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十字架的奥迹，为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常经验十字架的 

           恩宠吗？ 

      2）天父深爱世人，把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仰望十字架时， 

           我对天主的慈爱有什么感受？  
 

     “天主这样爱了世人，甚至把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使所有信祂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若3：16） 

 

                                             朝拜真十字架圣髑祈祷文 

                      我谦卑的跪在真十字架圣髑前, 请垂视我，慈悲的上主。 

                              恩赐我真诚忏悔所有的罪过，并立志定改。 
 

                 当我默思祢在十字架上的苦难, 求让我体验到祢无限的大爱。 

                请帮助我接受日常生活的困苦,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祢。 
 

             求让我不会转面不顾那些身负疾病、孤寂、饥饿和不义的人们。 

                        请教我分担邻人的重担, 成为祢十字圣架的见证人。 
 

                               哦，光荣的十字圣架, 激发我对上主的渴慕, 

热爱和钦崇祂并分享祂永恒的生命!  

                                                              阿们。  
 

 

    真十字架，是基督教圣物之一，据信 

    是钉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基督教传统中， 

    真十字架作为耶稣为人类带来救赎的标志， 

    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在罗马天主教圣人历中， 

    5月3日的寻获十字圣架的瞻礼和 

    9月14日的光荣十字圣架瞻礼均是为此而设立。 

聚圣团九月份活动  

  9月22日(周五）《泰泽祈祷》 

时间：7.45pm – 9.15pm 

           地点：St. Michael 讲堂                        

教友学习天（西/城市区）   
   

  日期：10月22日 2pm-6pm   

  地点：天使之后堂 礼堂 

  带领：黄财龙神父及教委信仰培育组 

  报名：文端 90016516 蕙瑄 96772709 

  华琳 94699066    报名截止日期：10月1日 

  陆交局通告：近金文泰一道的行人天   

  桥将从9月19日至10月8日关闭。行人 

  可使用杜佛路交界处的交通灯。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堂区使命宣言: 借助对天主圣言的熟识，努力深化信仰； 

         并通过爱德与服务活出信仰，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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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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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6/17日   

光荣十字圣架庆日  
 

                 读经一：户籍纪  21：4 - 9  
                读经二：斐理伯人书  2：6 -11  

                   福音：圣若望  3：13 - 17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阐明得到永生的方法就是相信

“被高举的人子”, 即是人子上升到天父那里, 十

字架正是这个信仰的一个外在的、每个人都能辨识

的的记号。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 使相信的人得

救, 正如旧约中以色列人藉着梅瑟绑在木棍上的铜

蛇被天主的仁慈的拯救。原本存在于天主和世界之

间的鸿沟, 被祂死在十字架上的独生子所填平。这

个救援行动的根源是天主的爱, 祂由于爱世人而不

惜把自己的独生子交给了死亡，使人们看见了天主

对这个世界的救援。 

根据若望团体的看法, 这个世界本来是应该受到审

判, 因为整个人类都完全败坏了。但是, 天主却派

遣祂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 拯救一切经由信仰接受

祂的人。我们必须相信被钉死的人子 - 耶稣 - 就

是天主子，相信这一切原是出自于天主的计划，并

非人性智能或努力的结果, 而是圣神的恩赐和信仰

的奥秘。由于信仰不能強迫, 而是人自由的抉择, 

人们可以选择不信, 但要承受这个自由的抉择的后

果。 

http://www.taodabai.com/topic/%e8%80%b6%e7%a8%a3%e5%9f%ba%e7%9d%a3.html
http://www.taodabai.com/topic/%e5%8d%81%e5%ad%97%e6%9e%b6.html
http://www.taodabai.com/topic/%e4%ba%ba%e7%b1%bb.html
http://www.taodabai.com/topic/%e6%95%91%e8%b5%8e.html
http://www.taodabai.com/topic/%e7%bd%97%e9%a9%ac%e5%a4%a9%e4%b8%bb%e6%95%99%e5%9c%a3%e4%ba%ba%e5%8e%86.html


               圣经协会常年退省 

   主题：《救恩与我》- 来与天主相遇 
 
    主讲 :  陈汉平兄弟 

    日期： 9月23日（周六） 

    时间： 9am – 4.30pm 

    地点：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三楼 

    收费： 自由捐献     

    报名： 杨玉花  96970408   黄昭荣  96384694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2017年礼仪讲座  

