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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將臨期第二主日 P.12 
讀 經 一 

(你們要預備上主的道路)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四十，1~5，9~11 

讀 經 二 

(我們等候新天新地) 

恭讀聖伯鐸後書 

三，8~14 

福   音 

(你們要修直主的途徑) 
       恭讀聖瑪谷福音 

          一，1~8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將臨圈點上第二支蠟燭，預告我們救主降臨的日子又近了一步。即將領受洗

禮的候洗者，除了長久的時間聆聽天主的聖道，並在週末以退省準備迎接主的恩

賜。已成為天主子女的我們，又如何等待救主的來臨？教會藉主日的讀經一由先

知向我們提出凖備的態度：「你們要在曠野，預備上主的道路，在荒野，為我們

的天主修平一條大路！一切深谷要填滿，一切山陵要剷平，隆起的要削為平地，

崎嶇的要闢成坦途！」（依四十：3-4）讀經二也指出：「那麼，你們便應該度

聖潔和虔敬的生活，以等候並催促天主日子的來臨！」（伯後三：11b-12a）因

此，教會提醒我們遠離罪惡，悔改皈依，好能以純潔的心靈，迎接耶穌的來臨。 

我們感謝姊會的姊妹們，為凖備聖誕節的來臨，用心的將聖殿內外裝飾的喜氣洋

洋。同時，工作人員及志工們，也利用下班後的晚上，盡心的佈置馬槽和燈飾。

愈近主的誕辰，聖殿內外愈來愈美麗，謝謝所有服務的兄姊，願即將來臨的主耶

穌賜福你們。 

    今年的聖誕晩宴，謝謝大家踴躍的參與，登記報名不到一週的時間就已額

滿，因場地的限制，對無法參加晚宴的兄姊致上萬分的歉意。今年晚宴中，除了

有各善會團體的表演及摸彩之外；聖經組也將有聖經趣味有獎徴答，以鼓勵大家

多研讀聖經。同時，也感謝曾華明弟兄及數位兄姊，提供獎金及獎品助興，希望

迎接主的來臨，因我們內外的努力準備，使我們每人都能善度歡樂、平安的佳節。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 調 76                  我們的救援近了(一)             聖詩八十四  

 

 

                                                   
 



教宗方濟各勸諭《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 

                                         轉載自網路「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第六章 
    在主教會議的討論過程中，我們發現有需要發展新的牧靈方法。我會嘗試概
述其中一些建議。不同的團體應制定更實際可行和有效的建議，既要遵從教會的
訓導，也會顧及地方的需要和挑戰。我不會自詡能夠提出全盤的家庭牧靈方案，
而只會討論一些主要的牧靈挑戰。  
    在今天宣講有關家庭的福音訊息 主教會議的神長強調，藉著婚姻聖事的恩
寵，基督徒家庭是家庭牧靈工作的主要推行者，尤其需要夫婦和家庭「藉家庭教
會作出充滿喜樂的見證。」 因此，他們指出：「應使人體會到有關家庭的福音
訊息是『滿足心靈和生命』的喜樂，因為在基督內，我們已經『從罪惡、悲哀、
內在空虛和孤獨中被解救出來』 （《福音的喜樂》1）。從撒種的比喻可見（參
閱：瑪 13:3-9），我們的工作是撒種，其餘的都是天主的工作。 
我們也不應忘記，教會在宣講有關家庭的教導時，成為反對的標記。」226 然而，
夫婦感激牧者鼓勵他們勇敢嘗試，尋求強而有力、穩固、持久且能面對眼前各種
困難的愛。教會願意以謙遜之情和同理心接觸家庭，並「陪伴每一個家庭，好讓
他們尋找好的方法，克服他們遇到的各種困難。」 只透過大型牧靈活動表達籠
統的關心是不夠的。為使家庭成為家庭牧靈工作的積極推行者，應「在家庭內努
力傳揚福音和傳授要理」，以達到目標。 
    「因此，這工作要求整個教會在傳教工作上有所改變，這是指不應停留在純
理論性和脫離現實的宣講，而不關心人們真正的問題。」 家庭牧靈工作「必須
使人體驗到家庭的福音訊息能回應人深層的渴求：有關尊嚴的期望，以及如何藉
著互助、團結和生育來達至完全的自我實現。不是通過講解一套規條就可以解決
問題，而是要提倡一套價值觀，回應人的需要，甚至在世俗化的地區亦然。」 此
外，主教會議神長「亦強調福傳工作應明確地指責那些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
方面不利的因素，例如是過分重視市場邏輯，因為這些狀況都有礙真正的家庭生
活，導致歧視、貧窮、排斥和暴力。因此，必須與社會組織交流和合作，並向那
些從事文化和社會政治工作的平信徒，給予鼓勵和支持。」 
     「家庭牧靈工作的主要支援來自堂區――由不同家庭組成的大家庭，使許
多小團體、教會運動組織和善會彼此合作。」為推行家庭牧靈工作，教會必須「為
司鐸、執事、男女修道者、要理講授員和其他牧靈工作者，提供更適當的培育。」
由全球各地進行的意見調查獲得的回覆可見，聖職人員在處理家庭目前所面對的
複雜問題時，往往缺乏適當的培訓。在這方面，已婚神職人員在東方教會悠久傳
統的經驗，可作參考。  
    修生應獲得有關婚前和婚姻生活的培育、跨科系的培訓，而不只局限於教義
講授。此外，他們的培育未必時常有機會讓他們表達內心世界，有些修生來自受
創的家庭，曾經歷雙親疏離，或是情緒不穩。教會應確保培育過程是一個成長的
歷程，好讓這些未來聖職人員具備日後的職務所要求的平衡心理。為加強修生健
康的自尊，他們與家庭的連繫非常重要。因此，在整個神學院培育過程和司鐸生
涯中，家庭的參與相當重要，這有助鞏固他們的自尊，並更貼近現實。為此，神
學院的生活要與堂區生活健康地整合，使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家庭，了解其實
況。事實上，司鐸在他們的整個牧者生涯裡，接觸多的就是家庭。「在司鐸培育
的過程中，平信徒和家庭的參與，尤其是女性的參與，都有助體會教會內不同的
召叫是多元和互補的。」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聖誕節前等待迎接救主來臨，每週主日彌撒前半小時起有神父聽告解，請教

