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这个比喻中，所有的人得到平等待遇，每人都得到一枚
‘银币’。你觉得公平吗？
2）你是否认为，我们能够获得永生是靠自己的功劳，天父是
按我们的功劳犒赏我们？

“就如天离地有多高, 我的行径离你们的行径,
我的思念离你们的思念也有多高。”
(依 55: 9)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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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日 常年期第25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55：6-9

2017年堂区牧灵大会
日期：10月18日（周三)

读经二：斐理伯人书 1：20-24, 27
福音：圣玛窦 20：1-16

时间：9am – 1pm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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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愿景：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共融团体，

传真机

被派遣去传福音和服务他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报名：欲参加的教友请将你们的名字及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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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交局通告：
近金文泰一道的行人
天桥将从9月19日至10月8日关
闭。行人过马路时可使用杜佛路
交界处的交通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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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接受多劳多得的标准，因此对这个比喻感到
惊讶和不解。他们认为对每一个人的劳动和牺牲不加
考虑，而给予相同的报偿是不公平的。当时的犹太人
接受不了外邦人能同时分享天主的恩宠，认为这样会
令天主选民跟其他人没有分别；而犹太人之中，也分
守法律的法利塞人和不守法的罪人，天主竟然把恩宠
给予这些罪人，又说悔改的罪人会比他们更早进入天
国，这样对辛苦守法的人便很不公平了。耶稣便是用
这比喻警醒他们：为什么天主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
用祂的财物。人为什么用嫉妒的眼光去看天主的慈悲
慷慨？
我们应知道是先有天父对人的慈悲，是天主主动给予
人恩宠，罪人才有能力回头皈依天主。严格地执行公
义而不能容纳慈悲，就会令人变得很刻薄，甚至令公
义变成报复。天父是慈悲的，它的救恩有大公性、普
遍性。基督徒应以宽大的心，欢迎天主的慷慨，欢迎
所有人接受天主的邀请，一起进入永生的国度。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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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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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期： 10月13日（周五）

日期：12月7-10日

主祭：杨德成神父

日期：10月22日 2pm-6pm

地点：槟城大山脚圣亚纳堂

主讲：陈宾山神父

地点：天使之后堂 礼堂

日期： 2017月10月18日

带领：黄财龙神父及教委信仰培育组

费用：S$80 (住宿，膳食)
不包括交通
联系：郑天智 91136598

时间： 1.30pm – 4.30pm

报名截止日期：10月15日

地点：和平之后堂

2017年礼仪讲座

婚姻庆典弥撒 （华恳31周年）

主讲：潘家骏神父

主祭：萧永伦神父
日期：10月7日, 上午10时
地点：和平之后堂

心灵讲座: “从厄玛奴尔说起”
地点: 耶稣复活堂礼堂
礼仪讲座: 教会礼仪与生活
地点: CAEC天主教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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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观赏：圣若望保禄二世 –上集》

报名：文端 90016516 蕙瑄 96772709
华琳 94699066
报名截止日期：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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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爱永不止息

10月7日(六)8pm to 10pm

10月8日(日) 2pm to 6pm

聚圣团十月份活动

教友学习天（西/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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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所有夫妇前来参加。 适逢周年的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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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领受降福状。 弥撒后，备有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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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与我们同庆。

教热忱的激励下，成为传播信仰与见证爱德的场所。”

联系：诗蓉 88221918 / 秀丽 90501234
电邮：vinnalim1961@yahoo.com
网上报名： http://wwmesg.org/ch/

圣经协会常年退省
主题：《救恩与我》- 来与天主相遇
主讲 : 陈汉平兄弟
日期： 9月23日（周六）
时间： 9am – 4.30pm
地点：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三楼
收费： 自由捐献
报名： 杨玉花 96970408 黄昭荣 96384694

（梵蒂冈电台讯）

下周庆节预告
9月26日【周二】圣葛斯默及圣达弥盎（殉道；自由纪念日）
SS. Cosmas and Damian
9月27日【周三】圣味增爵 (司铎；纪念日）St. Vincent de Paul
9月28日【周四】圣文才；圣老楞佐·卢斯及同伴（殉道；自由纪念日）
St. Wenceslaus; SS. Lawrence Ruiz and Companions
9月29日【周五】圣弥额尔，圣加俾额尔，圣拉法厄尔 （总领天使；庆日）
The Holy Archangels Michael, Gabriel and Raphael
9月30日【周六】圣热罗尼莫（司铎、圣师；纪念日）St. Jerome
10月1日 【主日】圣女小德兰（贞女、圣师，传教主保；遇上主日，今年不庆祝）
St.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