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主并不重视我们有多少才能，祂看重的是我们如何善用这      

     些才能。 

 2) 天主赐给我的“塔冷通“是什么？我利用这些恩赐为主做了些         

     什么？ 
 

 “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玛25：29） 

              2017 圣诞联欢会     
 

   12月23日 (周六弥撒后) ,  7.45pm - 10pm 

          于圣堂底层餐厅及诸圣厅举行。  
 

                    节目精彩：共融晚餐、圣诞佳音、圣诞短剧、幸运抽奖 ... 
 

             欢迎教友和非教友们踊跃报名参加，一起欢欣庆祝救主 

                               的诞生和体验圣诞的欢乐。 
 

         联欢会收费为每人8元。 参加者不需带礼物来互换。 

         报名:  嘉华 97475096， 淑鸾 97850863 或各组织团长                                  

          报名截止日期：12月9日                             

            天主教日历 2018 
 

英文Ordo 2018 (礼仪日历） 

及守礼社印制的精美双语日历 

已经开始在堂区书店售卖。 

欢迎前去购买。 

                       圣十字架堂助终会 
 

         为亡者祈祷及慰问亡者家属。以祈祷善功体现精神。 
 

         你想在这个团体服务吗？ 请联系： Peter 9631 1567 

     圣  十  字  架  堂   
         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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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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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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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18/19日  常年期第33主日  
 
 

         读经一：箴 言  31 : 10–13，19-20，30-31 

          读经二：得撒洛尼人前书  5 :  1-6                    

             福音：圣玛窦 25 ：14 - 30 

 

 

 

 

 

人类的救恩是天主的计划，是因着天主的仁慈与怜悯而

不是人类的功劳。然而，天国虽是天主的恩赐，人也要

努力地去响应、积极地参与建设天国。主耶稣为了让人

们更加明了这天国的喜讯，给我们讲了“塔冷通的比喻”: 

主人按仆人的才能，把财产托付给他们。忠信的仆人怀

着感恩和信赖，积极行动、努力经营，赚得双倍的财

富；而那个不忠信的仆人既怀疑主人的仁慈也没有回报

之心，结果埋没了主人的财富。 
 

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天主赏善罚恶，就像比喻中的主

人一样，祂会将天国的福乐赏给那些忠信的仆人，而有

罪的人将被剥夺殆尽。 



 

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11月21日 【周二】献圣母于圣殿 (纪念日） Presentation of the B.V. Mary  

  11月22日【周三】圣采琪（贞女，殉道；纪念日)  St. Cecilia 

  11月23日【周四】圣格肋孟（教宗，殉道；自由纪念日)  St.  Clement I  

                             圣高隆庞（隐修院院长；自由纪念日）St. Columban    

  11月24日【周五】圣安德肋 (司铎）及同伴（殉道；纪念日) SS. Andrew Dung-Lac and     

                             Companions 

  11月25日【周六】圣加大利纳.亚历山大（贞女，殉道；自由纪念日) St. Catharine 

                             of Alexandra 

  11月26日【主日】基督普世君王节 (节日）Our Lord Jesus Christ,  King of the Universe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www.holycross.org.sg   

 

 

古代以色列信仰史  

（主办：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中文部公开课程） 
  

     讲师：苏发联修士（圣经硕士） 
 

         日期：3月 8，9，15，16日     

                    4月 5，6，12，13，19，20日  

          时间：7.30 - 10pm       

          地点：天主教神学院  

                    55 Waterloo Street 三楼 

          费用：每人$200        
    
          报名：洁玲 6434 8006   

                    mandarin@ctis.com  

          报名截止日期：11月20日 
 

内容大纲 

 上主要启示的，是祂自己 ... 随着历史进 展，   

 上主一路陪伴，一路引领，以民历经患难，信 

 仰也一步一步趋向成熟 ... 让我们随着苏发联 

 修士的解说，看看古代以色列信仰史，对现代  

 基督徒有些什么更深的启发？ 

               信仰讲座  

              （复活堂华委举办） 
 

主题：全身心参与感恩圣祭 

主讲：陈宾山神父, 黄贵娟修女 

日期：12 月 9 日 

时间：8am – 11am  

地点：耶稣复活堂 

信仰讲座  

             （复活堂华委举办） 
 

             主讲：陈宾山神父 

             主题：圣母四大信理 

   日期：11 月 30 日：天母无染原罪 

             12 月  7 日：圣母蒙召升天 

             12 月 21 日：圣母终身童贞 

   地点：耶稣复活堂 

   时间：8pm – 9.30pm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基督普世君王节 
 

                               耶稣基督是我的君王 

 

在教会的历史中“基督普世君王节”算是相当晚才出现的节日。1925年由教宗碧岳十一世

定为教会节日，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将这节日修定在常年期最后一个主日庆祝。按照

2017年教会的年历，下个主日（11月25/26日）是甲年礼仪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节日源于二十世纪初期，世俗的放任主义太猖獗，民心趋向追求物质享受，忽略了精神

生活的价值，加上国家的内战及国际间的战争，世道迷漫着一片不安的情绪，世局的混

乱使人忧心惆怅。教会有见及此，特设“基督普世君王节”，旨在使普世教友公认耶稣基

督是至高之王，承认祂有统治万民和个人的权柄并信服耶稣基督为万世救主，祈求祂使

宇宙大地恢复秩序，列国和平共处，世人可享爱与和平的幸福。 
 

万世万代的基督君王是万民之王，祂坐在宝座上 - 十字架，成为圣洁的羔羊，祂用自己

的宝血祝圣了祂的子民。耶稣基督是一位充满爱怜的君王，祂怜悯弱小，为此颁下一道

爱的命令，要子民彼此相爱并以爱德彼此服侍，关怀爱护‘最小’的弟兄姐妹，对受忽略的

人、受痛苦和困境者，伸出援手。我们全心全灵臣服于基督王权之下，尊从祂的训示并

履行天主子民的责任，我们要俯伏敬拜祂，高举耶稣基督圣名直到永远！ 

                                                 聚圣团11月份活动                

                         炼灵月 

+ 怀念已亡亲友  特为炼灵祈祷+   

     日期：11月24 日（周五）  

     时间：7.45pm – 9.30pm          

     地点：St. Michael 讲堂   
 

       * 请领取一张意向表格，填上所纪念亡者姓名。 

          在当天通功祈祷时，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祷。*   

教宗11月祈祷意向 
 

为亚洲基督徒： 

       愿亚洲基督徒能以言以 

       行为福音作见证促进对话、 

       和平与彼此了解，尤其是与 

       其他宗教的信徒。 

 

http://www.cams.org.sg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q=all+saints,+clipart&hl=en&biw=1920&bih=856&tbm=isch&tbnid=5ywVqhj_5vgNgM:&imgref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nc/clipart/14519/saints&docid=DSsbYQ-wUadJXM&imgurl=http://www.discountmugs.com/discountmugs/upload/cliparts/imag
http://www.holycros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