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2021年11月6日
教宗方济各：悲伤和希望交织在一起

【福音与我】 （谷 12:38-44）

追思亡者体现了双重意

穷妇全靠神，赢得主赞美
耶稣吩咐门徒要爱祂胜过任何人、事、物，并

全部的生活费，都投下了 。 ”（谷12：44）

“这寡妇却由自己的不足中，把所有的一切，

要为福音舍弃一切。祂以耶路撒冷的穷寡妇作
为门徒的榜样，指出这寡妇在穷困中把她所有

义：缅怀逝 去亲人的 “悲
伤”及耶稣 做出的复 活承
诺所带来的“希望”。

的生活费都奉献出来。耶稣教导我们为进天

悲伤和希望 交织在一 起，

国，必须摆脱财富的约束，以免违反福音的贫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感

穷精神。

受。在亡者的灵前、在希望前纪念我们的亲

耶稣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因精神上的谦
抑自下和淡泊而看见天主，获得天国的喜悦。
我们也该效法耶稣关注穷人，爱护并赒济贫困
的人 。（摘自“主日圣言诵读 ”）

人，我们会感到这种希望对我们有帮助，因
为我们也要走这条路，踏着耶稣的足迹向
前。耶稣用祂的十字架，亲自给我们开启了
希望之门、进入默想天主的大门。
为亡者祈祷，相信他们生活在天主那里。

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第84期原始周末
日期：11月 12日 - 11月 14日

这祈祷也惠及我们尘世旅途上的人。这祈祷
培养我们一种对生命的真正憧憬，向我们揭
示为进入天主的国度必须经历苦难的意义。

(由于疫情关系，11月的周末不

让我们牢记心中这种双重的纪念：纪念过

需要住宿)

去、我们逝去的亲人；纪念未来，我们将要

时间：周五晚上8点至

走的道路。坚信，确信，这种坚定信念源于

主日下午5点

耶稣的话：“ 我将在最后 一天复活”。(梵 蒂

报名：俊雄+诗蓉 8822 1918

冈新闻网）

欢迎不同信仰或无信仰夫妇参加！

教宗 2021年11月祈祷意向

教委信仰培育组举办
2021年至2022年信仰培育系列讲座之一

为受忧郁症之苦的人：愿所有深受忧郁症折
磨的人能获得支持，找到引导他们走向生命
的光芒 。

讲题：散发智慧的年岁
足迹…回应教宗方济各

“世界祖父母及长者

11月份线上华语诵念玫瑰经

日”文告中的启示

诚 邀 大 家 一 起 上 线 ，共 融 合 一 祈

主讲：王春新神父

求圣母为我们转祷。

11月21日（主日） 下午3pm – 5pm

11月27日（周六）晚上9pm
负责组织 : 接待组

Zoom会议号：820 6021 4145

Zoom会议号 : 898 9385 4170

密码：211121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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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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200 SG 以信德点燃和照耀
新加坡天主教开教200周年庆
200小时马拉松祈祷会（YouTube直播）

全部的生活费，都投下了 。 ”（谷12：44）

“这寡妇却由自己的不足中，把所有的一切，

为 庆 祝 新 加 坡 天 主 教 开 教 2 0 0 周 年
（ 1 8 2 1 － 2 0 2 1 ） ， 总 教 区 将 于

11月12日（周五） 9am至11月20日（周六，基督
普世君王节 前夕） 5 pm 举行不同语 言时段的 祈

有意参与实体活动，或查询更多有关活动的
信息，您可以：
1. 通过圣堂预定系统，点击Catholic200SG

Festival/Events，

祷， 共200小时。每个时段一小时，由各个堂区的

2. 网址 https://Catholic200.sg

组织/团体带领。祈祷会由吴总主教主持明供圣体

3.参阅海星报电子版第1717期（2021年

为揭幕。

10月31日）有关教委举办的活动。

圣十字架堂将会带领两个时段的祈祷：

*网上报名

*第一天：11月12日（周五）下午1pm - 2pm

从11月8日，12pm开始，名额有限，先报先

华语咏唱玫瑰经，及

得。

*第六天：11月17日（周三）上午9am -10am

*入场费：

英语晨祷Laud。

凭票入场或穿上CATHOLIC200SG T-shirt。

同步闭幕弥撒

~诚邀大家踊跃参与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

12月11日（周六），新加坡天主教32个堂区于
同一时间，傍晚6 pm 举行英语弥撒， 直播吴总

售卖圣物、日历及书籍等

主教的讲道。当天的华语弥撒改在4pm举行。

守礼社印制精美的2022年天主
教日历（$5 ）及每日圣言($ 6)

捐献给圣十字架堂圣文生善会SSVP

已经出版了。

I) 通过银行转账至：

欢迎大家在弥撒前后，到圣堂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门口购买.

Conference of The Holy Cross
大华银行帐号 101-366-4582

将临期/圣诞反思册子

II）支票开给：

新福传办公室制作了一本电子反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Conference of

思册子，与您一起度过将临期和

The Holy Cross (请在支票背面注明大华银行帐

圣诞。册子有英语、华语和淡米

号101-366-4582，投入圣堂献仪箱)

尔语版本。将临期反思主题“应

III）Paynow 捐献：圣十字架堂：

许的圣言“， 圣诞反思主题“永恒的圣言”。

UEN：T08CC4054D （写明“SSVP”）

您可以从11月4日起，在以下网址下载电子手

感谢大家的慷慨捐助。

册：https://bit.ly/AdventChristmas2021

堂区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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