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十 字 架 堂

1）我得到恩宠时，是否能心怀感激，并向上主致谢呢？
2）我如何报答上主赐给的恩宠呢？

“祂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祂而存在。” （哥1：17）

刚恒毅枢机－－基督徒典范（1876-1958）
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
刚恒毅1876年出生于意大利，双亲皆是很虔诚的公教信徒，父亲
是一位建设承包商，有颇高的艺术修养与鉴赏力，母亲热心而有
圣德。刚恒毅14岁即矢志献身于主，15岁入修院，21岁负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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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日 常年期第27主日
读经一：列王纪下 5 : 14 -17
读经二：弟茂德后书

2 : 8 - 13

福音：圣路加 17 : 11 -19

福音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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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学，获圣额我略大学的神学、哲学双博士学位。刚恒毅酷好

传真机

艺术而富有创造天才，他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雕刻艺术及在罗马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古城浓厚的艺术熏陶下的艺术修养，从事雕刻工作，得到专家的

午间弥撒：12.15pm

好评，且还多次获奖。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1899年12月晋铎后，先后在不同堂区服务。1926年率领6位中国籍神父到罗马接受主教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的祝圣礼。刚恒毅不但重视中国文化，也要求修生和青年司铎要努力学好国语（白话
文），以便日后的福音传播工作更具有说服力。1927年1月4日创立主徒会。随后，主
徒会在宣化代牧区正式成立，以文化传教为使命，以“热爱圣体及效忠圣座”为修会特
征，“诸宗徒之后”荣福童贞圣母为修会主保。
在刚恒毅82年载的人生里竟有6次超凡和伟大的转折点。从14岁立志将一生完全奉献给
主后，就担任司铎，副主教，主教，中国首位宗座代表，教宗传信部秘书长及枢机主
教，重要位职。驻任期间，在中国教会中的创举有：设立本籍教区、本籍修会、中式

6773 5676

常怀感恩的心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都会跪在天主前面，不断哀求，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希望得到平安喜乐。在祈求时，我们做出许多承诺，应允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在平安后一一的实现。一旦困难解除了，风平浪静了，便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会依然故我，把所做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

开始前15分钟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圣堂、中式圣艺及神学、礼仪的本土化等。 刚恒毅一生奉行“信望爱”三超德及“智德、

有的人认为平安顺心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也有些人当

义德、勇德和节德”四枢德。1958年10月17日逝世于罗马。

所求的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便认为自己被上主遗弃，爱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刚恒毅枢机金句：“一位本堂神父基本上乃是传教士，他必须爱他的堂区，爱他堂区的

天主的心便弱了。这种的心态，是把上主当成可利用的工

教友。这样的爱，将引发更多的爱。”

具。他们没意识到，我们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都赖天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主的临在及支持。我们要通过信德的眼光去了解事实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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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这样，感恩的心就会油然而生。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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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开启我们的愚蒙，赐我们常以信德的眼光看人、事、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物。(摘自：每日圣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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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协会与教委信仰培育组联办

玫瑰圣母月 - 圣十字架堂举行敬礼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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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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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祈祷

地点：耶稣复活堂
形式：讲座, 讨论, 弥撒

主祭： 萧永伦神父

收费：乐捐

有意向圣母献上祈祷者，可从本周末弥撒前后或下周末弥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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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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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玫瑰圣母月 - 家庭玫瑰经

√ 想了解天主教与基督教圣歌的区别吗？

有意邀请圣母军团员前往诵念玫瑰经的教友，

√ 想知道那类圣歌适合在弥撒中唱吗？

请联络：蔡俊钿兄弟90622020，李伟平兄弟 94886058

主讲：苏开仪老师（教会音乐家）
日期：10月 26 及27日

(敬请家主们不必准备餐点, 与圣母军团员一起祈祷，

时间：2pm - 5pm

欢迎圣母临在于您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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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庆节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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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弥撒：

英语弥撒 :

10月14日【周一】 圣加利斯督 (教宗、殉道）St. Callistus I

6.15am，12.15pm，

10月15日【周二】 圣女大德兰（贞女、圣师）St. Teresa of Jesus

6.15pm，8pm

11月22日（周五）8pm
请为已亡亲友，恩人及神职
人员的灵魂祈祷

10月16日【周三】 圣妇赫德维 (修女）St. Hedwig
圣女马加利大（贞女）St. Margaret Mary Alacoque
10月17日【周四】 圣依纳爵· 安提约基亚（主教、殉道）St. Ignatius of Antioch
10月18日【周五】 圣路加（圣史）St. Luke
10月19日【周六】 圣若望及圣宜善（司铎）及同伴（殉道）SS. John de Brebeuf
and Isaac Jogues and Companions
圣十字保禄 (司铎、苦难会会祖）St. Paul of the Cross

售卖‘天主教月历’等刊物
守礼社印制精美的2020年每日圣言及天主教月历出版了！
华委将于19/10弥撒前及26/10 弥撒前后，在圣堂门口售卖。
欢迎大家前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