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有尽力藉圣言的教导和灵修生活来了解天父的旨意吗？

圣 十 字 架 堂

2）祈求天主圣神的助佑，让我能怀有持之以恒的祈祷态度。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你们求, 必要给你们；你们找, 必要找着；
你们敲, 必要给你们开。”

(路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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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日 常年期第17主日
读经一：创世纪 18 : 20 – 32
读经二：哥罗森人书 2 : 12 – 14
福音：圣路加 11 : 1 - 13

在—般廟里，都可以看到 【有求必应】四个字。原因很简单，
任何—个去求神的人, 无不希望得到所求的。

福音与我

耶稣说的更明确：“你们求, 必要给你们；你们找, 必要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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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你们敲, 必要给你们开。” 求我们所需要的, 如精神与物质的
需求, 包含健康和日用粮；找我们要找的, 如找真理、找天主,

午间弥撒：12.15pm

找幸福的今生与来生；敲门: 敲天主的心扉, 赢取天主的慈爱,
成为天主家庭中和谐的成员。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求一一找一一敲, 是进入天主之家的三个阶段。平时我们多只注意[求], 而忽略了[找]与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敲]。单是[求]必定有限, 但若能[三管齐下], [求]的同时, 也知道运用[找]和[敲]的技巧, 必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定更能获益良多。
[求]的技巧在于‘主, 如果你认为我合适的话’, 虽然想要自己所要的, 可是最后, 仍交于天
主手中。[找]的技巧在於[契而不舍], 不断学习教义、圣经, 自会更了解天意。[敲]心扉,
除了了解天主, 还需要对天主有[信赖], 有[亲情]。
缺少对天主的认识, 信赖和亲情, 我们不拘[求]什么, 也不过只是觉得在[厚着脸皮]向天主

要东西而己，自己会感到不好意思。向[熟人]开口比较容易, 对[生人]开口比较难。我们
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是[熟人]？抑或是[生人]? 这对我们的祈求有决定性的影响。
（蒋剑秋神父《把福音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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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最完美的祈祷文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门徒要求耶稣: “主，请教给我们祈祷。”耶稣便教导了在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今天福音中的这一段「主祷文」，也就是在教会里传承到 开始前15分钟
今天，所有经文中最完美的『天主经』。祷词里有三愿和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四求，三愿是天主的子民对天主应有的责任，四求则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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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赏赐给天主的子民，在永生之道上所需的一切。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耶稣也用了一个半夜向友人求饼的故事，不善意的主人，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不悦朋友深夜的骚扰，最后求饼成功是因为求者的恒心。 秘书处有关教堂的预订事宜
比喻仁慈的天主必定回应祈祷者的呼求，肯定了祈祷是人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与天主之间的关系，祈祷者必须滿怀信心，要有持之以恒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的 态 度 。 所 以 「 求 则 得 ， 觅 则 获 ， 叩 则 为 汝 启 。 」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摘自：张春申《妙音送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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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磐石圣经研读新课
课程：《罗马书》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公共假日，8月 9日（国庆日)
英语弥撒
8月 9日 (周五) 8am (当日无午间及黄昏弥撒)

指导神师：张思谦神父
开课日期：8月5日（逢周一，每期三个月，共11个周一）
时间：8pm-9.45pm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益群堂，二楼课室
联络：纪华 98384237， 秀美 91547689

公共假日，8月11日（哈芝节)
由于假日是在星期天，8月12日(周一)是补休。
英语弥撒
8月12日 (周一) 8am (当日无午间及黄昏弥撒)

圣经协会常年退省

2019国庆日粤语避静

主题: 如何与主相遇，活出圣言

主题：真福八端

主讲: 陈一强神父

主讲：严全明，黄财龙及梁永城神父

日期: 8月9日（周五）

日期：8月 9日（周五）

时间: 9.30am - 4.30pm

时间：9am - 6pm

地点: 天主教中心三楼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报名: 玉美姐妹 97879472

无需报名，欢迎参加，供应午餐

8月圣时

8月儿童圣时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8月2日 (周五）

8月2日（周五）

7.45pm - 9pm

8pm
地点：圣十字架圣堂

地点： St Michael Room

费用全免， 欢迎参加

圣母蒙召升天节 (当守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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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周一】圣玛尔大（圣女）St. Martha
7月30日【周二】圣伯多禄•金言 （主教，圣师）St. Peter Chrysologus
7月31日【周三】圣依纳爵•罗耀拉 （司铎，耶稣会会祖） St. Ignatius Loyola
8月 1日 【周四】圣亚丰索 （主教，圣师，赎主会会祖） St. Alphonsus Liguori
8月 2日【周五】圣欧瑟伯（主教）St. Eusebius of Vercelli
圣伯多禄•儒里安•爱麦（司铎）St. Peter Julian Eymard
8月 4日【主日】圣若望• 维雅纳（司铎，司铎之主保圣人） St. John Vianney

8月 14日(周三) 黄昏弥撒 6.15pm 英语，8pm 华语

8月 15日(周四) 英语弥撒 6.15am, 12.15pm, 6.15pm, 8pm
有意献花敬礼圣母者，请在8月3/4日 及 10/11日 弥撒后到圣堂
门口定购献花固本。价格为$10，$20，$30 及 $50。我们将把
售卖固本所得的捐款购买鲜花，于节日前夕摆放在圣母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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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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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