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在生活和祈祷中对天主三位一体的奥秘有何体会？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我能否今天抽出一些时间，与天主圣三独处，让祂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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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藉着所赐与我们
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罗 5：5 )

天主圣三：爱与共融的奥迹

2019年6月15/16日 天主圣三节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enry.siew@catholic.org.sg

读经一：箴言 8 : 22 - 31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读经二：罗马人书 5 : 1 - 5

Fr Gerard Victor
6777 2523
Jerry.frater@gmail.com

福音：圣若望 16 : 12 -15

1.天主圣三是被启示的真理
天主圣三的信理是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启示给我们的。三位

福

一体的天主是一个奥迹，是一个无法用我们的理智去彻底了解

音 与

我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的真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藉着我们的信德与三位一体

传真机

的天主来往，与祂建立密切的关系。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2.天主圣三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最佳模式

午间弥撒：12.15pm

爱的本质就是为爱的对象付出自己。圣若望宗徒告诉我们，天主是爱。圣父、圣子和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圣神彼此之间毫无保留地为对方付出自己，这造就了天主圣三的一体性。天主愿意和

受造物分享祂的爱，让我们有爱和被爱的经验。当罪恶破坏了天主爱的计划时，天主
以祂无限的爱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并使我们藉着圣子、偕同圣神回归到圣父那里。三

万古常新的天主

位一体的天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祂们彼此间相爱，甚至愿意被派遣去执行救

圣教会安排在圣神降临节之后的主日来庆祝天主圣三，也
正是在告诉我们藉着圣神的引领，我们能够认识到天主圣
三内的生命。福音中耶稣给我们启示了天主圣三。天父所
有的一切都是耶稣的，耶稣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天父的。圣
神光荣耶稣的同时也光荣天父，在天父和耶稣受光荣时，
圣神也一同受光荣。「光荣」在此就是天主圣三的共融，
天主圣三在光荣的共融中进入人类的历史，展示祂创造、
救恩、和成全的工程，让人类认识祂。耶稣称这些工程为
「事业」，是住在祂内的父所作的事业。

恩的使命。

3.用我们的心去爱和体验三位一体的天主
天主把三位一体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认识到天主就是爱。当我们接近天
主时，我们就能体会到天主真挚的爱。耶稣的一生教导我们要慷慨大方，空虚自己，
向天主献上一切。天主自然而然会赐给我们祂的爱与恩宠。祂的爱与恩宠是我们生命

中最大的满足。
让我们在天主内学习那份无私的爱。愿我们在天主圣三爱与共融的奥迹内更爱天主，
也更爱身边的近人，并在团体中活出自我付出的爱！

教宗 2019年6月祈祷意向
为司铎生活的风格：
愿司铎借着他们简朴谦逊的生活，积极投身，与最贫穷的人团结在一起。

6773 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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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 “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若不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这些事业是天主在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人类历史中的行动，清楚地显示在我们眼前，使我们看见
而相信，并因相信而获得救恩，达到成全。 （摘自《天主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教教理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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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教区神父避静周 7月1日（周一) 至 5日 (周五)
堂区的所有神父将参加一年一度的避静周，
这段期间只举行早晨和黄昏弥撒。无午间弥撒。
避静期间，请大家为主教及神父们祈祷。

感恩父爱
祝愿天下 所有的 父亲
健康 快乐

ROBERTUS 神父 及 MARCEL 神父（圣母圣心会)
Robertuts 神父将在6月30日至8月26日休假。这期间, 圣母圣心会的
Marselius Manggau 神父将在本堂协助牧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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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在7月9日开始

圣经协会主办 : 圣经主日庆典

每逢周二： 7.45pm – 9.45pm 地点：St. Michael 课室

若望福音讲座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教委信仰培育组，天主圣三堂

地点: 圣心堂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及圣经协会联办）

日期: 7月14日（主日）

主讲: 陈宾山神父

时间：2.00pm – 4.30pm
主讲: 陈一強神父

日期: 7月12日至11月1日

奉献神花活动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教务委员会举办)

共祭：董立神父、许春兴神父

(每逢周五)共16讲
时间: 7.30pm – 9.30pm
地点: 天主圣三堂礼堂
收费: 自由乐捐

请在今天 6月15日，把完成的神花单张交回堂区以便统计神花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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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教区讲习会 - “解开生命的密码”
讲师：许德训神父

教委在奉献神花活动结束之际，特别安排了一台感恩祭：
2019年奉献神花感恩弥撒

主祭：萧永伦神父

6月23日(主日)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7.30pm - 9pm
~ 请大家踊跃参与，齐来感恩 ~

日期：9月12日（四）至9月15日(日） 地点：金马伦 Heritage Hotel
报名费：每人S$200 (包括住宿与膳食，不包括巴士车费）

下周庆节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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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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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 Philip Minh & Companions
6月21日 【周五】

圣类思•公撒格 (会士) St. Aloysius Gonzaga

6月22日 【周六】

*圣保林•诺拉（主教）St. Paulinus of Nola

天主教基金会捐献
这周15/16日是每个月的第3周，天主教基金会将进行第二次捐献。
请大家慷慨捐献。

圣阮斐理（司铎）及同伴(殉道)（由马来西亚槟城总修院培养)

*圣若望•费生 （主教）St. John Fisher
*圣多默•莫尔（殉道）St. Thomas More
6月23日 【主日】

基督圣体圣血节 Corpus Chris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