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做一个顺境的基督徒很容易，但当我们面临困难和不受欢迎 

     时，如何在逆境中与主同行？ 
 

2）让我们的心少一点冷漠与偏见，多一份宽容和接纳，努力 

     向天主的恩宠开放以领受救恩。 
 

           “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 

                是没有不受尊敬的。”         （谷6：4） 

教宗提出警告，讲八卦如何摧毁天主的工程    

          

教宗方济各说，和平是一件礼物，却很容易遭八卦闲话，  

及讲他人坏话所破坏。 
 

在六月六日的周三公开接见中，教宗指出，那些领受并给予和平标

记的人们，该是撒播和平的男女」，不该以你们的口舌毁坏天主圣神所缔造的和

平」。 「八卦闲话并非圣神的工作，也不是教会合一的工作，它会摧毁天主的工

程，请停止散布八卦闲话！」 
 

教宗谈及基督徒在坚振圣事中所领受的圣神之恩。当一个人获傅油时，圣神之恩

「进到我们内并结出果实，以便我们能把这果实交给其他人」，这意味着我们不要

把这份礼物藏起来，「仿佛把灵魂作成了一个仓库」。 教宗解释说，就像塔冷通的

比喻一样，圣神之恩是一颗种子，当与他人分享时，它就结出累累的果实；但「因

自私和害怕而把它埋藏着」，就不会结出果实。 「当我们手握种子时，并非意味着

要把他储存在柜子里，而是要播种出去。所有的生命都必须被播种出去，以便结出

累累的果实。我们必须把圣神回馈给这个团体。」 
 

教宗说：「教会是每个人的。而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彼此圣化，彼此关爱。教会

就是『 我们的』 。每个人在教会内虽然都有各自的职务，但我们所有人都是同一教

会的。」 主教在实行坚振圣事时，对领受者说，「祝你们平安」，这是「一种姿态

表达教会的共融，是跟主教们及全体信友的共融」。若基督徒在结束弥撒走初圣堂

后，开始说些刻薄的话，这份恩宠将会丢失。八卦闲话是战争，「  可怜的圣神！

（想象一下）祂和我们一起工作时，居然连着我们讲八卦闲话的习惯。」 
 

教宗敦促信友，宣讲福音是要用「具启发性的言行，而非具破坏性的八卦闲话。」 

（梵蒂冈电台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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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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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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8日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读经一:  厄则克耳先知书 2：2-5 

        读经二:  格林多人后书   12 : 7-10          

          福音 ：圣马尔谷  6 : 1 - 6    

 

 

 

 

 
 

今天的福音叙述了主耶稣回到家乡纳匝肋传教的经历，

可谓步步惊心！诚然，家乡人无不惊讶于耶稣智慧的宣

讲和祂所行的各种奇迹。然而，他们却很难接受这一个

家境贫寒、木匠出身、教育背景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的

人，竟然比自己更优越。人性的相互轻视和嫉妒，使他

们视而不见、见而不信、更以鄙夷的目光和讽刺的口吻

对待祂。 
 

面对家乡人的冷漠和无信，令主耶稣诧异之余，也感慨

于自己与历代先知们有着相同的境遇：饱受冷落、被拒

绝，甚至遭受凌辱和迫害。祂仁慈地接受这个人生的逆

境，以自己的整个生命去面对它，并以开放的胸怀用

爱、用宽恕去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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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圣经协会主办 : 圣经主日庆典 

  日期：7月8日（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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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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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学习天：门徒与属灵的恩赐 
 

你认识你的才华和强项吗？它们与属灵的 

恩赐有什么关系？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 

要如何善用属灵的恩赐呢？教委信仰培育 

小组邀请你一起来喜乐学习与分享！ 
 

  日期/时间：7月22日（日）2pm – 6pm 

  地点：博爱村Agape Village 

  询问及报名：蕙瑄 96772709                 

                      国泰 98244645 

福传音乐晚会 
 

 由香港恩保德神父带领的 “逾越知音”   

       团队，将于7月19日（周四） 

 晚上7.30 -9.30pm 于本堂四楼礼堂举    

   行 “福传音乐晚会”，传布主的喜讯。 

           形式： 歌唱、讲道、见证 
 

    诚意邀请大家，尤其是尚未认识 

    耶稣基督的亲友们，一同来观赏！ 

          教宗七月祈祷意向 
 

    福传意向：为司铎和他们的牧灵 

    职务愿在牧灵工作上经验到疲惫 

    与孤单的司铎，能在与主的亲密 

    里，及在与其他司铎 

    弟兄的友谊中， 

    找到帮助与安慰。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7月 9日【周一】圣奥斯丁•赵荣（司铎）及同伴们（中华殉道；自由纪念日） 

                          SS. Augustine Zhao Rong and 119 Companions 

 7月11日【周三】圣本笃（隐修院院长；纪念日）St. Benedict 

 7月13日【周五】圣亨利（圣皇；自由纪念日）St. Henry 

 7月14日【周六】圣加弥禄•弥理（司铎；自由纪念日）St. Camillus  de Lellis 

 7月15日【主日】圣文德 （主教，圣师；纪念日）St. Bona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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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旅程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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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军庆祝加尔默罗主保日感恩弥撒 

                                          主祭：萧永伦神父 

       地点：圣十字架堂    日期：7月15日（主日）    时间：3pm  

                              ~弥撒后到餐厅享用茶点。欢迎大家踊跃出席~ 

聚圣团7月份活动 :  电影观赏 “圣多默宗徒” (St. Thomas)  

多默做出最美丽的信德证言, 宣示信仰: “我主！我天主！”  

            日期: 7月13日(星期五)    时间: 7.45pm - 9.30pm    地点: 诸圣厅 
          

  * 6.45pm - 7.30pm 餐厅有简单晚餐供应给观赏电影者。                                    

                   ~欢迎大家一起来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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