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周庆节预告 

5月21日【周一】 圣多福•麦哲伦 SS. Christopher Magallanes  (司铎) 

                          及同伴们and Companions   (殉道者；自由纪念日) 

5月22日【周二】圣丽达  St. Rita of Cascia (修女；自由纪念日) 

5月24日【周四】中国佘山圣母 “进教之佑 ”  Our Lady of SheShan, China；Mary Help of Christians             

                                  普世为中国教会祈祷日 World Day of Prayer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5月25日【周五】圣伯达   St. Bede the Venerable （司铎，圣师；自由纪念日）  

                          圣额我略七世   St. Gregory VII （教宗；自由纪念日） 圣玛利亚• 玛达肋纳   

                          St. Mary Magdalene de’Pazzi（贞女；自由纪念日） 

5月26日【周六】圣斐理伯• 内利   St. Philip Neri （司铎；纪念日）  

5月27日【主日】圣奥斯定• 坎特伯里 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主教；纪念日。今年不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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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寻求圣神的引导，与他人分享基督   

    的生命，为主作见证。 

2) 信友要诚心祈求圣神，以行动继承教会的福传使命。  
 

 

  “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   

                              (若15：27)  

 华文成人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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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慕道旅程将在6月26日开始 
 

   每逢周二：7.45pm – 9.45pm   地点：诸圣厅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颂念家庭玫瑰经在彩枝姐妹家 
 

  日期：5月24日(星期四) 

  时间：7.45pm 

  地址：32 Lasia Ave, S’pore 277854 

  需交通安排，联络兰英姐妹: 90178836 

 或用手机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报名 

公共假日（卫塞节）英语弥撒 

       5月29日 (周二)   

              8am  

     *当日无傍晚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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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20日  圣神降临节 
 

        读经一:  宗徒大事录  2 ：1-11  

        读经二:  迦拉达人书  5 ：16-25         

          福音 ：圣若望       15 ：26-27; 16: 12-15   

   

 

 

 

 

 

 

“圣神降临节”是庆祝教会的诞生日，也是犹太人庆祝西

乃山上与天主订立盟约的“五旬节”。福音是耶稣在最后

的晚餐中，与门徒临别的赠言，说明祂要从天父那里派

遣一位真理之神，使门徒们拥有能力为祂作见证。 

真理之神，首先是在门徒的心中为耶稣作证，然后启发

他们在世人的面前为耶稣作证的圣神。换言之，圣神是

见证了耶稣的身份，也见证了祂的复活及升天。当年的

“五旬节”圣神就降临在门徒们的身上，藉着圣神的圣化

和领导，他们开始将耶稣受难前一起共同生活的经验，

执行在教会的福传工作与世人分享基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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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ing.com/images/search?q=Holy+Mass+Clip+Art&view=detailv2&&id=1BD9E25BA12C27AF93409DF9FE1A1A6490F80B27&selectedIndex=27&ccid=tia%2bc7Ul&simid=608042944873890260&thid=OIP.Mb626be73b525fac55de5a7cc49182252H0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教宗五月祈祷意向 
 

  为平信徒的使命： 

  愿平信徒能以创新的 

  方式答覆今天世界 

  面临的挑战，借此实   

  现他们的特殊使命。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 

联办: 奉献“神花”活动 
 

        2018年2月14日-5月31日 
 

 神花：圣体、祈祷、刻苦、爱德 

  奉献神花的意向： 

  1. 为候洗者接受洗礼及全身委 

     托于基督 

  2.求赐有更多人接受恩赐成为 

     慕道者 

 五月份是奉献神花的最后一个  

 月。请大家积极参与此活动。                     

2018年儿童信仰生活营    

 主题：我是谁? (路1：30）               

日期/时间:   

8-12岁 ：6月1日 (周五) 8.30am  

              至 6月3日 (主日) 11am 

 5-7岁 ：6月2日 (星期六) 9am-8pm 
 

地点：圣母圣诞堂     

收费：$30（8-12岁）/  $5（5-7岁） 

询问及报名：郑天智 91136598  

福传学习天： 

向圣保禄和圣女小德兰学习 

     日期/地点：6月2日 武吉知马圣若瑟堂    

       时间：2pm-5pm 

       内容：视频欣赏，社会实况讨论，祈祷 

       报名：文祥 82907372   

                 俐逸 98366636 

       新加坡天主教神恩复兴团体主办: 2018圣神降临复兴大会 

      主题:“不做死海，但为活泉”           主讲: 叶保胜神父（方济会） 

      感恩祭: 林长震神父主祭（圣衣会） 

      形式: 敬拜赞美, 讲座, 明供圣体, 圣体医治, 感恩祭 

    日期: 6月 15日（星期五，假日） 9am – 5.30pm 

    地点: 圣安多尼堂(圣堂内) 25 Woodlands Ave 1,  S (739064) 

    交通: 在Woodlands (兀兰) MRT 巴士车总站转搭 912 短程巴士车 

    报名: 需要报名, 免付费 (爱心奉献)（有提供午餐） 

    报名电话 (可用WhatsApp 报名): 健祥 9862 6801, 

    洲南 9684 8989,  David 97860237，爱莉 9662 0935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5月24日 圣母进教之佑节（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 

 

圣女彼济大曾经听见耶稣给无玷圣母说：“我给您许下： 

‘妈妈，无论什么人，即使是大罪人，只要他们有意悔

改，改变生活道路，因您的名求我，我一定会允准他们

的。’”   的确，天主的圣宠常常通过圣母的手降到我们 

身上，圣母  是大能的贞女，是教友的助佑。我们求 

圣母保护教宗、保护圣教会、保护教友。我们在祷文 

里诵念：“进教之佑，为我等祈！”    
 

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5月24日，将每年的“圣母

进教之佑节”定为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呼吁全世界的天主教友为中国的天主教会

祈祷，在主耶稣内共融合一。 
 

上海佘山圣母大殿有数百年的历史：1863年，教会出资买下佘山的山南坡，并在山

顶建六角亭供奉圣母像，此像为中国修士三访巴黎“德胜之佑圣母像”而绘。1868年，

主教祝圣佘山小堂和“进教之佑圣母像”，该地便成为教友们热爱的朝圣地。1871年，

大堂建筑工程开始，这年的5月24日，圣母进教之佑节日，郎主教在六千多位教友的

见证中，主持了大礼弥撒。1873年，山路上竖起了十四处苦像，佘山圣母从此就成

为教区的主保。1874年，教宗庇护九世钦赐：每年5月来佘山朝圣者，可得一次大

赦。1924年，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全体中国主教会议, 率领全体中

国主教举行将中国奉献给圣母的隆重典礼；又率领15位主教赴佘山，再次奉献中华于

圣母。 
 

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5月24日用「向佘山圣母颂」为中国天主教会祈祷：“佘山圣

母，请援助那些在日常劳苦中，仍继续相信、希望和实践爱德的中国教友，使他们

永不惧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并在耶稣跟前为世界祈祷。忠信的童贞圣母，求妳援助

中国天主教徒，使他们的艰辛努力在上主眼里越来越宝贵，让在中国的教会对普世

教会旅程的爱戴和参与得到成长。”  

 普世为中国教会祈祷日 

于5月24日（周四）8pm-9.30pm 在耶稣复活堂举行 “普世为中国教会祈祷日”。 

祈祷形式：玫瑰经、感恩祭。由张思谦神父主祭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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