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有检讨自己，是否因忙碌而忽略了圣言的教导？ 

 

2）在日常生活中，我有善用时间与主相遇吗？ 
 

 

         “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祂讲话。”  (路10：39) 

教宗方济各：真正的基督徒爱恋著上主 
 

教宗以玛尔大和玛利亚这对姐妹的形象生动描述了 

「默观与服务」这两个特质的平衡，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善度 

基督徒生活，也就是要「爱恋」上主。 
 

玛利亚聆听上主，而玛尔大忙于服务。这位玛尔大是个强势女

性，还会责怪上主在她的兄弟拉匝禄临终时缺席。她有勇气身

而出，但她缺少「默观」，无法把时间用于仰望上主。 
 

有许多基督徒每个主日都参加弥撒，然后总是疲于奔命，甚至没空陪伴孩子。即使规

劝他们「停下脚步，仰望上主，诵读福音，聆听天主圣言，敞开心胸」，他们也难以

改变，仍旧成天忙碌。他们虽然行善，却不是基督徒的善，而是人的善。这种基督徒

缺乏默观，就跟玛尔大一样。 
 

玛利亚则完全相反，她并非「好逸恶劳」。她仰望上主，因为上主触动了她的心灵，

而且从那悸动中、从上主的启发中，便能明白该作的工作。 
 

当天主选拔保禄时，他没有立刻「宣讲」，而是先「祈祷，默观耶稣基督向他揭示的

奥秘」。保禄向来秉持默观、仰望上主的精神做每一件事。上主亲自在他的内心发

言，因为保禄爱恋著上主。我们要自问：『我是否爱恋著上主？我是否确信上主拣选

了我？我是否在繁琐事务中度过基督徒生活，却没有省察内心，加以默观？』 
 

「默观与服务」是我们生活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我每天花多少时间默观主

耶稣的奥迹？我的工作态度如何？我认为工作与我互不相干，或者我的工作与我的信

仰相吻合，工作是源自福音的服务？」 （梵蒂冈新闻网 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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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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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日  常年期第16主日 
  

   读经一：创世纪  18 : 1 – 10               

   读经二：哥罗森人书  1 : 24 – 28 

      福音：圣路加  10 : 38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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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cpar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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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修与外务 

 

今天的福音讲述玛尔大和

玛利亚邀请耶稣到家里 

作客，玛尔大为了款待耶

稣，非常忙碌而心烦，看

不惯玛利亚休闲听耶稣讲

话，就要求耶稣支开玛利亚过来帮忙。耶稣赞许玛利亚的

选择，反而规劝玛尔大不要操心过甚。这段福音仿佛给我

们揭示了一个对比：选择心情烦躁因专注俗务，或以内心

平靜重视圣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因工作忙碌、精神紧张，结果是不开

心而发脾气，看任何事情都不顺眼，甚至埋怨责怪别人。

耶稣在福音中的劝导是要我们学习，善用静闲的时间阅读

圣经或灵修作品，因为圣言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

认识永恒生命的真理。   (摘自【每日圣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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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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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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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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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磐石圣经研读新课 

               课程：《罗马书》 

   指导神师：张思谦神父 

   开课日期：8月5日（逢周一，每期三个月，共11个周一） 

 时间：8pm-9.45pm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益群堂，二楼课室 

         联络：纪华 98384237， 秀美 91547689  

                      2019国庆日粤语避静 

          主题：真福八端  

    主讲：严全明，黄财龙及梁永城神父 

     日期：8月 9日（周五） 

     时间：9am - 6pm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无需报名，欢迎参加，供应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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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周一】圣玛利亚• 玛达肋纳  （圣女）St. Mary Magdalene 

 7月23日【周二】圣妇庇济（瑞典圣女） St. Bridget of Sweden                                     

 7月24日【周三】圣撒柏•麦禄福 （司铎）St. Sharbel Makhluf 

 7月25日【周四】圣雅各伯 （宗徒）St. James 

 7月26日【周五】圣若亚敬及圣妇亚纳 （圣母双亲）SS. Joachim and Anne 

                                （Parents of the Blessed Vrigin Mary） 

华文团体共融聚餐会 
 

                      今天弥撒后，7.45pm – 10pm  

       诚邀大家到圣堂底层餐厅享用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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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蒙召升天节 (当守瞻礼) 
 

8月 14日(周三) 黄昏弥撒  6.15pm 英语，8pm 华语 

8月 15日(周四) 英语弥撒  6.15am, 12.15pm, 6.15pm, 8pm 
 

 有意献花敬礼圣母者，请在8月3/4日 及 10/11日 弥撒后 

        到圣堂门口定购献花固本。价格为$10,  $20，$30 及 $50。 

        我们将把售卖固本所得的捐款购买鲜花，于节日前夕摆放 

        在圣母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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