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期第五主日

【福音与我】 （路 5：1-11）

教宗祝贺农历新年：和平、健康及祥和的

耶稣的邀请

生活

西滿三次回应了耶稣的邀请。首先是耶稣请他
撑船离岸，方便教导群众；然后吩咐他划船到
深处去捕鱼，因连夜毫无收获，西滿犹豫不
决，仍然相信耶稣，果然捕获，心中有所感
悟；耶稣接着邀请西满做“ 捕人的渔夫” 。西滿
即刻舍弃一切，跟随了耶稣。

教宗方济各元月30日在诵念

耶稣邀请西滿及同伴们，也是在生活中邀请我
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否开放自己的心灵来迎接
天主的召唤呢？ (参考“ 每日圣言” )

“家庭借此机会团聚，一起活出爱与喜乐时

三钟经之后，提到2月1日
在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地 庆 祝
的农历新年，表达了贺 意 。
他热情地问候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强调
刻”的美好。不幸的是，许多家庭因疫情的缘
故，今年无法团聚。希望我们将尽快战胜这个
考验。

教宗 2022年2月祈祷意向

（路 5：4）

“ 划到深处去。”

2022年2月5日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许多修会和堂区，平时全力

为修女及度奉献生活的女性：在为

以赴地在医疗卫生领域服务，照顾病患，而且

她们祈祷的同时，也感谢她们的献

也帮助穷人、失业者和新的贫困者。对这些天

身与勇气，祈愿她们持续找到新的

主教徒来说，农历新年是圣诞期活出的友爱精

方式，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 。

神的延续。

教宗祈愿藉着每个人的善意和各民族的团结互

2月英语圣时

助，整个人类大家庭以新的活力实现在物质和精

2月11日（周五） 晚上8时

神上繁荣的目标。（梵蒂冈新闻网）

地点：圣十字架堂
报名：请使用链接或QR码登记
(人数限50人）

教委信仰培育系列讲座

链接：tinyurl.com/3cauchs4

主题：走出基督信仰的误区

圣十字架堂开放日2022年2月19及20日
欢迎非天主教徒的家人和朋友来参

主讲：萧永伦神父
日期：11/2，18/2（周五）
时间：8pm – 9.30pm

观我们的圣堂。

Zoom 会议号：

请您邀请并陪同非教友来参观。

878 7423 5785

导览以英语或华语进行

密码：010222

(约1小时），4人一组。

爱心捐献：PAYNOW 至教委

预约：

UEN： T08CC4023DCA1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链接

注明： XY220114【走出信仰的误区】

forms.gle/o9ZWUnjnMNGTZ5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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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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五主日
2022年2月5日
2022年全国慕道团礼仪活动

如何处置旧圣枝？

1 . 甄 选 礼 前 退 省 将 于2月13日

教 友 们 请 在 下 两 个 周 末 （2月12/13
日 及19/20日 ） 来 圣 堂 参 与 弥 撒 时 ，
把旧圣枝带来，放入收集箱。

（ 主 日 ） 下 午2pm-4pm在 圣
十字架堂举行。当天将由张思

旧圣枝将会烧成灰烬，于 3月2日

谦神父主讲和主祭弥撒。

（周三）圣灰礼仪日使用。

请为所有的慕道者祈祷，也为福传事工顺利圆

（路 5：4）

“ 划到深处去。”

满地展开献上祈祷意向。

教委举办《天主教华文启发 Alpha》

2 .甄选礼将于3月13日（ 主日）下午2pm在圣

您有时会想想生命的意义吗?

十字架堂举行。

欢迎您来体验《天主教华文启

愿所有的慕道者都能敞开心门，回应天主的召

发》，轻松自在的从基督信仰

叫，接受天主教会的邀请来参加甄选礼。

的观点来探索生命的意义。
聚会一：“勇闯人生巅峰，之后又如何？”

2022年华文婚前预备课程

2022年2月17日 周四 晚上 7.30pm–9.30pm

3月27日及4月3日（星期日）

天主教中心3楼 Cana The Catholic Centre

时间：9am-5pm

报名： bit.ly/acamsAlphaFeb

地点：博爱村Agape Village

您认识的非教友，或与教会失去联系的教友来
参加。

7A Lorong 8 Toa Payoh
S319264
报名费：新币120元/一对
报名与联络方式：

询问电话/电邮:

捐献给圣十字架堂圣文生善会SSVP

丽娟：9127 1710 / winniehiew103@gmail.com

I) 通过银行转账至：

秀琼：9852 4047 / 2tempicture@gmail.com
报名表格：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Conference of The Holy Cross

tinyurl.com/ACAMSMPC2022

大华银行帐号 101-366-4582

2022年2月线上华语诵念玫瑰经

II）支票开给：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Conference of
The Holy Cross (请在支票背面注明大华银行帐
号101-366-4582，投入圣堂献仪箱)

祈求圣母为我们转祷。
2月26日（周六）晚上9pm
（每月的最后周六）

III）Paynow 捐献：圣十字架堂：
UEN：T08CC4054D （写明“SSVP”）
感谢大家的慷慨捐助。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诚邀大家一起上线，共融合一

Zoom会议号 :
898 9385 4170
密码 : 27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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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