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

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 。”
（若18：37）
【福音与我】 （若18 : 33 - 37）
真理的要求
基督徒要以基督为王，不应以“为主作证”为

有意参与实体活动，或查询更多有关活动的

耻；在面对强权压迫时，更要因着基督的福

信息，您可以：

音，以言以行去传递信仰，活出信德与正义。

1.通过圣堂预定系统报名，点击Catholic 200SG

我们要如同基督奉献一生，甚至不惜以殉道为

Festival/Events，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信仰的真理做最高见证，使基督成为众人生命

2.参阅海星报电子版第1717期（2021年10月31

之王，让基督君王的王权与光荣，统领万有，

日）有关教委举办的活动。

永无穷尽 。（摘自“主日圣言颂读 ”）

*入场费：

“爱的艺术”华文分享

凭票入场或穿上CATHOLIC200SG T-shirt。

12月10日(周五) 早上10点 -12点

同步闭幕弥撒

圣伯多禄保禄堂4楼礼堂

12月11日（周六），新加坡天主教32个堂区

八十年前诞生于意大利的普世博爱运动，从发

于同 一 时 间， 傍 晚 6 pm 举行 英 语 弥撒 ， 直播

现“天主是爱”开始。被称为玛利亚事业的他

吴总主教的讲道。

们，以分分秒秒活出这份爱，为神修特色。

当天的华语弥撒改在4pm举行。

2021年11月20日

基督普世君王节

今天，这群生活合一理想的老老少少、大人小
孩，要为新加坡教区开教200年，带来一场关于
“爱的艺术”的分享。欢迎您来现场或连线，
聆听他们如何去爱的生活经验。

GIFT献礼
今天是本月的第三个周末，为传
播信仰，请支持教会的“献礼”

报名: 通过圣堂预定系统，点击

(GIFT）运动，资助教会的操作

https://mycatholic.sg 进入Catholic200SG

和各项需求。为有效地达成这些

Festival, 输入“爱”便可登记。

需求，请承诺做每月的定期认捐。这为总教区是

入场：穿上200周年的纪念T-恤。

最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2022儿童要理班［招生］ZOOM 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PayNow定期向UEN捐款:
201231391K。请提供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或电

对象：2015年出生的孩子

子邮址以接收确认。更多信息请查询：

一年级（年龄7岁）

https://www.catholicfoundation.sg/give/

开课日期: 2022年1月15日
时间 : 3pm - 4.15pm

教宗 2021年11月祈祷意向

地点 : ZOOM平台

为受忧郁症之苦的人：愿所有深受忧郁症折

Email: holycross.ccst@gmail.com

磨的人能获得支持，找到引导他们走向生命

协调员 : 9026 1727（Shirley）

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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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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十字架堂 2021年将临期公益活动

售卖迷你手提袋 - 帮助有听力障碍和/或

“一元爱的捐献”

多重残疾的儿童

( G.O.D. – Gift of One Dollar)

圣十字架堂和永援圣母堂，与嘉

今年中三领坚振班的青少年发动

诺 撒 （Canossian） 修 女 管 理 的

一 年 一 度 的 “ 一元爱的捐献”，

嘉诺撒儿童和社区服务共同合

为 耶 稣 会 难 民 服 务 [Jesuit
Refugee Services (JRS) Migrant
Outreach Programme] 属下的“ 移
民外展计划” 募款。

作，帮助支持有听力障碍和/或
多重残疾的儿童，呼吁您的爱心支持。
一 套 4 件 迷 你 手 提 袋 ( 每 套$10),
采用100%耐用棉制成。每套包括

募款活动：

3袋红色和1袋蓝色。手提袋订

1.乒乓球比赛和游戏
于11月20及21日, 27及28日（周六及主日）弥
撒后于圣堂底层举行。请前来尝试击败本堂乒
乓球高手萧神父及中三青少年。每场比赛$10，
娱乐游戏$5。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和支持。
2.骑脚踏车、兼收集垃圾 - 12月4日
3.跑步、步行和筹款 - 11月28日 至 12月12日
4.将临期慈善表演 - 11月27日 及 12月4,11,18日
（周六）8pm - 8.45pm

2021年11月20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
e/1FAIpQLScNdxiqEdnWeRWhdA5gmLM6
PKdW95CuNDwu0fBmfooqfm_fwg/
viewform
感谢大家的慷慨捐献。

“在主内喜悦！”@ 将临期活动
“在主内喜悦！”是我们在将临
期间把教友们聚集在一起的活

Zoom会议号：849 2555 0558

动，这活动将延续到跨年欢庆

密码：faithinact

会。 请点击

募款方式：你可以通过 PayNow
圣十字架堂：UEN T08CC4054D
（写明 “PG Cycle / PG Run / PG Talent ”）

http://tiny.cc/holycrossyearend

感谢大家的慷慨捐献。

基督普世君王节

购单，点击

1. 将临期代祷活动
报名作代祷者，为他人的需要

祈祷，或成为求恩者献上祈祷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共融之夜

意向。

11月 24日 （周三）晚上8点

2. 将临期感恩活动和立下2022年的心志

线上讲座：分享《线人》之后

2021年又是颠覆的一年。让我们反思该如何

主讲：黄美燕姐妹

在自己心中为耶稣腾出空间。请在将临期留

（资深电视制作人）

言网页 Advent Padlet 的“2021年的感恩”
和“2022 年的心志”栏下写下你的感想、感

报名/联系：永义+月圆 9662 7762
Zoom会议号及密码将在11月23日通知参加者
欢迎所有夫妇参加！

恩祈祷和 2022年的心志，分享挑战和机遇如
何改变了你。
3. 让我们互相代祷
请参阅将临期留言网页，齐来为祈祷意向代

11月份线上华语诵念玫瑰经

祷或把心中在来年的志愿写下，点击“心”

诚邀大家一起上线，共融合一祈求

图标来显示已为那祈祷意向代祷了。

圣母为我们转祷。

所有的祈祷意向和新年心志都会在将临期每

11月27日（周六）晚上9pm

个主日的弥撒中献上。12月30日晚上8-9

负责组织 : 接待组

点，我们会把所收到的祈祷意向在堂区玫瑰

Zoom会议号 : 898 9385 4170

经祈祷会献上。

密码 : 273252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或扫描以下的二维码来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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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