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槟城圣神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THE HOLY SPIRIT 

 1, Tingkat Besi Satu, Island Park, 11600 Penang 
 04-658 4909 / 04-656 6681 / 04-656 4309 (Fax) 

          E-MAIL  admin@holyspiritcathedral.com                    .me/CathedralOfTheHolySpiritPenang 

本堂神父  :  罗雅敬神父 (Fr. Joachim Robert)        副本堂神父： 雷米高神父(Fr. Michael Raymond)   

 2020 主题   - 带着喜乐，受遣去治愈                           九月份主题  -  宝血为你和众人倾流 

网上直播请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c/CHSPgTv 

日期 时间 活动  

6/9/20 (日) 

9.00am 英语弥撒(网上直播)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 甲年 
读经一  厄 33：7 - 9 
读经二  –罗 13：8-10 

福  音    –  玛 18 : 15 - 20 

（8.30am 开始明供圣体） 

11.30am 
华语弥撒(网上直播) 

(CITY PARISH) 

7/9/20 (一) 6.30pm 英语弥撒(网上直播)  

8/9/20 (二) 6.30pm 英语弥撒(网上直播) 圣母诞辰庆日 

9/9/20 (三) 6.30pm 英语弥撒(网上直播) 圣伯铎柯东威神父 

10/9/20 (四) 6.30pm 英语弥撒(网上直播)  

11/9/20 (五) 6.30pm 英语弥撒(网上直播)  

12/9/20 (六)   圣母圣名节 

13/9/20 (日) 

9.00am 

5.30pm 

英语弥撒(网上直播) 

英语弥撒(没有网上直播)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 甲年 
读经一  德 27 ： 33- 28：9 
读经二  –罗 14：7 -9 
福  音    –  玛 18 : 21 - 35 11.30am 

华语弥撒(网上直播) 

(CITY PARISH) 

爱 的 捐 献 

谢谢您的慷慨 

有意继续在这期间奉献弥撒意向、每月十一奉献、资助外援活动及捐款给堂区的教友们，请透过

线上银行系统转账。本堂的银行户口详情如下： 

      银行: Public Bank Bhd                            户口名称: Cathedral of the Holy Spirit 

      户口号码: 3093049812 
 

30/8/2020 弥撒奉献共收到 RM3,695.00 
 

为了方便我们的会计部做记录，请将过账记录（Bank-in Slip）电邮到

admin@holyspiritcathedral.com 或者发图到 whatsapp 号码 011 24186547。 
 

『天主爱乐捐的人。』（格后九：7） 

              病 者 代 祷 专 栏 

梁伦兴, 何月梅, 陈忠添, 邱槟宫, 苏水心, 徐文福, 方秋莲, 黄瑞贞, Bernard 黄兆丰, Theresa 陈瑞心, 

Jimmy 陈镜彼, Teresa 萧玉金, Teresa 凤莲, Francis 邓景祥, Morina 罗瑞兰, Jane Lee, Martha Quah, 

Peter  Chong, Veronica Lee, Teresa 李央彩,  Mary 徐银蕊, Celia 涂秀桢, Matthew 叶炳辉, 韩佑再, 陈

运和, Joseph 杨丰隆,  罗月萧, 熊心莲, 张保禄, 陈义发, 张音枝, Anna 陈月花及在病苦中无助的人。祈求

天主垂顾与怜悯, 让他们获得安慰与治愈。 

本 周 资 讯 

九月份弥撒时间表 

6/9/2020     -  9am                    13/9/2020   -  9am & 5.30pm 

20/9/2020   -  9am                    27/9/2020   -  9am & 5.30pm 
 

请留意我们在 13/9/2020 及 27/9/2020 增加了两台 5.30pm 弥撒。每台弥撒都将开放给所有

的教友。 
 

网上表格将于每个星期一 8am 开放，接受该周末弥撒登记。 该链接将通过我们的网站、 

Facebook 或通过区域/基信团/各小组的 WhatsApp 发布 。登记将于星期四 11.59pm 关闭，

或当人数达到 200 人时（以先到者为准）。我们呼吁那些较懂技术的区域/基信团/家庭成员

助那些不熟悉网上登记的人。 
 

附注 ：  

- 国家安全理事会（MKN）仍不鼓励 12 岁以下、70 岁以上及慢性疾病患者参与团聚。若

您仍打算出席弥撒，请先咨询您的家人，并衡量自己及他人的风险。 

- 所有感到身体不适或出现咳嗽、发烧、感冒等症状及需要进行 14 天居家隔离的教友，希

望你们顾全大局，散发爱德，留在家中。 
 

由于恢复期行管令已延长至 31/12/20 及新冠肺炎病毒的危害还在我们身边环绕，请别松懈下

来，我们应尽一份力遵守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时刻将彼此的安全作为最优先考量。 
 

我们保证，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以本堂教友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圣神主教座堂外援计划 

堂区真心感谢外援团队以及来自区域/ 基信团/事奉小组的许多志愿者，他们在行动管制令的

早期阶段就无私地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感谢你们在需要帮助的人面前成为基督的面孔，

并提供了你们的五饼二鱼。 
 

截至 31/7/2020，给出的援助共计 RM40,269.50，收到的捐款共计 RM24,100。 
 

在大家慷慨的帮助下，支援团队共向个人、家庭、社区、机构分发出了 504 个爱心包裹及提

供其他形式的援助。我们感谢大家的爱心及慷慨，给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人带来些许帮助。 
 

所有未来的援助将通过堂区全人发展委员会继续提供。 
 

恳请鼎力相助 

我们每周的弥撒是由许多自告奋勇的志愿"前线人员"在以下范围出手相助的成果: 

1。保安                                           

2。亲善服务 

3。登记                                           

4。礼仪 

我们正在考虑增加周末弥撒次数，因此需要更多教友们挺身而出来支援。我们目前的人力无

法应付，极需各位鼎力相助。若你愿意，请在堂区办事处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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