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明了天主的旨意吗？

圣 十 字 架 堂

2）我们能像耶稣那样，在传播真理福音时，有一份迫切感，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内心有欲罢不能的狂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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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
（谷 3 : 35）

2018年6月9/10日 常年期第十主日
读经一: 创世纪

圣母无玷圣心

3 ：9-15

读经二: 格林多人后书 4 ：13 - 5：1
福音 ：圣马尔谷

教会对圣母的敬礼盛行在中世纪，之后又受“圣母显灵牌”(1830）

3 ：20-35

为广传。1942年10月31日，在法蒂玛圣母显现第25周年纪念日，

秘书处
6777 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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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碧岳十二世将所有基督徒家庭及整个人类奉献给圣母无玷

传真机

圣心。此敬礼便推广至整个教会。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午间弥撒：12.15pm

母一生紧紧追随耶稣。从耶稣降孕的一刻开始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至永远，圣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母都相伴耶稣身旁，她的心紧贴着天主的心。圣母的心曾因怀孕天主圣子而感受到
无比的母性喜乐、曾因主耶稣为人类的罪所受的极苦而尝到刺心之痛、更因主耶稣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今日的福音反映耶稣传福音的心态，以及别人对祂所传
的福音的反应。福音用了这句话“祂疯了！”这是指耶稣

默盎曾预告：将有利剑刺透圣母的心灵（路2：35）。第二次是在圣殿中寻获耶稣

欲罢不能地传，以致祂和门徒连进食都不能，耶稣的亲

时，圣母不明白耶稣对她及若瑟所说的话的涵意，而将一切默存在心中，反复思量

人也不了解祂的“疯狂”，而出面干预。

（路2：51）。圣母圣心是我们修成圣德的模范。对“圣母无玷圣心”的敬礼也是一种
方式帮助我们去效法圣母在生活中的芳仪，效法她对天主的爱。我们应该在日常生
活中将天主的话默存心中，反复思量，然后在生活中实践出天主的话。

下周庆节预告
6月11日【周一】圣巴尔纳伯 St. Barnabas (宗徒 ；纪念日)
6月13日【周三】圣安多尼•巴都亚 St. Anthony of Padua
（司铎, 圣师；纪念日）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圣母无玷圣心的纪念日是在紧随着耶稣圣心节后的星期六。这个安排，正好说明圣

圣母的心曾两次在福音中被提起。第一次是在圣殿中奉献新生的救主时，老先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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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蒂玛圣母显现”（1917）的影响，对圣母无玷圣心的敬礼更

的复活而分享到主耶稣复活的喜乐与光荣。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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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宣讲天国的耶稣，有人对祂说：“看，祢的母亲和祢

开始前15分钟

的兄弟们在外面找祢。”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谁是我的兄弟？”耶穌的回答，显示出祂將自己完全奉献
于祂的职务，确实抛下了亲人，全心致力于实现天主的
旨意。当耶稣环视祂身边坐着聆听祂宣讲的人说：“看，
这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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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耶稣的这番话让我们领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悟到，血缘的亲属关系并非绝对重要，只有当一个人明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了耶稣的使命的意义和目的，这人才算是耶稣的真亲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属。

善会。第三主日为天主教基金会。

教 区 消 息

本堂消息

(www.cams.org.sg)

(www.holycross.org.sg)

华文成人慕道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主办：第80期夫妇恳谈原始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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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6 月 15 -17 日 (住宿周末)
时间：周五晚上8点至主日下午5点

2018/2019 慕道旅程将在6月26日开始

地点：夫妇恳谈会会所 （201B Punggol 17th Avenue Singapore 829651 ）
报名：俊雄＋诗蓉 88221918

每逢周二：7.45pm – 9.45pm 地点：诸圣厅

永义＋月圆 9732 9749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小磐石圣经系列推介活动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推介专题：默想玫瑰经（共五次）

或用手机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报名

日期：6月10日（主日）

时间：2pm - 4pm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

课室：益群堂，2楼视听教室

公共假日（开斋节)

让我们共同学习如何更好地诵念玫瑰经，默想玫瑰奥迹。

圣经协会主办 : 圣经主日庆典
地点: 和平之后堂

日期: 7月8日（主日）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联办

英语弥撒

奉献神花活动
教委在奉献神花活动
结束之际，特别安排
了一台感恩祭：

6月15日 (周五) 8am
(当日无傍晚弥撒)

时间: 2.30pm – 4.30pm
主祭: 陈宾山神父

收费: 乐捐

*弥撒后有茶点招待,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

新加坡天主教神恩复兴团体主办: 2018圣神降临复兴大会
主题:“不做死海，但为活泉”

主讲: 叶保胜神父（方济会）

2018年全新慕道感恩弥撒

教宗六月祈祷意向

6月24日 (主日)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7.30pm - 9pm
萧永伦神父主祭

为社群网路：愿社群网路能
朝向尊重他人差异之包容性
的方向发展。

~ 请大家踊跃参与，齐来感恩 ~

感恩祭: 林长震神父主祭（圣衣会）
形式: 敬拜赞美, 讲座, 明供圣体, 圣体医治, 感恩祭
日期: 6月 15日（星期五，假日） 9am – 5.30pm
地点: 圣安多尼堂(圣堂内) 25 Woodlands Ave 1, S (739064)
交通: 在Woodlands (兀兰) MRT 巴士车总站转搭 912 短程巴士车
报名: 需要报名, 免付费 (爱心奉献)（有提供午餐）
报名电话 (可用WhatsApp 报名): 健祥 9862 6801,
洲南 9684 8989, David 97860237，爱莉 9662 0935

圣经协会/教委灵修组/耶稣复活堂华委/小磐石圣经研读联办
《马尔谷福音》

主讲: 陈宾山神父

日期：7月5日至8月23日 (每逢星期四)
时间：7.30pm – 9 pm
地点：耶稣复活堂

收费: 乐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