgM:&imgref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nc/clipart/14519/saints&docid=DSsbYQ-wUadJXM&img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discountmugs/upload/cliparts/im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