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十 字 架 堂

1）我应如何效法门徒们，体验三位一体的奥迹呢？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身为基督徒的我，有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天主跟前吗？

“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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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14 ：23 ）
2019年5月25/26日 复活期第六主日

教宗方济各：5月29日列为教宗圣保禄六世纪念日
教宗透过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的法令，将教宗圣保禄六世（Pope Paul
IV）的纪念日列入《天主教罗马礼仪日历》。这是教宗考虑到这位圣
人的圣德生活、他以言以行的见证及他的使徒牧职对遍布全球的教会
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该法令于2019年1月25日圣保禄宗徒归化日签署，

读经一：宗徒大事录 15 : 1-2，22-29
读经二：圣若望默示录 21 : 10-14，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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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纪念日必须被列入所有弥撒庆典和时辰诵祷的日历与经本。

传真机

法令重述了教宗保禄六世的生平、工作和训导。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教宗保禄六世（蒙蒂尼教宗, 意大利人, 1897－1978），1963 - 1978担任罗马教宗。在

午间弥撒：12.15pm

长达15年的任期内，保禄六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基督信徒大公合一的对话，开启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了罗马教宗国际牧灵访问旅行的先例。1963年9月至12月领导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

会议第二期会议。保禄六世也因到圣地朝圣，是首位到联合国发表谈话的教宗，而成
了一位世界性和国际性的人物。通过他的《耶稣的教会》通谕的教导，天主教会得以
与世人对话，而他的《人类发展》通谕，探讨了世界上经济社会全球化的重大问题。
2014年10月19日教宗方济各册封保禄六世为真福。2018年10月14日封圣。 列品案申请

人马拉佐（Antonio Marrazzo）神父在网页纪录片的第二集《保禄六世：普通人、教

6773 5676

主赐平安如江河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在福音里，耶稣告诉我们：“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的平安赐给你们。”依靠在耶稣身边，我们将会活得平安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喜乐。这份心灵上的护慰，使我们无所畏惧，只要努力地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宗、圣人》里，描述了这位新圣人：「保禄六世即使是在牧灵访问中，或是在接见国

做福传工作，彰显天主的大爱，我们必定幸福快乐。

家元首时，他首先想要展现的始终是司铎的身分。对保禄六世而言，象征教宗身分的

当门徒们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时，心中惶恐不安。但耶稣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白袍、祭披和其它配饰并不重要，他喜爱配戴的唯有司铎领带。他一生都以天主看人

的目光看待人，并予以接受：人会犹疑不定、有所匮乏、有其局限。他对任何阶段的
生命都充满关爱；在他列真福和圣品案中两个经由他的转祷而获得承认的治愈奇迹
上，这一点表露无遗。马拉佐神父说：「保禄六世应当被提名为新生儿的守护人。」
（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升天节（当守瞻礼)
5月 29 日 (周三) 前夕黄昏弥撒 6.15pm英语，8pm华语
5月 30 日 (周四) 英语弥撒 6.15am，12.15pm，6.15pm, 8pm

给了他们定心丸。天父将派遣圣神作为他们的“护慰者”；
三位一体的奥秘，就完全显示于世人。有了圣神无时无刻

开始前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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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为我们护航，我们在福传工作上还会有何畏惧呢？每当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我们在画十字圣号， 念“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时，心中 秘书处有关教堂的预订事宜
是踏实的。天主的大爱、耶稣的诫命、圣神的指引，都为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我们的一生，做好了安排。我们又怎能不把这份爱，散播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出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天主跟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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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教务委员会 35周年庆典

华文成人慕道旅程

主题：迈向共融创未来

日期：7月27日（周六）

感恩弥撒

午宴

主祭：吴诚才总主教
共祭：教委神师萧永伦神父及多位神父
时间：10.30am
地点：圣十字架堂

时间：12pm
地点：万兴酒楼 (1 Maritime Square
#04-01 HarbourFront Centre (099253)
票价：$400/桌， 每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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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玉华姐妹 81136087 / 慧娜姐妹 91598100
* 组织成员请向各团长报名付费。
* 非组织者，可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报名付费。
报名截止：5 月 26日 座位有限，请尽早报名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 主办第83期原始周末
日期：6月21-23日 (住宿周末)
时间：周五晚上8点至主日下午5点

2019年四教区讲习会 - “解开生命的密码”
讲师：许德训神父

地点：夫妇恳谈会会所 (201B Punggol 17th Ave, S829651)
报名：俊雄+诗蓉 8822 1918 永义+月圆 9732 9749
华恳诚意邀请夫妇参加！

日期：9月12日（四）至9月15日(日）

地点：金马伦 Heritage Hotel

儿童信仰生活营2019 (由教委青少年小组主办)

报名费：每人S$200 (包括住宿与膳食，不包括巴士车费）

主题：来吧，孩子！

或 每人S$130 (无住宿，包括膳食，不包括巴士车费)
如果需要教委安排巴士车来回，每位 S$100】
报名截止：6月15日 (请在教委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询问：教委秘书处 6282 8428

下周庆节预告
5月27日 【周一】 圣奥斯定• 坎特伯里 （主教） 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5月30日 【周四】 耶稣升天节（当守瞻礼) The Ascension of the Lord
5月31日

【周五】 圣母访亲 Visita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6月1日

【周六】 圣犹思定 （殉道）St. Justin

6月2日

【主日】 *圣玛策林和圣伯多禄 （殉道） SS. Marcellinus & Peter
*世界传播主日 World Communications Sunday

小学组 年龄：8 -12岁
日期：6月7日- 9日
地点：圣母圣诞堂

幼儿组 年龄：5 - 7岁
日期：6月8日
地点：圣母圣诞堂

报名费：$30
报名：郑天智 91136598

报名费：$5

奉献神花活动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教务委员会举办)
奉献神花的意向：为新教友及尚未认识主的人奉献神花。
活动日期：4月21日 - 6月16日
请在这周六5月25日，把完成的神花单张交回堂区
以便统计神花数目，并拿取新单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