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主没有预定任何人下地狱，只愿众人回心转意，

接受天主的慈恩。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 祂的正义与爱，胜过于人的不义与死亡。

“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
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
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 （玛 13：45-46）

堂区使命宣言: 借助对天主圣言的熟识，努力深化信仰；
并通过爱德与服务活出信仰，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29/7/2017 周六 常年期第17主日
读经一：列王纪上 3：5，7-12

灵修大师古伦神父系列讲座
主题：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读经二：罗马人书 8：28-30
福音： 圣玛窦 13：44-52

自8月26日( 周六）至 8月31日( 周四）
26日（周六）2pm – 5pm
7.45pm – 9.45pm

27日（主日）2pm – 5pm
7.45pm – 9.45pm

29日（周二）2pm – 5pm
7.45pm – 9.45pm

30日（周三）2pm – 5pm
7.45pm – 9.45pm

31日（周四）2pm – 5pm
*7.45pm-9.45pm

CAEC St Peter 讲堂
CAEC St Peter 讲堂
CAEC St Paul 讲堂
圣亚纳堂

《圣本笃的灵修》
《圣经与深层心灵关顾》
《走出心灵低谷》
《促进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心灵关顾者的祝福》

《培育青年人》
《合天主心意的仆人》

CAEC St Paul 讲堂

《从梦境了解自己与人我关系》

*圣十字架堂 - 四楼讲堂

《充满活力的团体》

古伦神父的讲座详情，请登陆:
http://www.cams.org.sg/2015-10-14-03-15-44/2015-10-19-08-02-29.html

圣母蒙召升天节 (当守瞻礼)
8月14日(周一) 黄昏弥撒 6.15pm 英语， 8pm 华语
8月15日(周二) 英语弥撒 6.15am, 6.15pm, 8pm

有意献花敬礼圣母者，请在7月29日及30日，8月5日及6日
弥撒后到圣堂门口定购花篮。价格为$10，$30 及 $50。
花篮将于节日当天摆放在圣母山前。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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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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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C St Paul 讲堂
和平之后堂
《病痛共舞，身心灵治愈（圣体降福）》
CAEC St Paul 讲堂
耶稣复活堂

萧永伦神父

今天的福音里，耶稣讲述了天国好像藏地里
的宝贝或美好的珍珠。这比喻提醒我们：当天国
临近时，我们不要错过接受天国的机会。有许多
人在等待并寻找自己梦想的路；那些找到了宝藏
的，又把它埋好的人意味着天主让我们看过宝藏
后，又会把它藏起来，只有等我们锲而不舍地为
之奋斗并保护它，才能真正拥有它。伟大的哲学
家柏拉图说过：“唯有在暗夜，才知期待光明的
美妙。”
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鱼类。
将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教会吸引了
许 多 人，但是 并非所 有 成为 天主 教徒的 都 是好
人。有些教徒虽然领了洗，却没有天国的精神。
教会是人间天国的体现，是呼唤人心成全的国，
我们必须在人心的种种挣扎中实践天主伟大的救
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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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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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区咨询服务：每周三傍晚 预约
电邮 counselling@holycros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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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区 消 息

本堂消息

(www.cams.org.sg)

(www.holycross.org.sg)

2017年婚前辅导

华文成人慕道

日期：8月6日与13日（主日）
时间：9am ~ 5pm
地点：圣母圣诞堂

耶稣说：“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教宗八月祈祷意向

1259 Upper Serangoon Rd S(534795)

询问：丽碧 98782200
秀琼 98524047
电邮 vinnalim1961@yahoo.com

2017年粤语避静

福传意向 - 为艺术家：愿这时代
的艺术家, 透过他们的精巧创作，
能帮助每个人发现创造之美。

每逢周二：7.45pm – 9.45pm
地点：教室 #03-10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邀请教友成为陪同员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陈卿卿 98297432

华文夫妇恳谈会

主题： 全心爱主，如同圣母
主讲：严全明，赖志广与黄财龙神父
日期：8月9日（周三）
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6时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禄圣堂
询问：郭耀全 96717083

主办

第78期原始周末

日期：9月15日至17日
时间：周五8pm至主日5pm
地点：夫妇恳谈会所
201B Ponggol 17th Ave S(829651）

询问：永义+月圆 （97329749)
电邮 yyyyme80@gmail.com

2017年四教区讲习会
主题：充满望德的使徒
日期：11月30日(四)下午2.30pm至12月03日(日)下午2.00pm
地点：马来西亚（槟城州）大山脚圣安纳堂
讲师：王春新神父
（甲柔教区辅导中心主任 , 台湾台北辅仁大学神学硕
士 ,美国纽约福旦莫大学牧灵辅导及灵修关怀硕士)
报名费：每人S$100.00（包括讲习会住宿及膳食） 交通：自行安排

英文成人慕道
每逢周四：7.45pm - 9.45pm 地点：St. Michael 讲堂
报名询问：本堂秘书处 67775858

圣时

初领圣体
有51名儿童将于8月6日（主日）
上午11时30分的弥撒里初领圣体。
请为他们祈祷。

8月4日（周五）8pm
地点：圣堂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

下周庆节预告
7月31日【周一】圣依纳爵·罗耀拉 St. Ignatius Loyola（司铎，耶稣会会祖；纪念日）

8月1日 【周二】圣亚丰索 St. Alphonsus Liguori（主教，圣师，赎主会会祖；纪念日）
8月2日 【周三】圣欧瑟伯 St. Eusebius of Vercelli（主教；自由纪念日）；
圣伯多禄·儒里安·爱麦 St. Peter Julian Eymard（司铎，自由纪念日）
8月4日 【周五】圣若望·维雅纳 St. John Vianney（司铎，司铎之主保圣人；纪念日）

报名截至日期：2017年8月31日 *请将表格及报名费开支票(payable to TRCAS-CAMS)

8月5日 【周六】圣母雪地大殿奉献日 Dedication of the Basilica of St. Mary Major

寄交教委秘书处: CAMS,2 Highland Road #03-02，S’pore 549102

自由纪念日）
8月6日 【主日】耶稣显圣容 Transfiguration of the Lord（庆日）

询问: 教委组织秘书何国章 电话 62828428/ 手机 98184769
电邮: joehkc@singnet.com.sg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