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否会以宽容态度接纳局外人或不同 

        道的人？ 
 

   2）我们要每日勤读圣言、增强信德、克制私欲、弃绝罪恶、 

        与天主建立亲密关系。 

 

  “因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  (谷 9：40  )                            

 

    天 使 - 天 主 的 使 者   

天使是没有肉体的纯神。天使的智慧和能力，都优于我们人

类，他们在天堂上赞美天主，奉天主委派照顾世人，作天主

的使者。我们的生命一开始，天主就派遣一位天使照管，直

至去世时为止，称为“护守天使”。护守天使帮助我们趋善避

恶，帮助我们祈祷。圣咏记载：“天主派祂的天使照管你，在

一切事情上照管你。”护守天使在一切危险的境遇中，既保护我们的灵魂也保护

我们的身体。特别是为我们临终的时候，他会启发我们敬爱天主的善念善行，

提醒我们躲避罪过。他把我们的祈祷和他的祈祷一起呈献到天主台前。 
 

护守天使曾显现给许多圣人圣女。罗马的圣方济加对姐姐们说：“护守天使的容

貌美丽异常，庄严又温柔，人世间的语言，难以形容，他的一顾一盼，就会使

你的灵魂爱火洋溢，归向天主。” 圣伯尔纳多圣师说：“护守天使对我们功德无

量。尊敬他、感谢他、敬爱他，在一切危难中依靠他呼求他。” 
 

圣教会自古在9月29日“建立圣弥额尔大殿”瞻礼，纪念众天使。1670年，教宗格

肋孟十世特定10月2日为“护守天使纪念日”，命令普世教会，一致庆祝。   

 

护守天使祷文 
 

我的护守天使，天主将我托付给你照顾，求你指引我，带领我， 

保护我，免陷于罪恶与危险。阿们。                       

       十月圣 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10月 5日（周五） 8pm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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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30日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读经一:  户籍纪 11 : 25 - 29  

    读经二:  圣雅各伯书  5 : 1 - 6 

      福音 ：圣马尔谷 9 : 38 - 43,  45,  47 - 48  

今天的福音是有关基督团体中的职权是如何传递的。有

不属于十二宗徒团体的人以主耶稣的名义给人驱魔，而

门徒们却想阻止他。他们反对的目的耐人寻味，显示出

他们错误的态度，认为那人是在和他们竞争。门徒们所

关心的不是那个人是以耶稣的名来驱魔，而是那人不属

于他们的团体。 
 

耶稣警告门徒们，要小心，不要让信友们跌倒，而且告

诉他们：“不反对我的，就是赞成我”。耶稣希望我们待

人和蔼，若有不同之处，要包容和宽恕，沟通和礼让，

使得基督的爱团结我们，即使意见不同，因为天主的国

比人的意见还重要。    

    摘自《主言会的分享空间verbumdeitwn.wordpress.com》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10月1日 【周一】 圣女小德兰（贞女 、圣师，传教主保）St.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  

   10月2日【周二】 护守天使  The Holy Guardian Angels                                    

   10月4日【周四】 圣五伤方济各（方济会会祖）St. Francis of Assisi 

   10月6日【周六】 圣勃路诺（司铎）St.  Bruno 

   10月7日【主日】 玫瑰圣母节  Our Lady of the Rosary                              

                             新加坡荣休总主教谢益裕晋牧周年纪念日    

   华恳32周年庆典弥撒    

              主题：因爱携手同行        

                  主祭：萧永伦神父 
 

        10月13日 (周六)  上午10时   

              地点：圣十字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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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诗蓉 88221918 

    2018年神圣慈悲灵修日          

     主题：“圣傅天娜与教友灵修”  
` 

     主祭：杨德成神父             

     主讲：陈宾山神父             

     日期：10月7日（主日）        

     时间：1.30pm – 4.30pm    

     地点：和平之后堂                

     主办：新加坡神圣慈悲组   

     形式：讲座, 慈悲串经, 见证， 

               求恩，感恩祭 

    法蒂玛圣母 

  游行与感恩祭 
 
 

 

 

 

  主祭：林创勋神父 
 

  日期：10月 13日（周六） 

  时间：7.30pm 

  地点：圣德肋撒堂 

教宗九月祈祷意向 

总意向：为非洲的年轻人愿非洲的年轻人能在 

  他们自己的国家内，享有受教育与工作的权利。 

吴总主教九月祈祷意向 

  爱护大地万物：祈愿所有的基督徒都为这个意向    

        祈祷，并对管理地球的紧急呼吁作出回应。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感恩与特意的主日献仪 

      感谢天主赐予我们所需的恩典，为此每主日我们怀着感恩和特意之情来献仪。 
 

      请善用为你们提供的献仪信封， 

      来参与弥撒前把献仪预先准备好。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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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兴趣的华文教友, 要免费注册，只需登录：https://holycrosssg.formed.org 
 

      一旦您注册了，别忘了下载免费的iOS或Android应用程序。 

      我们希望您会喜欢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主教资源礼物。 

                     十月玫瑰圣母月 - 家庭玫瑰经 

           日期: 10月10日  晚上7时45分           日期: 10月18日 晚上7时45分 

           林维运姐妹                   黄娟娣姐妹 

           地址:  Blk 276，Toh Guan Road，    地址:  Blk 535，Bukit Batok                  

                    #18-165  S(600276)                          St 52，#08-615  S(650535) 
 

           联络人:  林荣姐妹 96973299    蔡俊钿兄弟 90622020 

           欢迎大家参与, 与圣母军团员一起诵念玫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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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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