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 这句话，对我有相同的感受 

      吗？ 
 

2） 我在天主面前是否毫无一丝谦德，不太肯听天主的话，常自作主张 

      呢？ 
 

                “ 划到深处去 ”   （路 5 : 4） 

         新加坡善牧主教座堂祝圣纪念日  
 

善牧主教座堂是新加坡最古老的罗马天主教教堂，于1973年6月28

日，被列入国家古迹之一。2013年10月，因环境的侵蚀和四周建造工

程的震荡，教堂暂时关闭，进行修复工作。2016年教堂旧貌换新颜，

再次为新加坡教会服务。善牧主教座堂具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在教堂

的中殿，有多尊圣人的雕像，头顶的矩形天花板及八扇彩色玻璃窗美

丽无比，教堂内部庄严肃穆的装饰风格，给人一种神圣壮丽的感觉。 
 

善牧主教座堂的源起 

1820年代，新加坡已有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祈祷敬拜。当时有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从欧洲到远

东，路经新加坡时，探访当地的天主教徒，并勘察这里的情况。Fr. Laurent Imbert 在1821年来访

时，他发现岛上有约13位天主教徒。他提议派遣神父来照料这里的羊群，或定期来为这里的天主

教徒给予牧灵关怀。新加坡天主教的历史就此揭开。 
 

亚答小圣堂 

1832年，Fr. Jean Baptiste Boucho 来到新加坡。为了服务与日俱增的教友，Fr. Boucho 向有关当

局要求一块土地以建设小圣堂。1832年10月，土地的申请被批准，而这块地就位于勿拉士峇沙

路，即前圣若瑟书院，今日的新加坡美术馆。由木和亚答所搭建而成的小圣堂终于在1833年完

工，并在同年6月9日祝圣揭幕。1838年6月，来自广东省的朱若望神父到新加坡，继承华文牧灵

使命。朱神父热心又尽忠职守，使华人皈依天主教的人数大增。 
 

宏伟的教堂 

26岁的 Fr. Jean Marie Beurel 在1839年10月抵达新加坡负责小圣堂事宜。当时的小圣堂肮脏、失

修、没有祭台、礼仪用品如蜡烛等也缺乏，而且小圣堂已无法应付本地教友的需求。身为新加坡

天主教社群的负责人，Fr. Beurel 认为另建一座雄伟的教堂，不但能使天主教脱颖而出、得到尊

重，也能加强天主教在新加坡的地位。1843年，Fr. Beurel在小圣堂附近另购一块土地，奠下了第

一塊基石，开启了大教堂修建的序幕。1847年大教堂落成，并于6月6日，即基督圣体圣血节揭

幕，超过1500人出席了这天主教会的盛事。隆重的仪式包括将圣体柜从小圣堂移至新教堂，以及

圣体游行。 
 

教堂名字的由来 

Fr. Imbert当年极力推荐，要求委派神父来新加坡照料羊群，本地教会才会有今天的成果。因此，

为纪念Fr Imbert，教堂就命名为善牧堂。善牧堂也因是新加坡总教区主教的驻地，而提升为善牧

主教座堂。Rene Michel Fee主教就在1897年2月14日祝圣善牧主教座堂，今年为祝圣122周年纪念

日。 （资料来源：海星报第15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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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9/10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读经一：依撒意亚先知书  6：1-8 

           读经二：格林多人前书  15：1-11 

      福音：圣路加  5：1-11 

2 0 1 9 年  圣 十 字 架 堂 庆 祝 建 堂 4 0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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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主的信赖 

当耶稣上了西满的船，对西满说：“划到深处去，撒你们

的网捕鱼吧！”整夜劳苦却一无所获的西满，虽然满身疲

倦，还是遵照耶稣的话再次撒网。 
 

西满不凭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只听耶稣的话再次撒网捕

鱼，结果奇迹发生了。他们撒下的网，竟然网了大量的

鱼。这件事增强了西满对耶稣的信心，他开始时只叫耶稣

一声“老师”，现在他见耶稣用一句话使自己捕到如此大量

的鱼之后，便跪下来称耶稣为：“主，请你离开我！因为

我是个罪人。”他的这句话，不但表示他那由衷的谦逊，

更告诉我们他对主已有了绝对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及谦

逊，耶稣才召唤他做捕人的渔夫，做教会的磐石。我们在

信仰这条崎岖的路上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对主的绝对信

心！（摘自：【天主的家训】）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yWzevKu9&id=45ECB80FF99E6BCD95C184DF4E68298BC7791FF7&thid=OIP.yWzevKu9ALfH6GtR_DAQ1QHaFj&mediaurl=http%3a%2f%2fwww.yan.sg%2fblog%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4%2f07%2fCathedral_of_the_Good_Shepherd_11_Jan_0


