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在生命中, 我究竟事奉的是谁? 天主? 钱财? 名利? 富贵? 

 

2) 我精明、勤勉地为天国打算, 忠于天主。我有尽力完成天主托付 

    给我的使命吗? 
 

 

“没有一个家仆能事奉两个主人的。你们不能事奉天主,  

 而又事奉钱财。”       (路 16 : 13)                      

怀有「圣痕」的毕奥神父 

                                              St. Padre Pio of Pietrelcina 
 

毕奥神父（1887-1968）意大利一位身上印有五伤的神父，20世纪 

最受尊崇的圣徒之一。他一生大部份时间都在意大利南部一处修道院

度过，曾在修道院的房内与魔鬼奋战，进行过多次的驱魔仪式，并常

发生奇迹事件。他具有预言、治病及测心术等通灵能力。他还能分

身，同一个时间在两个地方出现。他能洞悉人心灵的秘密，每日在 

圣堂听告解、祈祷，与天主契合。他所关心的是主的荣耀及众人灵魂

的益处。 
 

圣痕：1920年，正在耶稣苦像前祈祷的毕奥神父，身上忽然出现五伤，双手、双足和

肋膀都开始带有耶稣受难于十字架时的圣伤，伤口贯穿他的手掌且大量出血。洞口有

溃烂的红、棕色的黏膜，但从不发炎，伤口散发着一股奇妙的馨香。手掌包有多层绷

带，并套了半截手套。五伤每天平均流出两盎司的血液，但从不需输血。虽有不同的

医生治愈他，但伤口直到他去世从未愈合，疼痛感也未曾减轻。50年来，他以平静态

度接受了圣伤带来的痛楚。毕奥神父于1968年9月23日逝世，享年81岁。当他逝世后10

分钟，身上的五伤相继消失。 
 

十字架上有甜美：毕奥神父将基督的十字架当作他的力量、智慧与荣耀，他生命的中

心。他慷慨而完美地追随与效法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迦2 : 19-20） 
 

奇迹/封圣：1995年，一名意大利妇女向毕奥神父祈祷后，肺部疾病即不药而愈。 

1999年5月2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列毕奥神父为真福，2002年6月16日册封为教会 

圣人。每年的9月23日是庆祝圣毕奥神父纪念日。毕奥神父金句 ：「尽可能带着一个

诚恳及开放的心，喜乐地行走。当你不能时常保持这份神圣的喜乐时，请不要气馁或

对天主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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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日  常年期第25主日   

   读经一：亚毛斯先知书   8 : 4 - 7                                    

   读经二：弟茂德前书   2 : 1 - 8      

      福音：圣路加   16 : 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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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地处事 

      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称赞“世俗之子”——狡诈的管家, 

如何想方设法来照顾自己的余生。其实耶稣要我们学习这

位「不义的管家」, 并不是要我们学他的不义, 他的诡诈, 

而是要我们学习他面对问题的认真度(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与迫切性)、学习他怎样为自己的前途而费心尽力。 

      耶稣要我们认真, 一心一意的事奉天主, 不可事奉别的

东西；忠信于天主对我们的召叫, 妥当管理天主托付给我

们的财富(使命), 而不要成为钱财的奴隶。 

      那要如何作才好呢? 耶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

法, 就是从小事着手：“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会忠

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也不义。” 让我们彼此勉励, 

尽心尽力地一起从小事做起。 

       (取自：薛恩博枢机、吴智勋神父主日讲道） 

http://www.baike.com/wiki/1968%E5%B9%B49%E6%9C%8823%E6%97%A5
http://www.baike.com/wiki/%E6%AF%95%E5%A5%A5%E7%A5%9E%E7%88%B6
http://www.baike.com/wiki/%E5%8D%81%E5%AD%97%E6%9E%B6%E4%B8%8A%E7%9A%84%E5%9F%BA%E7%9D%A3
http://www.baike.com/wiki/1999%E5%B9%B45%E6%9C%882%E6%97%A5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教宗 2019年9月祈祷意向   
                        

                为保护海洋：愿政治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能共同合作，以保护世界的海洋。 

                    下周庆节预告 
 

9月23日【周一】圣毕奥（司铎 ） St. Padre Pio of Pietrelcina 

9月26日【周四】圣葛斯默及圣达弥盎（殉道） SS. Cosmas and Damian 

9月27日【周五】圣味增爵（圣文生）(司铎）St. Vincent De Paul 

9月28日【周六】圣文才；圣老楞佐·卢斯及同伴（殉道）St.  Wenceslaus， 

                          SS. Lawrence Ruiz and Companions 

9月29日【主日】圣弥额尔，圣加俾额尔，圣拉法厄尔 （总领天使）  

                          The Holy Archangels Michael, Gabriel and Raphael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举办 夫妇婚庆弥撒 

     主题：知心知意 
 

日期：10月5日(周六)                          时间：10am (9.30am召集)      

地点：和平之后堂                              请尽早报名 

联系人：诗蓉88221918，慕贞96421635，巧辛9366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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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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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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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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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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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生活见证短片，学习如何跨越生命里的风浪， 

                   体现福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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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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