          主讲：潘家骏神父 
 

         10月7日(六)8pm to 10pm    

         心灵讲座: “从厄玛奴尔说起” 

                地点: 耶稣复活堂礼堂 
 

         10月8日(日) 2pm to 6pm             

         礼仪讲座: 教会礼仪与生活 

                地点: CAEC天主教教育中心 
 

         10月9日(一) 8pm to 10pm            

         礼仪讲座: 活出感恩祭 

                地点: 耶稣复活堂礼堂 

      

婚姻庆典弥撒 （华恳31周年） 

           主题：爱永不止息 

            主祭：萧永伦神父     

            日期：10月7日, 上午10时   

            地点：和平之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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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蓉 88221918 / 秀丽 90501234 

   电邮：vinnalim1961@yahoo.com  

   网上报名： http://wwmesg.org/ch/ 

    法蒂玛圣像巡回朝圣华语弥撒与敬礼           

     庆祝法蒂玛圣母显现一百周年 
                   

                   主祭：萧永伦神父 
 

                9月18日 （星期一）  

                中午12时至2时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形式：弥撒与证道，诵念玫瑰经            

  由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 华文教务委员会主办 

   

        2017年神圣慈悲灵修日  
 

 

         主祭：杨德成神父 

         主讲：陈宾山神父 

         日期： 2017月10月18日 

         时间： 1.30pm – 4.30pm    

         地点：和平之后堂 

 

四教区青年大集会     
      

     日期：12月7-10日         

     地点：槟城大山脚圣亚纳堂  

  报名费：S$80 (住宿，膳食) 

               不包括交通 

  报名截止日期：10月15日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十字架是基督教会的荣耀与光荣， 

         十字架的另一面即是苦难与死亡。 
            

        圣方济亚西西（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182-1226） 

        由十架苦像上的基督看了祂的光荣复活，也看到了祂  

为人在世時的受苦与死亡。在我们尘世的旅途中，十字架的苦难与复活一样伴随着

我们。 领洗时，主礼首先在我们的额上画上十字圣号，表示欢迎我们加入教会，作

耶穌的门徒。 领坚振时，我们的额上被傅上圣油，表示灵魂也印上十字记号，成了

属于基督的人，应该为祂作证。每件圣事的举行也都画上十字圣号，表示圣事的效

能是由耶穌在十字架上，为人 受苦受难而來。在任何祈祷、日常生活工作、饭前饭

后均画上十字圣号，表达我们对耶穌的信仰：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献祭，为

我们祈祷，奉献一切。有如「十字架神学」的 玛窦福音曾说：「谁不背起自己的十

字架跟隨我，不配是我的。」（玛10：38），「誰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

着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玛16：24）十字架的道理提醒 我们，基督为每个人

准备了一个十字架，让我们背着，跟着祂，效法祂的一生；也但愿在人生末刻，每

个人都能拥抱十字架，进入永恒。我们的躯体也将在十字架的荫庇下，安息在墓园

中，直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基督将在光荣中再度來临，审判万民。我们每次看到

教堂或路旁的十字架时，可以这样祈祷说：「救主基督，以圣死摧毀了我们的死

亡，复活了我们的生命，求祢以十字架拯救我们。」 

                                                                                                                下周庆节预告 
 

9月19日 【周二】圣雅纳略（主教，殉道；自由纪念日）St. Januarius 

       9月20日【周三】圣范世亨（主教，槟城大修院)，圣詹杰坤 (司铎，槟城大修院)， 

                      圣金大建（司铎）及韩国殉道同伴（纪念日）St.  Laurent Imbert， 

                      St. Jacques Chastan， St. Andrew Kim, Taegon and Companions 

9月21日【周四】圣玛窦（宗徒、圣史；庆日）St. Matthew 

9月23日【周六】圣毕奥（司铎；纪念日） St. Padre Pio of Pietrelcina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holycross.org.sg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q=all+saints,+clipart&hl=en&biw=1920&bih=856&tbm=isch&tbnid=5ywVqhj_5vgNgM:&imgref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nc/clipart/14519/saints&docid=DSsbYQ-wUadJXM&img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discountmugs/upload/cliparts/im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