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对于我周遭的穷人, 我有伸出双手帮助他们吗? 还是视若无睹? 

 

2) 我能意识到穷人是帮助我最终抵达天国的桥梁吗? 

 

 “主耶稣基督本是富有的, 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  

          好使你们因着祂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   

                             (格后 8:9)             

圣书伴我灵 ：《炽热的心》 
 

《炽热的心》的作者，卢云神父（Fr. Henri J.M. Nouwen 1932-1996）， 

原籍荷兰，1957年晋铎。曾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耶鲁和哈佛大学。 

自1986年应方舟团体（L’ Arche）之邀加入黎明之家（Day break） 

服务智障人士，直到因心脏病突发安息主怀。 
 

卢云神父是近代天主教内、外著名的神学家及灵修 

作家。他独具心慧眼能从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最弱小的人身

上，透视人生伟大及软弱层面所深藏的奥秘。他的著作共有40多本，畅销全球，深受

各界人士喜爱。 
 

这书是以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 - 35节为主轴，描述两位门徒如何在往厄玛乌的路上与

耶稣相遇，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此书有五个主题：失落、临在、邀请、共融及使

命，借此引出感恩祭带给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如书中所说：“感恩祭使我们从失落感

带来的瘫痪中重获自由，并使我们明白耶稣的圣神已生活在我们内，好让我们得着力

量走出自我，进入这世界，将喜讯带给贫穷的人，使盲者复明，使俘虏得释放，宣告

上主已再次将祂的恩慈显示给所有的人。然而我们并非单独地接受这派遣；我们是与

弟兄姐妹一同受派遣，因为他们也明白耶稣生活在他们内。”  
 

     ~本书是由上海光启文化事业出版，可在守礼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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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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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29日  常年期第26主日   

   读经一：亚毛斯先知书   6 : 1，4 - 7                                    

   读经二：弟茂德前书   6 : 11 - 16     

      福音：圣路加   16 : 19 - 31   

2 0 1 9 年  圣 十 字 架 堂 庆 祝 建 堂 4 0 周 年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enry.siew@catholic.org.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Gerard Victor    6777 2523 
Jerry.chcpar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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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与我 
 

 

富翁和拉匝禄 

的比喻 
 

在今天福音的比喻

中，拉匝禄与富翁

之间生活的贫富对

比，以及富人对于

穷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只在耶稣时代如此, 在当今的时

代，也依旧尖锐地存留着。 
  

福音以对话的形式描述富翁的命运，含有高度的「警告」

意味，对我们提出深刻的教导：警告我们不要像这位富翁

一样，而是应该按着生命的法律善度生活，以免成为「聋

子」，以致由死亡复活者所带来的讯息也无法聆听。  
 

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主耶稣也藉这故事警告我们钱财的危

险。福音并未通盘否定钱财的价值，而是指出财富可能使

人盲目、把人引入绝对的自我中心、自己封闭心门、无法

对先知的教导及复活的喜讯开放、更看不见生活在周遭需

要援助的弟兄姐妹。 （摘自：林思川神父讲道）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9月30日【周一】圣热罗尼莫（司铎、圣师）St. Jerome 

10月  1日【周二】圣女小德兰（贞女 、圣师，传教主保）St.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  

10月 2日【周三】护守天使  The Holy Guardian Angels                                    

10月 4日【周五】圣五伤方济各（方济会会祖）St. Francis of Assisi 

10月 6日【主日】圣勃路诺（司铎）St.  Bruno 

    2019年神圣慈悲灵修日 

                               主题：圣傅天娜与慈悲 

                        主祭：杨德成神父 

分享：何国章兄弟 

日期：10 月 6 日（主日) ,1.30pm – 4.30pm 

地点：神圣慈悲堂 

形式：讲座、慈悲串经、见证、敬礼圣女圣髑、弥撒 

2019年教委福传交流会 

日期/时间：10月13日（主日）,  2pm - 4.30pm 

                                    地点：博爱村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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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9月29日 

         联办：教委福传组与芥子福音传播中心                      收费：乐捐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举办 夫妇婚庆弥撒 

           日期：10月5日(周六) , 10am，地点：和平之后堂                               

    这是为所有夫妇而设的婚庆弥撒。恳请夫妇前来参与。 

在天主的圣殿里庄严喜乐的重发婚姻誓约，让婚姻关系更亲密、更坚固； 

让家庭更圆满、更幸福。弥撒后备有自助午餐。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10月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10月4日（周五） 

          晚上8时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10月儿童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10月4日 (周五） 

          7.45pm - 9pm  

       @St Michael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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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周六） 

形式： 6.30pm  华语弥撒,    

           7.30pm  诵念玫瑰经、烛光游行  

                            *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主办   教委礼仪组协办 

     缕缕心香 － 圣乐与礼仪讲座 

   √ 想了解天主教与基督教圣歌的区别吗？ 

   √ 想知道那类圣歌适合在弥撒中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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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玫瑰圣母月 - 家庭玫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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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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