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追求的生命重心是什么？是人间的财富、地位和权势，还是天国？

圣 十 字 架 堂

2) 我们学会真正生活，懂得感恩、乐于奉献、善用财富，在天主前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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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糊涂人哪！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

你所备置的，将归谁呢？” (路12：20）

2019年8月3/4日 常年期第18主日
读经一：训道篇 1 : 2，2：21 – 23

天主不会让你一无所有！

读经二：哥罗森人书 3 : 1 – 5，9-11

福音：圣路加 12 : 13 - 21

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带着父母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去创业。

福音与我

三个月后，与他合伙的同乡却卷款而逃了。后悔、愤怒、无
奈、绝望一起在他心底交织着，他想到了死，脑海里一片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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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道：「天主啊，为何我的命运会如此不公？」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这时，一位卖报纸的老妇走过来说：「先生，买张报纸吧！」

午间弥撒：12.15pm

他将手伸进衣袋，摸到一枚最后仅存的一元硬币！他想，反正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留着也没啥用，就照顾一下老人家的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生意吧。他把硬币递过去说：「老人家，不用找了。」老妇给他一张报纸并找回一枚
五角硬币。他瞥到一则招聘启事：本公司诚邀有志之士加盟。他心动了，缓缓走到电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话亭，拿起听筒，对方要求跟他见面。他放下电话，将那枚五角硬币递进去，老板又
找回来一角硬币。他将这枚硬币攥进手心，决定去那家公司碰碰运气。

在天主前致富

周五圣时：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
圣体室开放：每天 7am-10pm

司。他掏出那枚一角硬币，惨淡地说，除了这一角钱，我一无所有。老板笑说：「有

面对世事世物，天主的眼光总是与世人不同。在今天的福 和好圣事：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
音中，有人请主耶稣为他主持分家产，耶稣却提醒人说： 开始前15分钟

一角钱并不是一无所有，真正的财富并不是用你财产的多寡来衡量的，而是用你头脑

“你们要躲避一切贪婪”；比喻中的那位富翁，乐衷于为自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里的智慧和骨子里的坚强来体现的。」老板向他伸出了手，年轻人留了下来，时隔三

己积蓄财富，作为人生幸福的保障，耶稣则称他为“糊涂

年，便被提升为副经理。如今，他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资产数百万元。但他不会忘

人”。

年轻人来到那家公司，一股脑地跟老板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老板希望他能加盟公

记，当年那枚硬币所带给他的人生奇迹。他也不会忘记：「天主虽为我关闭了一扇
窗，但也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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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关心人的生命，生命比财富重要得多！祂教训我们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要以终极的观点来考量生命，在天主前致富。人的生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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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天主不会让你一无所有。失败时，请摸一摸口袋，也许会有一枚硬币静静地

值并不在于财富的多寡，一味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往往

躺在那里，也许这恰恰是天主故意留给你的开启命运之门的钥匙。

会使人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的迷失与陷阱之中，财富 第二次收捐：第一主日为圣文生
更不能抵御死亡的厄运。 （摘自《主日福音讲道集》） 善会。第三主日为天主教基金会。

（资料来源：《天亚社中文网》）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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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举办: 夫妇婚庆弥撒

恭贺新加坡独立54周年

主题：知心知意

感谢天主恩赐新加坡国泰民安

日期：10月5日(周六)

时间：10am (9.30am召集)

地点：和平之后堂

国家生日 举国欢腾
主赐宏恩 国庆快乐！

报名截止：9月10日
联系人：诗蓉88221918，慕贞96421635，巧辛93662241
这是为所有夫妇而设的婚庆弥撒。恳请夫妇前来参与。
在天主的圣殿里庄严喜乐的重发婚姻誓约，让婚姻关系

更亲密、更坚固；让家庭更圆满、更幸福。

开课日期：8月5日（逢周一，共11个周一）

邀请他/她来参加慕道新班吧！
2019/2020慕道旅程

公共假日，8月11日（哈芝节)

已在7月9日开始

主题: 如何与主相遇，活出圣言

由于假日是在星期天，8月12日(周一)是补休。

每逢周二： 7.45pm – 9.45pm

主讲: 陈一强神父
日期: 8月9日 (周五), 9.30am-4.30pm
地点: 由于报名人数超额，地点更换如

地点：圣若瑟堂（武吉知马）

下：圣伯多禄圣保禄堂附近的酒店会议

联络： 纪华 98384237，

你有朋友想认识天主教信仰吗？

圣经协会常年退省

时间：8pm-9.45pm
益群堂，二楼课室

英语弥撒
(当日无午间及黄昏弥撒)

小磐石圣经研读新课
指导神师：张思谦神父

华文成人慕道旅程

8月 9日 (周五) 8am

弥撒后备有自助午餐。

课程：《罗马书》

公共假日，8月 9日（国庆日)

厅 Hotel Grand Pacific, 101 Victoria St.

报名: 玉美姐妹 97879472
费用全免， 欢迎参加

秀美 91547689

下周庆节预告
8月5日【周一】圣母雪地大殿奉献日 Dedication of the Basilica of St. Mary Major

英语弥撒

地点：St. Michael 课室

8月12日 (周一) 8am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当日无午间及黄昏弥撒)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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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周二】耶稣显圣容 Transfiguration of the Lord
8月7日【周三】圣西斯笃二世（教宗)及同伴 (殉道）SS. Xystus II and
Companions, 圣加耶当 （司铎） St. Cajetan
8月8日【周四】圣道明 （司铎、道明会会祖）St. Dominic
8月9日【周五】圣十字德兰· 本笃（贞女、殉道）St. Teresa Benedicta of the

Cross, *新加坡国庆日
8月10日【周六】圣乐伦 （执事、殉道) St. Lawrence
8月11日【主日】圣加辣 (佳兰)（贞女）St. Clare

教宗 2019年8月祈祷意向

2019国庆日粤语避静

为家庭，人性成长的学校：

主题：真福八端

愿借着祈祷与爱的生活，

主讲：严全明，黄财龙及梁永城神父

使家庭更明确的成为

日期：8月 9日（周五）,9am - 6pm

「真正人性成长的学校」。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无需报名，欢迎参加，供应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