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是否有真心诚意地承行天主的旨意，做一个表里如一

的基督徒？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2) 我们要如何度真正符合基督信仰的生活？

“上主，求祢使我认识祢的法度，并求祢教训
我履行祢的道路。”
（咏 25：4）

2017年堂区牧灵大会
日期：10月18日（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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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30日/10月1日 常年期第26主日
读经一：厄则克耳先知书 18：25-28

时间：9am – 1pm

读经二：斐理伯人书 2：1 -11
福音：圣玛窦 21：28-32

邀请所有教友参与，一起商讨如何落实本堂区的愿景。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被派遣去传福音和服务他人。

传真机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电邮给堂区秘书处： holycross@singnet.com.sg

华文夫妇恳谈会与教委家庭组联办退省
主题：情绪管理与人际关系
讲师：王春新神父
日期：10月27-29日
地点：Batam Golden Bay Hotel
费用：每对夫妇S$400（只限夫妇参加）
有意参加的夫妇请联络 ：朝元：91738301 银嫦：98189255
尊忠：96753240 玉珍：96862640

将在下周末 10月7日及8日，
于本堂展示有关艾滋病防治小型
展览，并售卖由该小组制作的
十字架、蜡烛和玫瑰念珠。
请大家献上爱心，慷慨支持。

法蒂玛圣母游行与感恩祭
主祭： 林创勋神父
日期：2017年10月7日（周六）
时间：晚上7点30分
地点：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6773 5676

弥撒时间

报名：欲参加的教友请将名字及电话号码，

防治工作小组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新愿景：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共融团体，

天主教艾滋病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福音中耶稣是对着一群自诩为是义人的司祭长和民间长
老讲了这个比喻，刻意把他们与那些悔改的罪人作一个
比较。税吏和娼妓行使的是一种违反天主的职业，他们
就好像那些说“我不去”但后来悔改的儿子；司祭长和
民间长老则相反，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应该是慷慨地服从
天主的旨意，但他们却不顺从天主的旨意，拒绝承认洗
者若翰是天主的使者，继续过着外在的言行近乎完美的
虚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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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pm

许多罪人因为若翰的宣道而悔过，这些人就有了接受耶
稣讯息的可能性，耶稣为他们开启天国的大门。司祭长
对洗者若翰的呼唤既毫无反应，也没有悔改的意愿。其
实，耶稣给司祭长和民间长老的训诲也是对我们的挑
战，推动我们去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顺从天主的旨
意。耶稣说：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而去实行的人才是有福
的。让我们祈求天主的宽恕，使我们能够顺从天主的旨
意，度真正符合基督信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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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周一至周五
10am-5pm 拨电: 63820688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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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区 消 息

本堂消息

(www.cams.org.sg)

(www.holycross.org.sg)

四教区青年大集会

2017 年神圣慈悲灵修日

日期：12月7-10日

主祭：杨德成神父

地点：槟城大山脚圣亚纳堂

主讲：陈宾山神父

费用：S$80 (住宿，膳食)

家庭玫瑰经

圣十字架堂举行法蒂玛圣母游行

10月11日（周三）

日期: 10月21日 （周六）

7.30pm 在 Catherine Loh 家。

时间：弥撒后（约在9点结束）

地址：32 Lasia Avenue。

邀请大家踊跃出席。

日期： 2017月10月18日

有意向圣母献上祈祷者，请在圣堂门口索取意向纸，

联系：郑天智 91136598

时间： 1.30pm – 4.30pm

填好后在10月7日投入意向箱。

报名截止日期：10月15日

地点：和平之后堂

不包括交通

2017年礼仪讲座

教友学习天（西/城市区）

主讲：潘家骏神父

日期：10月22日 2pm-6pm

10月7日(六)8pm to 10pm
心灵讲座: “从厄玛奴尔说起”
地点: 耶稣复活堂礼堂
10月8日(日) 2pm to 6pm
礼仪讲座: 教会礼仪与生活

地点：天使之后堂 礼堂
带领：黄财龙神父及教委信仰培育组
报名：文端 90016516
蕙瑄 96772709

地点: CAEC天主教教育中心

华琳 94699066

10月9日(一) 8pm to 10pm
礼仪讲座: 活出感恩祭
地点: 耶稣复活堂礼堂

报名截止日期：10月1日

下周庆节预告
10月2日【周一】护守天使（纪念日）The Holy Guardian Angels
10月4日【周三】圣五伤方济各 （方济会会祖，纪念日）St. Francis of Assisi
10月6日【周五】圣勃路诺 （司铎；自由纪念日）St. Bruno
10月7日【周六】玫瑰圣母节 （纪念日） Our Lady of the Rosary
新加坡荣休总主教谢益裕晋牧周年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需交通安排，请联络卿卿姐妹
9829-7432。
有意安排家庭玫瑰经的教友，

意向祈祷纸折成美丽花朵献给圣母

请联络：俊钿兄弟（圣母军）

日期 : 10月14日 （周六）

9062-2020

时间：下午4点在＃03-02课室

(敬请家主们不必准备餐点,

联络： 贵春姐妹 91812642

与圣母军团员一起祈祷，

卿卿姐妹 98297432

英语圣时：10月6日（周五）
8pm 地点 ：圣堂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

玫瑰月诵念玫瑰经

10月为玫瑰月，每个周六华语弥撒前，
6.15pm 将诵念玫瑰经（10月21日除外）。
~ 欢迎大家齐聚圣堂，祈求圣母转祷~

欢迎圣母临在于您府上)

聚圣团十月份活动
1） 日期： 10月13日（周五）
《电影观赏：圣若望保禄二世 –上集》
2） 日期： 10月 27日（周五）
《代祷时刻：诵念每日礼赞和玫瑰经》
时间： 7.45 – 9.30pm
地点： St. Michael 讲堂

教宗9月祈祷意向：愿堂区传播信仰
教宗方济各在9月的祈祷意向中，愿堂区充满福传精神，能成为传达
信仰与看见爱的地方。教宗期望堂区必须与家庭、与人们的生活和社区

生活建立连接：“堂区必须是大门常开的家，不是只等待人进来而是要准备走出去会晤他
人。但重要的是，这种前去需要遵循一项明确的信仰建议。也就是说，开门是为了让耶稣
带着祂信息的一切喜乐出去。”教宗邀请大家“为堂区祈祷，好使它不只是个实用的办公
室，而是在传教热忱的激励下，成为传播信仰与见证爱德的场所。”

（梵蒂冈电台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