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身为基督徒，我有时常反省自己对天主的爱是否足够吗？
2）当我要完成一项使命时，是否有期待天主恩宠的助佑？

“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
一生一世在祂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祂。”
（路１：74 -75）

恭敬圣母玛利亚的基督徒真是有福
按照天主教罗马礼的年历，每年十月是玫瑰月，是我们热心恭敬
圣母玛利亚的好机会。十月七日为“玫瑰圣母纪念日”。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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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6日 常年期第27主日
读经一：哈巴谷先知书 1 : 2 - 3；2 : 2 - 4
读经二：弟茂德后书

1 : 6 - 8，13 - 14

福音：圣路加 17 : 5 -10

福音与我

对圣母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位“天主之母”会在天主面前为我们

萧永伦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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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机

6773 5676

祈求。圣母以童贞女及无原罪之身的滿溢恩宠，赖天主圣神的化工，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见证了基督的救恩。圣母的言行引领我们回应天主的爱，教导我们

午间弥撒：12.15pm

善用圣神恩宠，跟随基督。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在天主教传统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祈祷方式，称为玫瑰经祈祷，就是通过默想耶稣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和圣母一生的重大事迹来达到默观和净化的目的。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天主教教理》第971条，玫瑰经的内容是“整部福音的撮要”。念玫瑰经不仅给予我们
一次祈祷的经验，甚至可造就一个与主契合的机会。因为与圣母约会就必然地包括了
与基督相聚。圣母的心连系着耶稣的心，圣母的手也同样地紧握着我们世人的手，让
我们与基督在一起。每当我们诵念玫瑰经，由「口祷」的经文进入「默观」每一端奥
迹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与主共融的时刻。
圣母经的总结祷词正表达出我们最想祈求的内容和意向：“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我们的信德来自对上主的爱及忠心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耶稣提醒我们: 只要有像芥子这么微小的信念，就一定能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克服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
爱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来自天主。作为奴仆的我们，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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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服从天主，展现了对天主的爱。我们为天主做的任何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事，都不在于要求回报与奖励，我们只是完成天主交给我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玫瑰经的传统结束祷词，充分表达了此祈祷方式的深义：“天主，因祢惟一圣子的降

们的使命。尽心尽力的做好福传，为取悦于天主。每天祈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生、死亡和复活，为我们获得了永生的赏报。我们恳求祢，使我们默想圣母玫瑰经的

祷时，我们心中都会承认“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

奥迹，并能效法其中的含义，获得其中的许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在天上。”因着我们的信德，必然会接获天主的恩宠。

让我们在玫瑰月每天都诵念玫瑰经。恭敬圣母的人真是有福！
（摘自《天主教中文网》）

天主爱世人，世人也深爱着天主。
(摘自：每日圣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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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圣十字架堂庆祝建堂40周年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2019年教委福传交流会

玫瑰圣母月 - 圣十字架堂举行敬礼圣母
主祭： 萧永伦神父

日期/时间：10月13日（主日）, 2pm - 4.30pm

日期：10月19日（周六）

地点：博爱村礼堂

形式：6.30pm 华语弥撒, 7.30pm 诵念玫瑰经、烛光游行

形式：透过福传短片，分享信仰生活。
福传短片的题材分别围绕在家庭关系，生离死别，宽恕，服务精神等
生活议题。透过生活，受访者如何藉着与天主的恩典， 跨越生命里的
风浪，体现福音精神，有主同在必能活出丰盛生命。

报名：华琳姐妹 94699066
联办：教委福传组与芥子福音传播中心

意向祈祷
有意向圣母献上祈祷者，可从本周末开始，一连三周的弥撒前后，
在圣堂门口索取一张意向纸，填写后投入放置在门口的意向箱。

在烛光游行当晚，所有意向将会呈献给圣母，祈求圣母为我们转祷。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

收费：乐捐

十月玫瑰圣母月 - 家庭玫瑰经
圣经协会与教委信仰培育组联办

默观若望福音中的图像: 水、葡萄酒、面包
主讲：陈宾山神父 (讲座, 讨论, 弥撒)
10月28日 (周一, 公共假期) , 9am – 6pm
地点：耶稣复活堂
形式：讲座, 讨论, 弥撒

/

收费：乐捐

教宗 2019年10月祈祷意向
为教会福传的「春天」：
愿圣神的气息在教会内吹出新福传的「春天」。

有意邀请圣母军团员前往诵念玫瑰经的教友，
请联络：蔡俊钿兄弟90622020， 李伟平兄弟 94886058
(敬请家主们不必准备餐点, 与圣母军团员一起祈祷，欢迎圣母临在于您府上)

诸圣瞻礼

追思已亡节

(当守瞻礼)

11 月 2 日（周六）

10 月 31 日（周四）

英语弥撒 :

黄昏弥撒 : 6.15pm英语 8.00pm 华语

6.15am，7.30am，9am

11 月 1 日（周五）

请为已亡亲友，恩人及

英语弥撒 : 6.15am，12.15pm，

神职人员的灵魂祈祷

6.15pm，8pm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主办 教委礼仪组协办

下周庆节预告
10月7日【周一】 玫瑰圣母纪念日 Our Lady of the Rosary
新加坡荣休总主教谢益裕晋牧周年纪念日
10月9日【周三】 圣德尼斯（主教）及同伴们（殉道）SS. Denis and
Companions 圣若望· 良纳弟 (司铎） St. John Leonardi
10月11日【周五】 圣若望二十三世（教宗） St. John XXIII

缕缕心香 － 圣乐与礼仪讲座
主讲：苏开仪老师（教会音乐家）
日期：10月 26 及27日

时间：2pm - 5pm

地点：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618 Upp Bt. Timah Rd, St Mark Auditorium (S 678214)
报名费：每人S$30 / 截止日期：10月 10日
报名方式：请将报名表格连同报名费交于神学院施洁铃姐妹
联络电话：6902 8706 Email： mandarin@ctis.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