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应该牢记自己的福传使命和角色。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充实自己，为福传尽一己的责任。

“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
已经登记在天上了。”

(路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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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7日 常年期第14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66 : 10 - 14

天主教徒的十大优点，你具备了吗？
（...续上周）
6.爱好和平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

读经二：迦拉达人书 6 : 14 - 18
福音：圣路加 10 : 1 - 12， 17 - 20

福

音 与

我

（玛23: 12）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就不存在谁比谁更高贵的问题，我们
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优点，应彼此尊重、谦卑请教。

9.善于为他人祈祷，甚至为迫害自己的人祈祷

“迫害你们的，要祝福；只可祝福，不可诅咒。应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哭泣的
一同哭泣。” (罗12: 14, 15)
+如果有人诋毁我们、攻击我们，我们要是采取同样手段去报复，就把自己也变成
和他们一样的人。
10.坚持自己的信仰，从不动摇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玛5: 10）
+那些为信仰遭受迫害、失去生命的殉道者，在受难前一刻呼喊着耶稣的名字，
坚持自己的信仰，决不背弃。 （续完） （资料来源：天亚社中文网）

6773 5676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

+如圣德兰修女一样，我们都应以慈善和怜悯的心，默默为穷人服务、奉献。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午间弥撒：12.15pm

7.谦卑不自大

（玛5: 7）

Fr Gerard Victor
6777 2523
Jerry.frater@gmail.com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我们渴望和平，要为和平而祈祷。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传真机

（玛5: 9）

8.怜悯穷人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enry.siew@catholic.org.sg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福传的喜乐
耶稣再次派遣门徒出外传扬天国的福音，嘱咐他们在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路途上的艰难险阻，要求他们祈祷，祈望天父的派遣；坦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然面对世俗的困扰，绝对要怀着神贫的精神，依循天父的 开始前15分钟
权能和恩宠去执行任务。当我们领受基督的圣洗圣事成为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教会团体的成员，也就是接受委派担负福传的任务，以各
自的方式同人们分享福音。传福音的工作並非轻松自在，
尤其面对不信者的冲突时会感觉得吃力不讨好。
完成任务归来的七十二位门徒，满心欢欣向耶稣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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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耶稣却提醒他们，感欣慰不是因过程中有着令人惊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奇的事，而是福传的喜乐，是由于他们隶属于天主，分享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天主的恩宠，因为他们的名字己经登记在天上了。
(摘自【每日圣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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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圣十字架堂庆祝建堂40周年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华文团体共融聚餐会
7月 20日(周六)弥撒后，7.45pm – 10pm
诚邀大家到圣堂底层餐厅享用晚餐。各组织将会准备
一至两道美食，我们也欢迎参加者携带一份食物与

欢迎 MARCEL 神父（圣母圣心会)
Robertuts 神父在6月30日至8月26日休假。这期间, 圣母圣心会
的 Marselius Manggau 神父将在本堂协助牧灵服务。

大家分享！晚餐后，在诸圣厅备有卡拉OK余兴节目。
大家欢聚一堂，共融合一, 共享主内团聚之乐。

加尔默罗圣母区团60周年庆典
1. 讲座、朝拜圣体

2. 弥撒感恩祭及茶点

7月13日(周六) , 7pm - 8.30pm

7月14日(主日), 2pm - 4.30pm

主题：加尔默罗圣母山的神修观

主祭：林创勛神父

主讲：林长震神父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祿堂

加尔默罗圣母主保日弥撒
日期：7 月16 日 (周二）
时间：6.30am, 2.30pm (华语弥撒)， 4.30pm, 6.30pm
地点：加尔默罗隐修院 98 Bukit Teresa Road, S’pore 099750

圣经协会主办 : 圣经主日庆典
日期: 7月14日（主日），2.00pm – 4.30pm
地点: 圣心堂

主讲: 陈一強神父

圣十字架堂建堂40周年纪念特刊
40周年纪念特刊将于九月出版。特刊内容回顾本堂
自1979年建堂至今的特别人、事、物，图文并茂，
内容丰富。

特刊的印制费用约$25,000。
在7月13日（周六）的华语弥撒，将有第2次收捐，以帮助抵消
特刊的庞大印制费用。恳请大家慷慨捐助。

华文成人慕道旅程
你有朋友想认识天主教信仰吗？邀请他/她来参加慕道新班吧！
2019/2020慕道旅程 将在7月9日开始
每逢周二： 7.45pm – 9.45pm 地点：St. Michael 课室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教宗 2019年7月祈祷意向
为司法的公正：
愿司法执行者公正行事，使横行世界的不正义无法决定一切。

共祭：董立神父、许春兴神父
形式：供奉圣经、讲座、弥撒、教友见证
~ 弥撒后茶点招待,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

2019 年「活出圣言」摄影比赛
圣经协会与教委信仰培育组联办
主题：信靠主
截止日期: 11月4日 报名细节: http://tinyurl.com/shengjingxiehui

下周庆节预告
7月 9日 【周二】 圣奥斯丁•赵荣（司铎）及同伴们（中华殉道）
SS. Augustine Zhao Rong and 119 Companions
7月11日 【周四】 圣本笃（隐修院院长）St. Benedict
7月13日 【周六】 圣亨利（圣皇）St. Henry
7月14日 【主日】 *圣加弥禄•弥理（司铎）St. Camillus de Lellis
*圣经主日 Bible awareness Sun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