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天主的话” 撒在我的心中，能如同芥子一样生长成大树吗？ 

2）今天福音中的两个比喻，为我有什么启发？ 

 

 “ 芥子比一切的种子都小，生长起来，却比一切蔬菜都大。” 

                                      （谷 4: 31-32） 

 

 

      圣多默•莫尔  (1478-1535)   

 

   1478年，莫尔生于伦敦，年幼丧母，父亲是一位法官，对儿子 

   要求极为严格。十三岁时父亲将他寄住在红衣大主教莫顿   

 （Morton）家中。莫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学识渊博， 

   机智过人，对莫尔一生有极大的影响。 
 

   1498年，莫尔曾一度进入嘉道先修道院，但后来确认天主并不如此召叫他，遂离 

   开修道院，但他仍每天参与弥撒，禁食并穿戴苦衣。莫尔婚后育有四名子女。 

   在成为一名律师后，他接触了大量涉及下层社会的诉讼案，目睹广大民众所遭受 

   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为受屈者申寃，因此在伦敦很有名望。 
 

   1516年，他用拉丁文写成《乌托邦》（Utopia）一书，引起了英王亨利八世的注 

   意，并延揽他出任政府的重要职务。莫尔从1518年开始服务于英王，十一年后， 

   他成为首席大法官，是仅次于英王的第一号人物。 
 

   1532年，当莫尔的事业与声望正值顶峰时，英王亨利八世不顾教会的反对，执意 

   坚持藉离婚再娶；甚至还在国会中宣称自己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具有政治与 

   宗教上的至高仲裁权。为此，莫尔勇敢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毅然辞去大法官一职， 

   还对此加以谴责。此后，莫尔用全部的心力投身于写作，致力于维护教会的权益。 

   1534年，莫尔因拒绝效忠自称是英国教会领袖的亨利八世，而遭囚禁在伦敦塔 

   上。十五个月后，被控以叛国罪。就在刑架升起之时，他告诉群众说：「我是国 

   王的忠仆，但首先是天主的忠仆（I die the King’s faithful servant, but God’s  

   first）」。1535年7月6日，莫尔惨遭斩首殉道。为坚信世俗的统治者绝无凌驾圣 

   教会的仲裁权，莫尔光荣地为此信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圣人是律师、大学生的主保；1935年荣登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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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永伦神父      6777 1173 

hsiew2003@yahoo.com.sg 
 
 

Fr Robertus       6776 1330 
robertito_doginho@yahoo.com 
 
 

Fr Anthony Vinay    6777 2523 
frvinaykumar@gmail.com 
 
 

秘书处       6777 5858 
holycross@singnet.com.sg 
 
 

传真机           6773 5676 
 

弥撒时间 

平日弥撒：6.30am 及 6.15pm 

午间弥撒：12.15pm 
 

周六黄昏：4.15pm 九日敬礼,  
5pm, 6.30pm 华语弥撒 
 

主日弥撒：7.30am, 9.30am,           
11.30am 及 5pm 
 

公共假日：8am , 无黄昏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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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洗礼：每逢1月/3月/5月/7月/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 12.45pm 
 

殡葬：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 

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 
 

婚礼：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 

秘书处有关教堂的预订事宜 
 

辅导咨询服务：请于周一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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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6/17日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读经一:  厄则克耳先知书  17：22-24 

        读经二:  格林多人后书      5 ：6-1 0        

          福音 ：圣马尔谷             4 ：26-34   

 

