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却是“知易行难”。 

 

2）在基督内与他人建立共融，促使我们与主相聚。 

 

       “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 

        并爱近人如你自己。”       (路10：27) 

 

教宗方济各：天主圣言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使我们成长的生命 

 

圣保禄宗徒向基督徒团体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弟兄

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有人起背信的恶心，背离生

活的天主。”（希3：12）。基督徒团体中的每位成员，都 

面临陷入执迷不悟的危险。即“心硬”、“顽固”和“诱惑”。 
 

一颗坚硬的心是一个“封闭”的心，不愿意成长，持防御态

度，自我封闭。生活中有很多因素能导致我们封闭。我是否心硬？我的心是否封闭？

我愿意让自己的心灵成长吗？我害怕成长吗？成长必须经历考验和困难，我们每个人

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一边摔跤一边学习走路！如果我们自我封闭，我们就是懦夫。

怯懦对基督徒而言是一种恶劣的态度，因为他缺乏生活的勇气。圣保禄宗徒告诫道：

“只要还有今天在，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 

（希3：13）。 
 

意识形态是一种顽固。顽固是精神的执拗，用自己的思想来自我捍卫，他们是空想理

论家，将圣神拒之门外。天主圣言、圣神的恩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使我们成长、不

断前进、向圣神的印记及时代征兆开放的生命。 

魔鬼是最大的诱惑者、有仇恨却没有信德的大神学家，想要“进入并控制”人心。面对罪

恶的诱惑，我们要做出悔改，改变生活。 
 

让我们呼求圣神启发我们，好使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一颗执迷不悟的心，因为坚硬的心

使我们怯懦；顽固的心使我们反叛, 走向意识形态；被诱惑束缚的心，使我们的基督徒

生活做出妥协。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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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14日  常年期第15主日 
  

   读经一：申命纪  30 : 10 - 14      

   读经二：哥罗森人书  1 : 15 - 20     

      福音：圣路加   10 : 25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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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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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天主爱人 

法学士试探耶稣的过程中有着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

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以及“谁是我的近人？” 法

学士熟悉法律和有关永生的经文“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

爱近人如你自己。” 爱天主他觉得不难，然而要遵行爱近

人並非容易，因为他不了解近人的含义。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人会对自己的家人、族群和好友比

较关心和爱护；而面对陌生的人，都会存着警戒和自私的

心，深怕受骗或受累。反观福音中耶稣的教导，善心的撒

玛黎雅人，关心别人的病苦和需要，不论族群或陌生人，

诚恳地伸出援手，一起分享天主的爱。 (摘自【每日圣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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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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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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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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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教务委员会 35周年庆典 

主题：迈向共融创未来 

日期：2019年7月27日（星期六） 
 

感恩弥撒                                          午宴 

主祭：吴诚才总主教                         时间：12pm       

共祭：教委神师萧永伦神父及诸位神父    地点：万兴酒楼 1 Maritime Square #04-01  

时间：10.30am      地点：圣十字架堂                 HarbourFront Centre，S 099253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弥撒*                          *已购买餐票者，请准时出席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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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7月 15日【周一】圣文德 （主教，圣师）St. Bonaventure 

    7月 16日【周二】加尔默罗圣母   Our Lady of Mount Carmel 

    7月 20日【周六】圣亚博那（主教、殉道）St. Apollinaris 

    7月 21日【主日】圣老楞佐•·炳德西（司铎、圣师）St. Lawrence of Brind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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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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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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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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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弥撒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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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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