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否愿意像耶稣一样，向他人说明天主的计划，并引人悔改

圣 十 字 架 堂

向主？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 祈求天主降福所有夫妻，在生活中，彼此扶持、互信互爱，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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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养子女，善尽家庭对社会的责任。

“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谷 10 ：9)
2018年10月6/7日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教宗方济各 : 夫妻结合之美是天主的肖像
教宗方济各5月25日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

读经一: 创世纪 2 : 18-24
读经二: 希伯来人书 2 : 9-11
福音 ：圣马尔谷 10 :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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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夫妻和家庭生活确实困难重重，但我们要注视
婚姻的美好。教宗解释道，关於婚姻，耶稣追本溯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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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cross@singnet.com.sg

源， 回到天主的创造，称婚姻或许是上主在七天内
所造的「最美妙的事物」。「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

传真机

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谷10：6-7）。耶稣强烈表明，夫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妻是密不可分的「一体」。耶稣「不谈论分离的问题，却阐述夫妻结合的美好」。

午间弥撒：12.15pm

教宗指出，婚姻的确存在各种难题，儿女的问题或夫妻本身的问题，导致讨论和争
执。但重要的是夫妻保持一体，携手渡过难关。这不仅为他们是件圣事，为教会也
是一件圣事：爱情能让人一生相爱，在喜乐和痛苦中，面对儿女和自身的问题，在
健康和患病时，都不停向前迈进。这就是婚姻的美妙之处。

教宗说：「婚姻是日复一日对其他所有人的无声宣讲。令人难过的是：报纸和电视
都不把它当成新闻来播报。尽管这对夫妻长相厮守多年，但它不是新闻。丑闻、离
婚或分手才算是新闻。婚姻的美好，是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新
闻。」教宗最后祈求上主「让教会和社会对婚姻有更深入、更美好的认识，好使

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并默观婚姻中天主的肖像和模样。」

今天的福音中，耶稣肯定造物主的旨意和祂对人类的神圣计

（梵蒂冈电台讯）

合,“成为一体”，不止于性生活上的结合，它更意味着一起成
长，使得两人的身心灵日益“成为一体”。天主亲自参与让男

吴总主教10月祈祷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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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二人“成为一体”的过程, 并为他们的结合盖上封印。那就是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为什么婚姻不是双方当事人予取予求的私产，更不是能够任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意解除的一纸契约。

开始前15分钟

旧约时代梅瑟制定法律准许休妻，是为了避免发生更不幸的
事，如丈夫杀妻而另娶；当时没有独立能力的妇女，持了休
书，有机会再嫁，得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教宗十月祈祷意向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划，并反对人类破坏天主计划。耶稣解释天主创造人的初衷: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祂为了人而造了男女，为此人要离开父母, 这样才能彼此结

男人和女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一男一女结合的婚姻遂成了天主的肖像。

6773 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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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人类重新定立婚姻的意义和否定生育孩子时，都是违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背天主对人的计划。耶稣恳切地邀请我们悔改，抛弃人类自

秘书处有关教堂的预订事宜

私和破坏性的计谋，回归天主的秩序和道路。如果要进入天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福传意向：为修道者的使命愿度奉献生活

青少年：祈愿青少年和上主会有个人

的男女修道者能自我激励，临在于穷人、

的相遇，并不害怕去发现天主在他们

主的国，我们就要像小孩子一样，忘掉自以为是的智慧和骄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边缘人和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之中。

生活中的召叫。

傲自大，在充满惊奇和淳朴的心情下，接受天主的恩赐和圣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言。 (参考：“我灵赞颂主 iBreviarium”，海星报1657期)

善会。第三主日为天主教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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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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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恳32周年庆典弥撒

FR. ROBERTUS SARWISESO 晋铎25周年庆典

主题：因爱携手同行

英语弥撒: 12月2日(主日) 5pm于圣十字架堂

主祭：萧永伦神父

10月13日 (周六) 上午10时 于圣十字架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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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庆晚宴: 12月2日(主日) 7pm
餐票: 每人$70 (可在10月6/7日及13/14日于教堂门口购买餐票）
衣着: 端庄 (以 Batik 为主题）
地点: SAFRA Mount Faber Club, Summer Garden Restaurant
2 Telok Blangah Way #02-05, Singapore 09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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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pm
地点：圣德肋撒堂举行

主徒会会祖 - 天主之仆刚恒毅枢机

荣归天乡六十周年纪念典礼
华语弥撒：王养毅神父（主徒会士）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
欢迎大家！无需报名，过后有茶点招待。

下周庆节预告
10月9日 【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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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已亡节

(当守瞻礼)

11 月 2 日（周五）
弥撒时间 :

10 月 31 日（周三）

6.15am，12.15pm，

黄昏弥撒 : 6.15pm英语 8.00pm 华语

6.15pm华语， 8.00pm

11 月 1 日（周四）
弥撒 : 6.15am，12.15pm，
6.15pm，8.00pm

枢机故事：张思谦神父（主徒会士）
日期：10月17日（周三） 时间：7.30pm

诸圣瞻礼

+ 请为已亡亲友，恩人及
神职人员的灵魂祈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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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人: 林荣姐妹 96973299

St 52，#08-615 S(65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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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十字架堂举行敬礼圣母

10月11日 【周四】圣若望二十三世（教宗） St. John XXIII

日期：10月 20日（周六）

10月14日 【主日】圣加利斯督 (教宗、殉道）St. Callistus I

形式：6.30pm华语弥撒, 7.30pm诵念玫瑰经, 烛光游行

新加坡荣休总主教谢益裕晋牧周年纪念日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祈求圣母转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