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期第六主日

【福音与我】 （若 14：23-29）

教宗方济各：耶稣为我们祈祷，这使我们

天主圣神是天主荣耀的光芒

充满喜乐

若望福音第一 次提到耶稣允诺要给门徒们赐 下

宗徒大事录记载耶稣复活

平安的恩宠。 耶稣所赐的平安的核心，是源 自

后，有4 0 天之久显现给门

祂圆满的生命 的爱。有了耶稣的平安，并不 表

徒们，后来就在他们观望

示门徒们从此 面对任何事情都会顺利无阻， 而

中，被举上升。这就是我

是帮助他们如 何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恩宠。耶 稣

们5月26日要庆祝的耶稣升天瞻礼。

告诉门徒这一 切，是因为祂要离开他们，回 到
天父那里。如 果门徒们能够确实明了主对他 们
所说的，那么 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 离

（若 14：23）

我们要到祂那里去，并要在祂那里作我们的住所。”

“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

2022年5月21日

开，他们也会因此而欢欣喜悦。（摘自 林桓神
父弥撒讲道 ）

我 们 应当 坚 信耶 稣永 远与 我 们同 在， 我 们没
有 被 遗弃 。 耶稣 离开 了， 祂 带着 为救 赎 我们
而 付 出代 价 的五 伤离 开， 以 人的 身份 来 到天
父 跟 前， 为 我们 祈祷 ，这 让 我们 充满 希 望和
喜 乐 。我 们 喜乐 是耶 稣作 出 的许 诺。 祂 对我

们 说 ：“ 我 要给 你们 派遣 圣 神。 ”正 因 为圣

耶稣升天节（当守瞻礼)

神 ， 才能 有 今天 的我 们， 这 是极 大的 喜 乐！

5月 25日 (周三)
前夕黄昏弥撒 6.15pm 英语, 8pm 华语
5月 26日 (周四)

是 圣 神的 力 量促 使我 们在 世 界上 宣讲 福 音。
这就是耶稣升天节的喜乐。（梵蒂冈新闻
网）

英语弥撒 12.15pm，6.15pm, 8pm

圣十字架堂天主教成人慕道团招生
何光辉神父 (Fr. Anthony Ho) 80大寿晚宴

“来, 看看吧！”（若 1：39）

日期：9月 3日 (周六)

开课日期：7月12日

时间：7.30pm

每逢周二：7.45 - 9.30pm

地点：SAFRA Jurong裕廊

地点：圣十字架堂

Pearl Garden Restaurant 珍珠园

询问：黄慧娜 9159 8100

餐厅, 文礼路 333号, #3A-02
S649848

李玉华 8113 6087
电邮： chc.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餐费：每桌$800 / 10人一桌

请向堂区秘书处预订。

2022年慈善周-3月12日至5月22日

教宗2022年5月祈祷意向

请支持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每

为年轻人的信仰：祈愿每 一位蒙召活出圆满生

年 主 办的 四旬 期慈 善筹 款 活

命的年轻人，从圣母玛利 亚身上学会聆听的方

动。所筹善款将救助新加坡明

式、深刻分辨的能力、信 德的勇气，以及献身

爱 属 下的 天主 教慈 善机 构 。

服务的精神。

请大家慷慨捐献，尽早把捐款信封交回本堂。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萧永伦神父

6777 5858

henry.siew@catholic.org.sg

堂区捐献 PayNow: UEN #T08CC4054D Robertus 神父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堂区秘书处: 6777 5858 | 9729 9087

刘闰南神父

6777 2523

martin.low@catholic.org.sg

圣若瑟追悼厅

9788 4433

Kenny Yeo

chc.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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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月诵念玫瑰经

圣十字架堂5月华文团体诵念玫瑰经

五月是圣母月，请大家在5月21日周六弥

诚邀大家一起上线，共融合一祈求圣母为

撒后,和新加坡华文圣母军一起在圣堂内

我们转祷。

诵念玫瑰经，祈求圣母转祷。恭敬圣母

5月28日（周六） 晚上 9pm

的基督徒真是有福。诚邀大家踊跃参加！

负责组织：咏唱玫瑰经组
Zoom会议：tinyurl.com/rosary-chc

教委信仰培育系列讲座

会议号：817 0790 4090

散发智慧的年岁足迹 4
【为继承祝福而蒙召的】(伯前3 : 9)

天主教主徒会5月华语守圣时

主讲：王春新神父

5月28日（周六）10am –11am

5月22日（主日） 下午2.30pm – 5pm

主题: 偕同圣母，敬拜耶稣。

Zoom ID：835 3514 1540

密码 ：220522

YouTube 直播 youtu.be/ t9fAYW9c3O4

主礼：主徒会会士 张思谦神父
Zoom链接： tinyurl.com/zoomCDD

教委福传组主办：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弥撒

会议号：927 7708 8999（线上直播）

日期: 5月 22日（主日）

欢迎您来守圣时，与主相遇宁静中！

时间: 7.45pm – 9.15pm
主祭: 张思谦神父
地点: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形式: 诵念玫瑰经、见证分享、双语弥撒

*有意参加者，请发简讯给国章(9818 4769）
或文祥兄弟(8290 7372)*

董立神父追思会 - 天堂联线1，2，3
日期: 6月 26日（主日）

5月圣母月【小小手工坊】制作玫瑰念珠
教委外展诚邀你及家人、朋友，不论宗教信仰，报名参
加，亲手制作玫瑰念珠。
5月28日（周六）2pm至4pm，
天主教中心3楼 CANA The Catholic Centre。
免费提供材料和工具, 欢迎乐捐。
报名: bit.ly/RosaryMake

时间: 1.30pm – 3.30pm

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2022年第二学期课程推介会

地点: 圣十字架堂

5 月 28 日（周六）

形式:

晚上 8pm – 9 pm

1追思弥撒、2感恩分享、3视频照片
有意参加者，请尽早致电报名（个人或集体）：
90142345 / 97585211

你的付出转变生命

专题讲座：张利勇神父
“他们为什么不感谢我呢？----无用的仆人

的比喻”
课程简介：陈宾山神父、潘家骏神父、张利勇神父、

你可以通过 PayNow 或支票捐献。

张思谦神父、陈定贤老师

圣十字架堂：UEN T08CC4054D。

Zoom ID：863 092 4031

（写明“Mass Collection”）

密码：1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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