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我多么却望它已经燃烧起来！”
（路 12 : 40)
【福音与我】 （路 12：49 - 53）
火是天主临在的象征和圣神的标志
耶稣投在世上的火，不是为惩罚和毁灭，而是

所 有 受 造 物 理 当

主已经投入到我们每个人我们灵魂深处，就像

赞美祢，

用，造福人类社会。耶稣诉说的：“我多希望

因为祢是一切生命和

它已经燃烧起来!”我们应勇敢地开发这天主赋

圣洁的根源。

予的“能源”。（摘自2022每日圣言）

2022年8月13日

我们的天父，

带来光明和热力的生命之火。这样的火种，天

埋藏在地下的能源一样。等待我们去开采利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圣母蒙召升天祈祷文

在祢圆满的计划中，

圣母蒙召升天节（当守瞻礼）

童贞玛利亚藉圣神的庇荫孕育了

8月 14日（主日）
前夕华语弥撒 7pm

基督，
她的灵魂和肉身光荣升天与祂在天同

8月 15日（周一）
英语弥撒
6.45am, 12.15pm，

享永福。

6.30pm，8.15pm（8月13及14日黄昏和主日
弥撒如常）
今 年 除 了 在 圣 母 山 摆 设 美丽 的 鲜 花 ， 及 所 收 集
的祈祷意向/感恩花劵，我们也会放置“圣母蒙
召 升 天 祈 祷 文 ” ， 供 大 家到 圣 母 山 前 祈 祷 并 欣
赏美丽的花卉。
感谢大家支持一年一度的献花敬礼圣母活动！

圣十字架堂天主教成人慕道团招生

并与她一起歌颂赞美祢无限的慈爱。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圣十字架堂8月华文团体诵念玫瑰经
诚邀大家一起上线，共融合一
祈求圣母为我们转祷。
8月27日（周六） 晚上 9pm
负责组织：信仰分享小组

“来, 看看吧！”（若 1：39）

Zoom会议：

已经开课，继续欢迎教外朋友报名

tinyurl.com/rosary-chc

参加。

会议号：817 0790 4090

每逢周二：7.45 - 9.30pm

邀请大家点击以下链接写上您的

地点：圣十字架堂

1) 祈祷意向或

询问：黄慧娜 9159 8100

2) 感恩留言

李玉华 8113 6087
电邮： chc.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愿我们效法她的榜样活出祢的圣洁，

萧永伦神父

当晚线上诵念玫瑰经时，一起献上给圣母妈
妈。 tinyurl.com/Man-Ro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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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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我多么却望它已经燃烧起来！”
（路 12 : 40)
圣十字架堂主保日“治愈的见证”

教委信仰培育组实体讲座：
散发智慧的年岁足迹 (完结篇)
圣十字架堂

主题：“上主，求祢医治我，我必
9月 14日

主讲：王春新神父 主保日美食游乐盛会

（周三）8pm
能痊愈！”（耶17:14）
华语治愈弥撒

为您的治愈作见证-相信、

9月18日

主题：一起变老...

主祭：林长震神父

8am - 1pm

信赖、交托！

日期：8月21日（主日）

我们邀请您见证天主治愈 您的个人体验（即身
体/心灵/家庭/皈依等）。
有意 分 享者 ， 请在 8 月2 1 日前 ， 把您 治 愈的 见
证以2到3分钟的视频，提交至秘书处:

时间：2.30pm - 5pm
地点：博爱村 Agape Village
报名链接： tinyurl.com/CHC-ManEdu
联系：文珠姐妹 9729 6307，

chc.secretariat@catholic.org.sg

报名费：爱心奉献

2022年慕道团线上讲座

2022年8月13日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丽花姐妹 9652 1903

主讲：香港徐锦尧神父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第86期原始周末

日期：8月 28日（主日）

日期：9月 16日 - 18日

时间: 3pm – 5pm

时间：周五晚上8点至

讲题：

主日下午5点

1. 在疫情期间如何具体招募，以及培育慕道团

地点：夫妇恳谈会会所

适应新常态。

ME House, 201B Ponggol

2. 培育陪同员和讲员的心得。

Seventeen Ave S829651

询问/报名：黄慧娜 9159 8100

报名：俊雄+诗蓉 8822 1918;
尊仁+巧玲 8139 8174

报名截止：8月21日

欢迎不同信仰或无信仰夫妇参加！

Zoom链接：816 6572 8867
Passcode： 470260

2022年华文婚前预备课程
日期: 10月2日及9日

教宗2022年8月祈祷意向

（两个主日）

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遭受了

时间: 9am – 5pm

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祈愿它

地点: 博爱村 Agape Village
7A Lorong 8 Toa Payoh S(319264)

们能获得持续经营的必要资源，

报名:

继续为其所在的社会提供服务。

tinyurl.com/ACAMSMPC2022

报名费：S$120 元/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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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