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每日有反思：我应如何忠心、诚心、热心追随牧人耶稣？

圣 十 字 架 堂

2）我有帮助周边的朋友，指引他们深化福音的教导，追随耶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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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 （若 10 ：9 ）

教宗方济各2019年世界圣召祈祷日文告：
切莫对天主的召叫充耳不闻
「上主的召叫绝非天主干涉我们的自由；圣召不是『牢笼』，也不是

加诸于我们的重担。圣召是天主爱的举动，祂主动与我们相遇，邀请

2019年5月11/12日 复活期第四主日 （善牧主日）
读经一：宗徒大事录 13 : 14，43-52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读经二：圣若望默示录 7 : 9，14-17
福音：圣若望 10 : 27-30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福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我们进入一个伟大的计划，渴望我们参与其中，带给我们宏观的视
野，使我们看见更广阔的海洋，收获丰盛至极。」如同耶稣召叫首批

音 与

我

传真机

门徒的事迹（谷1：16-20），西满、安德肋、雅各伯和若望。人人都会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时而劳累却苦无成果，有时满载而归，辛劳得到回报。在每个圣召的
经历中，即使在我们一无所获的时刻，天主也会与我们相遇，赐给我

午间弥撒：12.15pm

们喜乐，满足我们的生活。圣召鼓励我们别拿着渔网伫立在岸边，却要沿着耶稣为我们安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排的道路前行，这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和周遭人群的益处。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许诺和冒险是教宗在今年圣召日文告中强调的两个幅度。为了拥抱这许诺，需要具备冒险
的勇气。当我们面前就是辽阔的圣召海洋时，我们不能埋头修补渔网。基督徒生活的圣召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耶稣是我们的善牧

始于洗礼，在礼仪、祈祷和友爱分享中蓬勃发展。基督徒生活的表征在于选择。如有些人

亦称善牧主日。耶稣爱我们。只要相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选择在基督内结婚成家、选择职场和专业相关的圣召、选择投入爱德善工、团结互助、社

今天是圣召主日，

会责任，也有人选择度奉献生活。

信祂的人，祂一视同仁，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圣宠。只要你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在与上主的相遇中，有的人会感受到奉献生活或司铎职务圣召的魅力。这是个令人兴奋
的发现，同时也使人恐惧，因为他感到蒙召成为教会这艘船上『捕人的渔夫』，全然奉献
自己，致力于服务，忠于福音和弟兄姐妹。这个选择必会带来风险，也就是为跟随上主舍

弃一切，完全奉献给祂，以成为上主事业的合作者。」
教宗提出圣母玛利亚是在许诺和冒险之间回应圣召的芳表。教宗特别对青年说：「最大的

追随福音的教诲，当遇到任何困难，祂都一一为我们解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决。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善牧恳切地呼吁我们：“我的
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

开始前15分钟

我给他们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永远的生命,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抢走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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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莫过于为上主冒生命危险。你们别对上主的召叫充耳不闻。祂若是叫你们走这条路，

这样深情的呼吁，彰显了祂拯救世人的决心。耶稣保护我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你们别收起船桨，却要信赖上主。」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

们的零星生命。立志不掉失任何一个。圣保禄宗徒说：

“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也必与祂同生。” 我们因着信德而

善牧主日
这周我们庆祝善牧主日，请为司铎及神职的圣召祈祷。
特别邀请陈鸿毅修士分享他的圣召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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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参与天主的永恒生命，这生命永无终结。 (摘自：每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日圣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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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迈向共融创未来

感恩的心

日期：7月27日（周六）

感谢母亲

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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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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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快乐

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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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周二： 7.45pm – 9.45pm 地点：St. Michael 课室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教委福传组主办)
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弥撒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圣召主日

主祭: 李明发神父 (圣雅丰索堂院长)
日期: 5月 24日（周五）， 时间: 7.45pm - 9pm

本周末为圣召主日，弥撒中的收捐将充作教区善牧之用。

地点: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感谢大家慷慨解囊！

形式: 诵念玫瑰经、见证分享、双语弥撒
*弥撒后提供小点心和赠送纪念*

+欢迎大家前来一起为中国教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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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

2019年四教区讲习会

2019原始周末

“解开生命的密码”

*丰富你们的婚姻生活*

日期：9月12日（四）至9月15日(日）
地点：金马伦 Heritage Hotel

日期： 6月 21 - 23日 (住宿周末)

讲师：许德训神父

时间：周五晚上8点至主日下午5点

报名费：每人S$200 (包括住宿与膳食，

地点：夫妇恳谈会会所

不包括巴士车费）或 每人S$130

(201B Punggol 17th Ave, S 829651)
报名：
俊雄+诗蓉 8822 1918
永义+月圆 9732 9749

5月 30 日 (周四) 英语弥撒 6.15am，12.15pm，6.15pm, 8pm

圣十字架堂举行敬礼圣母

教宗2019年5月祈祷意向

日期：5月25日（周六）

为非洲教会，合一的种子：

形式：6.30pm华语弥撒, 7.30pm

愿非洲教会，透过其成员的

诵念玫瑰经, 烛光游行

献身，能成为该地区各种族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祈求圣母转祷~

合一的种子，和希望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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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周一】 法蒂玛圣母 Our Lady of Fatima
5月14日【周二】 圣玛迪 （宗徒) St. Matthias
5月18日【周六】 圣若望一世 (教宗，殉道者）St. Joh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