  福  

  音  

  与 

  我 
 

今天的福音是两个关于「天国」的比喻。第一个比喻以

麦子自生自长说明天国是天主的工作，而非人的工作；

麦子的种子本身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力量，支配着它的生

命与成长，同样地，天国有其自己的动力，这动力超过

人的控制力。传福音的人应该和撒种的人学习，认真做

好撒种的工作，天国自会发展其扩张潜力，直到收割时

期；收割是耶稣的再度光临，审判世界的时刻。 
 

「芥子」一种黑芥菜种子，本是很小的颗粒，但长大后

能够成为参天大树，使得飞鸟都能够栖息在它上面。这

个比喻显示教会成长过程，起初微不足道的几十个人，

到现在已经发展为占总人口的近一半，这惊人的发展，

將来必要扩展到全世界，使万民都在祂内享受真正的安

息与平安！我们要相信天主自然会照顾祂的教会，没有

天主的照顾我们就是徒然劳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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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圣经协会/教委灵修组/耶稣复活堂华委/ 

小磐石圣经研读联办： 

     《马尔谷福音》  主讲: 陈宾山神父      
 

       日期：7月5日至8月23日 

                 (每逢星期四)  

       时间：7.30pm – 9 pm           

       地点：耶稣复活堂                           

圣经协会主办 : 圣经主日庆典 

    日期：7月8日（主日） 

    时间：2.30pm– 4.30pm 

    地点：和平之后堂       

    主祭:  陈宾山神父    

    共祭：董立神父、许春兴神父  

    形式：供奉圣经、弥撒、讲道 
 

 *弥撒后有茶点招待,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父爱如山  

   爸爸，您辛苦了 ...     

           感 恩                 

2018年四教区讲习会 

 

主题：让婚姻与家庭朝向爱的喜乐 

讲师：叶佳艳教授 (辅仁圣博敏神学院伦理神学教授 )  

日期：11月29日 (四) 至12月02日 (日) 
 

   活动与住宿地点：Bayview Hotel Melaka (Jalan Bendaha, 75100 Melaka) 

   报名费：每人S$150（包括讲习会2人1房住宿及膳食）一旦接受报名，恕不退还费用。  

   报名方式：请将表格及报名费开支票 (payable to TRCAS-CAMS) ， 

                    寄交教委秘书处：CAMS，2 Highland Road  #03-02，Spore 549102 

   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             

   交通：自行安排或由教委安排冷气巴士车 

   询问：教委组织秘书何国章  6282 8428 / 9818 4769 / joehkc@singnet.com.sg        

   主办单位：天主教马(西)新华文教务促进联合会单位 

   承办单位：甲柔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宗六月祈祷意向 
 

     为社群网路：愿社群网路能朝向尊重他人差异之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教委及慕道团推动小组联办奉献神花活动 

                                                           教委在奉献神花活动结束之际，特别安排了一台感恩祭： 
 

                               2018年全新慕道感恩弥撒 

        6月24日 (主日)  7.30pm - 9pm  圣雅丰索堂 (Novena Church)  

                                  萧永伦神父主祭 
 

                       ~ 请大家踊跃参与，齐来感恩 ~ 

                    下周庆节预告 
          

    6月19日 【周二】圣阮斐理（司铎）及同伴(越南殉道） SS. Philip Minh & 

                               Companions（纪念日，由马来西亚槟城总修院培养) 

    6月21日 【周四】圣类思•公撒格   St.  Aloysius  Gonzaga   (会士；纪念日)  

    6月22日 【周五】圣保林•诺拉  St. Paulinus of Nola （主教；自由纪念日） 

                               圣若望•费生  St. John Fisher （主教；自由纪念日） 

                               圣多默•莫尔  St. Thomas More （殉道；自由纪念日） 

    6月24日 【主日】洗者圣若翰诞辰 The Nativity of  St. John the Baptist  (节日)  

              欲阅读圣人故事，请登录圣十字架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或用手机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报名 

华文成人慕道    
 

你有朋友想认识天主教信仰吗？邀请他/她来参加慕道新班吧！ 

       2018/2019 慕道旅程将在6月26日开始 
 

   每逢周二：7.45pm – 9.45pm   地点：诸圣厅    

              报名询问：黄蕙瑄 96772709 

           报名表格可在圣堂门口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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