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每个人的出生都蒙受天主祝福，且被赋予一项使命。我有清

圣 十 字 架 堂

楚地意识到，我来到此世的使命是什么？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我有善用天主赐予我的能力，尽力完成这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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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啊？’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
（路 1: 66）

2018年6月23/24日 洗者圣若翰诞辰节
读经一: 依撒意亚先知书 49 ：1-6

永援圣母像的含义

读经二: 宗徒大事禄
福音 ：圣路加

永援圣母像（亦称万应圣母像）是天主教会中普遍受到恭敬的一
幅拜占庭东方礼圣母像。1867年，应圣座的要求，金色皇冠结合
于原始的画像上，代表了圣母显现的诸多圣迹，是“永援圣母”名
称的由来。圣像的背景是金色的，象征着天堂，耶稣和圣母在那
里受享宝座与荣光。服装上闪耀的金色则象征天堂的喜乐，这喜
乐可以安抚人们的疲惫心灵。
注视这幅圣像我们可以看到：圣母右上方有圣加俾额尔天使，手持十字架和铁钉。
左边有圣弥额尔天使，拿着长枪和插在浸过胆汁的海绵中的牛膝草与秸秆。中间是
圣母抱圣子耶稣。两位天使手握刑具，显示出基督将要受到的苦难，使圣母怀中的
小耶稣见了，恐惧地紧握住圣母的手，连鞋也掉了。圣母慈爱、稳健地用她的臂膀
抱着小耶稣。圣母的左手完全支撑着耶稣，这只手抚慰着任何有求于她的人。耶稣
的手掌向下紧握着圣母的右手，提醒我们在世上，祂把自己完全交给圣母寻求保
护。而在天堂，祂借由圣母的手，把这些恩宠分施给有求于圣母的人, 这是圣像表达
出的主要信息。“通过圣母，来到耶稣” 圣母永远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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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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翰”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天主是仁慈
的”。老年得子的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深深感受到这一
点，将若翰的诞生视为是天主恩宠的礼物，他们尚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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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的眼神，不是望着小耶稣，而是望着我们，她看清我们所有的困苦，无论我们

道天主对这小孩有什么计划。

身在何处，她总是转向我们。她以忧伤的眼睛垂视世界，呼吁我们避免罪恶以及爱

圣教会除了庆祝耶稣和圣母的诞辰外，在每年的6月24

她的圣子。圣母的小嘴代表无声的回忆，她在圣经中所言不多。

日也特别庆祝洗者圣若翰的诞生，这是因为他的诞生在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天主的救世计划中特别重要。若翰被天主拣选为耶稣的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这幅圣像还包括以下的标记:
* 圣母头巾上的星星：玛利亚是光耀海星，带着基督的光明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引
领我们稳渡世海, 停靠在天堂彼岸。

* 红色袍子，在基督生活的年代，是童贞女才能穿的颜色。深蓝色的衣袍，在巴勒斯
坦是母亲穿的颜色。玛利亚既是童贞又是母亲, 故名“童贞圣母”。
* 耶稣脚底悬着的凉鞋，代表着奉献给圣母的罪人的灵魂，能在临终时有最后一线
希望把握基督的救恩。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开始前15分钟

前驱，呼吁大家承认自己的罪过，接受他的洗礼准备迎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接基督的来临，向人们指出耶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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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者若翰忠贞、勇敢、不辞劳苦宣讲天主的话，不惜牺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牲性命，被斩首殉道，为主作证。若翰在世时参与了基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督的逾越奥迹，现在他永远地生活在这奥迹的光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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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教会在每年的8月29日纪念洗者圣若翰的蒙难。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2018年四教区讲习会

本堂消息
(www.holycross.org.sg)

华文成人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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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让婚姻与家庭朝向爱的喜乐
讲师：叶佳艳教授 (辅仁圣博敏神学院伦理神学教授 )

日期：11月29日 (四) 至12月02日 (日)

2018/2019 慕道旅程将在6月26日开始
每逢周二：7.45pm – 9.45pm 地点：诸圣厅

报名费：每人S$150（包括讲习会2人1房住宿及膳食）一旦接受报名，恕不退还费用。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报名方式：请将表格及报名费开支票 (payable to TRCAS-CAMS) ，

或用手机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报名

活动与住宿地点：Bayview Hotel Melaka (Jalan Bendaha, 75100 Melaka)

寄交教委秘书处：CAMS，2 Highland Road #03-02，Spore 549102
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

|

交通：自行安排或由教委安排冷气巴士车

询问：教委组织秘书何国章 6282 8428 / 9818 4769 / joehkc@singnet.com.sg
主办单位：天主教马(西)新华文教务促进联合会单位 | 承办单位：甲柔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

2018年全新慕道感恩弥撒

圣经协会主办 : 圣经主日庆典

6月24日 (主日)

日期：7月8日（主日）2.30pm–4.30pm
地点：和平之后堂
主祭: 陈宾山神父
共祭：董立神父、许春兴神父
形式：供奉圣经、弥撒、讲道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7.30pm - 9pm
萧永伦神父主祭
~ 请大家踊跃参与，齐来感恩 ~

福传音乐晚会

门徒学习天：门徒与属灵的恩赐
你认识你的才华和强项吗？它们与属灵的

的 “逾越知音”团队，

恩赐有什么关系？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

将于7月19日（周四）晚上8 -10pm

要如何善用属灵的恩赐呢？教委信仰培育

于本堂四楼礼堂举行 “福传音乐晚

小组邀请你一起来喜乐学习与分享！

诚意邀请大家，尤其是尚未认识
耶稣基督的亲友们，一同来观赏！

7 月 2 日 (周一) 至 7 月 6 日 (周五)
除了7 月 2 日有早晨6.30am的弥撒外，在这期间，
只有领圣体仪式（早晨6.30am及 傍晚6.15pm）
+ 避静期间，请大家为主教和神父们祈祷 +

教宗六月祈祷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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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撒后有茶点招待,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由香港恩保德神父带领

会”，传布主的喜讯。

神父避静周

日期/时间：7月22日（日）2pm – 6pm
地点：博爱村Agape Village
询问及报名：蕙瑄 96772709
国泰 98244645

下周庆节预告
6月27日【周三】 圣济利禄•亚历山大 St. Cyril of Alexandria
（主教，圣师；自由纪念日）
6月28日【周四】 圣依勒内 St. Irenaeus （主教，殉道；纪念日）
6月29日【周五】 圣伯多禄与圣保禄 SS. Peter and Paul, Apostles

（宗徒；节日）
6月30日【周六】 罗马教会初期殉道烈士First Martyrs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自由纪念日)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