友利用時間辦和好聖事與天主修好。 

2. 12 月 10 日(日)，有報名參加萬金聖母聖殿主保慶辰的教友，請於當天早上

07:30 於聖堂集合，08:0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3. 12 月 12 日(二)、14 日(四)，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4. 12 月 14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晚上 6:00

候洗者聚餐及各善會團體介紹。 

5. 12 月 24 日(日)，晚上 05:30~8:00 舉辦聖誕教友共融晚會暨辦桌餐會，晚

上 09:00 子夜彌撒；上午 09:00 及下午 4:00 將臨期第四主日彌撒照常舉行。 

6. 12 月 25 日(一)，晚上 8:00 天明彌撒。 

7.  

報佳音 
    負責團體：青年團體 
    時間：12/16(六)   
    16:00  出發於駁二報佳音 
    18:00  前往聖誕貨櫃市集 
    20:30  於聖誕貨櫃市集報佳音 

-歡迎有興趣的教友一同參與- 
聯絡人： 鐘惠足修女、許琇慈姊妹 
 

106 年 12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2/09、12/10  32 將臨期進堂曲  35 奉獻曲 119 渴慕天主 236 來與我們此路

同行 12/16、12/17  28 天主聖子懇求降臨 113 屬於祢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13 邁步前進 

12/23(六)  26 快來至聖默西亞 105 隨同神父 127 除免世罪主羔羊 235 感謝天主 

12/24(日) 學青負責安排 

12/25(一) 聖詠團負責安排 

12/30、12/31  46 寒冬飄雪山野靜 112 奉獻  45 無數天使空際臨  38 普天下大欣慶 

 高雄教區舉辦 〖平安聖誕頌－聖誕史實劇〗  
 

 時間 :12/17(日)  
 地點: 228 和平公園操場(圓形紅土操場)-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18：30 聖誕徒步報佳音  
            玫瑰聖母聖殿－﹥二二八和平公園操場 
      19：30 聖誕歌曲演唱 
      20：00 聖誕史實劇。 

               ~歡迎教友踴躍前往參與~ 



《十二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每日奉獻禱文 

    首先，在一天的開始，誦念「每日奉獻禱文」，把自己一天的生活獻給天父；

在聖神的光照中，並藉聖母瑪利亞的轉禱，使自己的奉獻與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

牲，以及今天在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結合起來，為救贖人靈，賠補你我以及世人

的罪過，並為教宗的總意向與福傳意向祈禱。每日奉獻禱文可以採用現成的經

文，也可以用發自內心的話編成一篇心禱。 

每日奉獻就是傳福音  

    許多時候，身為教友的我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從事傳福音的工作；因為我

們每天忙於求學或工作，我們並沒有為別人講道，引領他們領洗，加入教會。可

是每天的奉獻祈禱，確實能讓你我參與教會的傳教工作。所以我們說， 每日奉

獻就是傳福音。  

每日奉獻禱文 

仁慈的天父， 

在一天的開始， 

我把我今天的祈禱、工作、痛苦和喜樂， 

完全奉獻給你。願這結合於你聖子耶穌 

十字架上犧牲的奉獻， 

透過聖神，並在聖母的助佑中， 

能與今天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聯合， 

達到救贖人靈， 

並實現本月教宗的總意向 

與福傳意向的功效。（說出意向）阿們。 

2017 年 12 月總意向：為年長者 

   願受到家庭和基督徒團體支持的年長者，能運用他們

的智慧與經驗，傳播信仰和培育新世代 。 。  

 
～請獻上我們的祈禱～ 

本堂將準備聖誕節領洗 
張愛平、彭志煒、陳莎美、蕭子晴、 
蕭子安、溫潔瑩、陳主政、陳慧玲 

讓我們一起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在愛中找到自己， 
活出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