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信了由上主传于她的话必要完成的，

第四根紫色蜡烛：代表‘爱’；愿我们能与他人分享基督的爱 。

将临期第四主日

2021年12月18日

是有福的。 ”（路1：45）

本堂神父们
预祝大家 圣诞快乐
圣婴诞马槽普天同庆！
【福音与我】 （路 1：39 - 45）

圣诞节的省思 ：天父慈爱的伟大

圣母访亲

圣诞节即将到来，对耶稣

玛利亚与表姐依撒伯尓的相遇，同时也是耶稣

降生的奥迹，我们实在不

的前驱和默西亚的相遇。若翰是耶稣基督的前

容易了解：天父为什么要

驱，在母胎中就被圣神充满，因此依撒伯尔充

如此费心，派遣圣子降生

分地了解这个记号，满心喜悦地称赞玛利亚是

成人，救赎我们！最简单

有福的，因为她相信了上主的话，而玛利亚则

而最真实的答案是：天主爱我们。

称颂天主的伟大。直到今日，基督徒仍不断的
重复依撒伯尔问候玛利亚的话：“万福玛利
亚…。”（参考毎日圣言）

基於这份『爱』，天父也为我们每个人，有祂特
殊的安排。在接受天父安排的同时，我们必须有
『承行』天父意愿的决心；以『信德』的眼光去
感叹天父的慈爱照顾。圣诞节无论是圣若瑟、是

GIFT献礼

圣母、或是圣婴耶稣，都给我们立下承行天父旨

今天是本月的第三个周末，为传

意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

播信仰，请支持教会的“献礼”

耶稣降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为了我们的得

(GI FT ） 运动 ，资 助 教会 的操 作

救，甘愿牺牲自己，生于贫穷，一生坎坷，更死

和各项需求。为有效地达成这些
需求，请承诺做每月的定期认捐。这为总教区
是最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于忧患。圣诞节，当我们注视马槽中的小耶稣，
我们会感到天父慈爱的伟大，以及耶稣关怀的澈
底。我们不能不藉着关怀他人而去感谢天主了。

您也可以通过PayNow定期向UEN捐款:

（摘自: 蒋剑秋神父《把福音活出来》）。

201 231 391 K 。请提供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或
电子邮址以接收确认。更多信息请查询：

2022儿童要理班［招生］ZOOM 平台

https://www.catholicfoundation.sg

对象：2015年出生的孩子

一年级 （年龄7岁）

教宗 2021年12月祈祷意向

开课日期 : 2022年1月15日

为教理讲授者（福传员）：愿宣讲天

时间 : 3pm - 4.15pm

主圣言的教理讲授者（福传员）能以

地点 : ZOOM平台

圣神的力量，勇敢而有创意地为天主

Email: holycross.ccst@gmail.com

圣言作证。

协调员 : 9026 1727（Shirley）
8113 6087（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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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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临期第四主日
2021年 12 月 18 日

圣诞节弥撒 - 需要预订

“在主内喜悦！”@ 将临期活动

12 月 24日 周五 平安夜 （报佳音及弥撒）

“在主内喜悦！”是我们在将临期间

完成疫苗接种：7pm，9.15pm（华语），子夜 11.30pm
12 月 25日 周六 圣诞日

把教友们聚集在一起的活动，这活动
将延续到跨年欢庆会。 请点击

http://tiny.cc/holycrossyearend

7.30am及11am（不需要接种疫苗），

或扫描以下的二维码来参与活动：
1. 将临期代祷活动

9.15am（完成疫苗接种）
12 月 25日 周六 圣家节前夕
完成疫苗接种：4pm，6pm (华语)

报名作 代祷 者， 为他人 的 需要祈 祷， 或成 为求恩 者 献上
祈祷意向。
2. 将临期感恩活动和立下2022年的心愿

年末感恩弥撒 - 需要预订

2021年又是颠覆的一年。让我们反思该如

12 月 31日 周五：6.15pm (不需要接种疫苗)，

何在 自 己心 中为 耶 稣腾 出 空间 。 请在 将临

8pm 双语（完成疫苗接种）
2022年 1月 1日 (周六，元旦日公假)
* 天主之母节英语弥撒 ：8am, 9.30am （无午间弥撒）

* 主显节前夕弥撒

期留言网页 Advent Padlet 的“2021年的
感恩”和“2022年的心愿”栏下写下你的
感想、感恩祈祷和 2022年的心愿，分享挑战和机遇如何
改变了你。

3. 让我们互相代祷

完成疫苗接种：4pm，6pm (华语)

12月线上华语诵念玫瑰经
诚邀大家一起上线，共融合一祈求圣母为我们
转祷。
12月18日（周六）晚上9pm
Zoom会议号 : 898 9385 4170
密码 : 273252

请参阅将临期留言网页，齐来为祈祷意向代祷或把心中在来
年的志愿写下，点击“心”图标来显示已为那祈祷意向代祷
了。所有的祈祷意向和新年心愿都会在将临期每个主日的弥
撒中献 上 。 12月 30日 晚上 8 - 9点，我们会把所收到的祈
祷意向在堂区玫瑰经祈祷会献上。

跨年欢庆会 @ 圣十字架堂
主题：“在主内喜悦！”

2021年圣诞期分享会 ZOOM 平台

12月31日

12月30日(周四) 8pm - 9.30pm

有购买派对礼包者，请附上你的姓名和

主题：天主之母节反思

在BINGO卡后面的幸运号码。发送

内容：聆听圣言，张思谦神父证道及

WhatsApp 或 SMS 给 9299 9594或

小组分享。

9680 4412。

报名：以团体报名，5人以上为一组。

主办单位将会把Z00M链接回复你，此链接不可与他人分

https://forms.gle/AEm2gnaTycJoy5Ng6

享。丰富的幸运抽奖礼物等着你来赢取！

查询：94699066 华琳姐妹

注册截止日期：12月29日11点59分。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萧永伦神父

周五：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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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