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天主愿意我们和众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尽管自己的能力有限，有耶稣

和我们在一起，祝福我们所做的，其效果将会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 
 

2）耶稣今天邀请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世界的需要行奇迹，而不是等着看祂行

奇迹。耶稣不要我们作一个奇迹的观望者，祂邀请我们作奇迹的参与者。               
 

      

 “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玛 14：18） 

          灵修大师古伦神父系列讲座 

                       主题：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自8月26日( 周六）至 8月31日( 周四）   

    

  26日（周六）2pm – 5pm       CAEC St Peter 讲堂    《圣本笃的灵修》 

    7.45pm – 9.45pm      CAEC St Peter 讲堂    《圣经与深层心灵关顾》 

 27日（主日）2pm – 5pm      CAEC St Paul 讲堂     《走出心灵低谷》 

       7.45pm – 9.45pm      圣亚纳堂            《促进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29日（周二）2pm – 5pm       CAEC St Paul 讲堂     《心灵关顾者的祝福》 

             7.45pm – 9.45pm      和平之后堂     《病痛共舞，身心灵治愈（圣体降福）》 

  30日（周三）2pm – 5pm      CAEC St Paul 讲堂     《培育青年人》 

             7.45pm – 9.45pm      耶稣复活堂      《合天主心意的仆人》     

 31日（周四）2pm – 5pm    CAEC St Paul 讲堂     《从梦境了解自己与人我关系》   

                 *7.45pm-9.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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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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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永伦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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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ycr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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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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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咨询服务：周一至周五，10am 

至5pm。 请预约，电话 638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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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017  周六 常年期第18主日 

         读经一： 依撒意亚先知书 55：1-3  

         读经二： 罗马人书 8：35，37-39    

         福音：    圣玛窦 14：13-21  

    

       今天的福音是有关天主如何在需要的时

候，奇迹般地喂饱祂的子民。福音一开始就描述

了耶稣的心情，祂看见一大群众，就对他们动了

怜悯的心，在荒野的地方医治病人。当门徒告诉

耶稣遣散群众，好让他们各自去买食物，耶稣在

面对众人的需要时，邀请门徒们献出他们仅有的

五饼二鱼。门徒们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是微不足

道，但是藉着主耶稣的手，这稀少份量的食物，

竟然喂饱了约五千人, 仍有剩余足足十二筐。  
       

        “五饼二鱼”的奇迹是圣教会建立圣体

圣事的预示。耶稣举目望天，祝福了，把饼分

开，交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这个感恩圣祭

的举动，藉着耶稣基督在圣体圣事内的临在，祂

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赐给我们，与我们分享了祂那

丰盛和永恒的生命。 

http://www.cams.org.sg/2015-10-14-03-15-44/2015-10-19-08-0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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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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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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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问: 教委组织秘书何国章  电话 62828428/ 手机 98184769         

                  电邮: joehkc@singnet.com.sg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教宗八月祈祷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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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粤语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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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圣容堂建堂基金 

 

本月12日及13日显圣容堂主任郑肇强神父 

与他们的团队将到本堂为该圣堂 

   建堂基金筹款，请大家踊跃支持。 

          详情可登录网站：transfiguration.sg 

    

    华文夫妇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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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华文成人慕道               英文成人慕道  
 

            每逢周二：7.45pm – 9.45pm               每逢周四：7.45pm - 9.45pm    

                   地点：教室 #03-10                              地点：St. Michael 讲堂                 
 

               邀请教友成为陪同员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陈卿卿 98297432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报名询问：本堂秘书处 67775858  
 

耶稣说：“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下周庆节预告 

 8月7日 【周一】圣西斯笃二世（教宗、殉道)及同伴(殉道）SS. Xystus II and Companions 

                              （自由纪念日）；圣加耶当 St. Cajetan（司铎；自由纪念日） 

 8月8日 【周二】圣道明St. Dominic （司铎、道明会会祖；纪念日） 

 8月9日 【周三】圣十字德兰·本笃 St. Teresa Benedicta of the Cross（贞女、殉道； 

                                  自由纪念日）；新加坡国庆日 

 8月10日【周四】圣乐伦 St.  Lawrence（执事、殉道；庆日) 

 8月11日【周五】圣加辣 (佳兰) St. Clare（贞女；纪念日） 

 8月12日【周六】圣若安 St. Jane Frances de Chantal（修女；自由纪念日） 

 8月13日【主日】圣彭谦（教宗、殉道）及圣依玻里多（司铎、殉道）SS. Pontian and  

                                    Hippolytus （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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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贺新加坡独立52周年 
 

 

 

感谢天主赐福新加坡 

   国泰民安，欣欣向荣， 

   国人携手齐心同迈进！   

公共假日 

            8月9日 (周三 ，国庆日） 
 

            平日英语弥撒 
       时间：8am 

       无 6.15pm 的黄昏弥撒 

                                聚圣团祈祷聚会 

   8月11日（周五）7.45pm 至 9.20pm 地点：St. Michael 讲堂 

   形式： 敬拜赞美、信仰分享/见证 ～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齐聚同声祈祷～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holycross.org.sg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q=all+saints,+clipart&hl=en&biw=1920&bih=856&tbm=isch&tbnid=5ywVqhj_5vgNgM:&imgref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nc/clipart/14519/saints&docid=DSsbYQ-wUadJXM&img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discountmugs/upload/cliparts/imag
http://www.google.com/imgres?q=spore+flag&hl=en&biw=1441&bih=579&tbm=isch&tbnid=YmBvaN9L1noFOM:&imgrefurl=http://vs.moe.edu.sg/national_symbol.htm&docid=FT39yBRL7x8SoM&imgurl=http://vs.moe.edu.sg/public_images/singapore_flag.gif&w=160&h=100&ei=D-HwUZmBN4vtrQf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q=catholic+mass+online&view=detailv2&&id=9DAC18AA3A4FC9487918156BAEF1501498E13FCE&selectedIndex=6&ccid=iEJU3YXK&simid=608020916307559194&thid=OIP.M884254dd85ca9959a891861a8bf035e3o0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C%2bt3g%2bmC&id=FB2CE6013B883D0D1138BB61E69259F6AC6D776A&thid=OIP.C-t3g-mCRsgrMxMjNeG3VAEQEs&q=Faith+Clip+Art&simid=607986385150083361&selectedIndex=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