教  区 / 堂  区  消  息 (www.cams.org.sg)  

                    下周庆节预告 
 

2月11日 【周一】 露德圣母   Our Lady of Lourdes 

                          世界病患日 World Day of the Sick 

2月14日【周四】 圣济利禄 (隐修士)及圣美铎第（主教）（欧洲主保圣人）   

                          SS. Cyril & Methodius    

                          新加坡善牧主教座堂祝圣纪念日  Anniversary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2月17日【主日】 圣母忠仆会七位会祖   Seven Holy Founders of the Servite  
                                Order                     

    2019年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主题：“共融” 
 

  每逢周三在圣雅丰索堂举行。 晚上 7.45pm - 9.45pm 

       形式：拜苦路、 弥撒和证道 
 

3月13日   萧永伦神父主祭，黄飞翔神父共祭           4月 3日  李明发神父 

3月20日  陈宾山神父            4月10日  黄财龙神父 

3月27日  张思谦神父 
 

                                     ~~诚邀大家踊跃出席~~ 

全国华文慕道团甄选礼前退省日 
 

请为这一届的慕道友祈祷，祈求圣神开启慕道友的心灵耳目， 

善作入门圣事的准备。 甄选礼将在3月17日举行。 

四旬期证道会共乘巴士安排 
 

      教友们有意共乘巴士，前往圣雅丰索堂，参与3月13日教委四旬期证道会， 

                                          请在弥撒后，到圣堂门口登记。 
 

收费: 每人$4 (双程) 

集合地点/时间: 圣十字架堂（起程）：6.45pm                             

                       圣雅丰索堂（回程）：9.45pm     

  报名: 玉华 81136087     慧娜  91598100 

本 堂 消 息   (www.holycross.org.sg)  

 

教宗2019年2月祈祷意向 
 

 人口买卖：为慷慨接纳人口买卖的 

 受害者，被迫卖淫者，和暴力牺牲者。 

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举办 2019新春团拜晚宴  

      日期：2月 17日 （主日，农历正月十三） 

      时间：傍晚6.30pm 登记入座，7pm 晚宴 

      地点：圣堂底层餐厅         
        

       * 参加者请在下主日，携带餐劵准时出席晚宴 * 

2019年慈善高尔夫球赛活动  
 

为庆祝建堂40周年，本堂将举办慈善高尔夫球赛。 

活动所筹得善款将全数捐赠予The Cenacle Sisters 会院建设基金。 

日期：2019年4月24日 (周三)   地点：胡姬乡村俱乐部 Orchid Country Club 

    赞助类别： 

    * 球赛制：四人球位赛 （铂金、金、银、铜） 

    * 非打球者晚宴：每桌$1000 或每人$100 

    * 捐赠：现金或支票 
 

期待您的积极参与及赞助此项慈善活动。报名表格可向秘书处索取, 

或登录本堂网站 www.holycross.org.sg 下载报名表格及详情。 

询问： 周怀 9785 0866 

情人节英语婚庆弥撒  

 2月 15日（周五）晚上7pm  
 

本堂将展开第一项庆祝建堂40周年的活动： 

“情人节英语婚庆弥撒“ 

 弥撒中有重发婚姻誓愿，随后共进亲密晚餐。 

有意参加晚餐者请联络 Pauline 96615137 
 

**当天将取消6.15pm的黄昏弥撒** 

堂区 T 裇 

 

 

 
 

堂区印制纪念建堂周年T裇 

将在2月9/10日 及 16/17日 

    的周末在圣堂门口开始售卖。 

    你也可在平日前往秘书处订购。  

成人：$15/件，儿童：$12/件 
 

 请支持你的堂区， 

 购买一件堂区T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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