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祈祷时，是否有常常自我反省，寻求信德的启示呢？

2) 我祈祷的目的，是在于寻求个人信德的提升，或是想成为一个比
他人更具有信德的人呢？

“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可能的。” （路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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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6/27日 常年期第30主日

教宗方济各：我们要懂得在天主前谴责自己

读经一：德训篇 35 : 12 – 14，16 - 18
读经二：弟茂德后书 4 : 6 - 8，16 – 18

福音：圣路加 18 : 9 – 14
有一种态度上主无法容忍，那就是虚伪。耶稣时常称虚伪
的法利塞人是用石灰刷白的坟墓。这不是侮辱，而是事
实。虚伪的态度源自那撒谎者，即“魔鬼”。牠是“强大的虚

福音与我

伪者”，其他的虚伪者是牠的“继承人”。 耶稣喜欢揭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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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语言的伪君子，因为耶稣知道，正是这种虚伪的态度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致祂于死地。

午间弥撒：12.15pm

虚伪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它以一种形式表现，却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例如，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在权力争斗中，嫉妒使你以某种方式行事，但在内心深处却藏著扼杀的毒素。虚伪总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会带来杀伤力。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要治疗虚伪的态度，其良药是在天主面前说实话并谴责自己。‘我做过这个，我是如此
想的。我嫉妒某人，我想摧毁那个人...’这些意念都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在天主前谦卑地

主看人心，不看外表

向祂诉说。我们要试著如此操练，谴责自己、看看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虚伪，以及我

一个喜欢自我表现和判断他人的人，往往会将目光投向身

们心中的邪恶。

外之物，却忽略了内在生命的成长。圣经曾举例说明人们

我们必须要学会谴责自己，一位不懂得谴责自己的基督徒不是一位好的基督徒，有可
能陷入虚伪中。愿我们学会谴责自己。 （摘自：梵蒂冈新闻网）

公共假日，10月 27日（卫塞节)
由于假日是在星期天，10月 28 日(周一)是补休。
英语弥撒
10月 28日 (周一) 8am (当日无午间及黄昏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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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樑。这比喻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明显地提醒了我们，自我反省的重要。个人信德的提升，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根源于对自己的了解。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每日三省吾身，是寻求赎罪的最好方法：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我每日有定时祈祷吗？

秘书处有关教堂的预订事宜

我有奉行天主的旨意，实施祂的教导吗？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我有爱人如己吗？
信德的提升在于自己！ (参考：每日圣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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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圣十字架堂庆祝建堂40周年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 2019年圣诞联欢会
主题: 《圣诞的喜乐 》
日期 : 12 月 28 日 (周六)

时间 : 7.30pm -10pm

地点 : 圣堂底层餐厅及诸圣厅
节目精彩 : 共融晚餐、圣诞佳音、有奖游戏、即兴表演、神秘抽奖游戏..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诸圣瞻礼

(当守瞻礼)

10 月 31 日（周四）
黄昏弥撒 : 6.15pm英语 8.00pm 华语
11 月 1 日（周五）
英语弥撒 : 6.15am，12.15pm，6.15pm，8pm

收费 : 每人$10 （12岁以下的孩子免费）参加者不需带礼物来互换。

追思已亡节

报名 : * 组织成员请向各组织团长报名。
* 非组织成员，可从下周 2/11起，每个周六弥撒前后，在圣堂门口购买餐劵。
报名/询问 : 玉美姐妹 9787 9472， 文煌兄弟 9468 3576
报名截止日期 : 12 月 8 日

11月 2 日（周六）英语弥撒 : 6.30am，8am，9.30am
* 圣母敬礼和傍晚弥撒时间不变。

华语弥撒

教委举办：周末慕道课程
对象: 有意在周末认识天主教信仰的朋友，
和再慕道的教友。
说明会：12月1日（主日），7.30pm
预备期 - 2020年1月至6月，每月一次, 第三个星期天晚上。
慕道期 - 2020年7月至2021年4月12日复活节，
每月两次：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晚上。
说明会及上课地点：CANA The Catholic Centre, 55 Waterloo Street #02-01 (187954)
报名与询问：何国章兄弟 98184769, 卢开发兄弟 96690316

11月 22 日（周五）
7.45pm 炼灵祈祷及诵念神圣慈悲经 ; 8.00pm 弥撒
* 有意为已亡亲友、恩人及神职人员的灵魂祈祷者，可从9/11起，每个周六弥撒
前后，在圣堂门口索取意向纸，写上所纪念亡者姓名后，请在22/11带回圣堂，

我们一起为亡者的灵魂祈祷！

售卖‘天主教月历’等刊物
守礼社印制精美的2020年天主教月历出版了！
2020年月历共有14个月，详细注明所有
甲年礼仪/圣人庆节及经文。

圣经协会与教委信仰培育组联办

默观若望福音中的图像: 水、葡萄酒、面包
主讲：陈宾山神父 (讲座, 讨论, 弥撒)

特色：字体大、中英文、不同颜色不同庆节等。

月历每份售价$5。
华委将于今天弥撒前后，在圣堂门口售卖。欢迎大家前来购买。

10月28日 (周一, 公共假期) , 9am – 6pm，地点：耶稣复活堂
形式：讲座, 讨论, 弥撒

/

收费：乐捐

教宗 2019年10月祈祷意向
为教会福传的「春天」：
愿圣神的气息在教会内吹出新福传的「春天」。

下周庆节预告
10月28日 【周一】 圣西满，圣达陡 （宗徒) SS. Simon and Jude
11月 1日 【周五】 诸圣节（当守瞻礼） All Saints
11月 2日 【周六】 追思已亡节 （纪念所有亡者） All Souls
11月 3日 【主日】 圣玛尔定•包瑞斯 （修士 ) St. Martin de Por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