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7 年 12 月 17 日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 號 
 電話：2214434．2823860 
 FAX：2013492 
 平日彌撒 :上午 6 點 30 分(台語) 
 
主日彌撒 :週六晚上 8 點(台語) 

       週日早上 6 點(台語) 
       9 點(國語) 

       週日早上 11 點(英語) 
        週日下午 4 點(國語)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乙年將臨期第三主日 P.15 
讀 經 一 

(我要因上主而萬分喜樂)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一，1~2a，10 ~11 
讀 經 二 

(要使你們整個人:靈魂和肉身， 
在主來臨時，能保持無可指摘)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五，16~24 
福   音 

(有ㄧ位在你們中間， 
你們卻不認識祂) 

       恭讀聖若望福音 
一，6~8，19~28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你們應在主內常常歡樂，我再說一次，你們應當歡樂，⋯⋯因為主臨近了。」

（斐 4:4-5）聖殿點起第三支蠟燭，即告之將臨期第三主日到來。感恩聖祭充滿

「歡樂」的氣氛，主祭神父所穿著的祭衣，也由象徵補贖精神的紫色祭披，轉換

為期待聖誕歡樂的粉紅色祭披。整個禮儀主題也清楚的表達歡樂的氣氛。同時提

醒基督徒應警醒不寐、等待人子從天上再度降來，一起歡欣準備迎接耶穌誕生於

我們人類歷史中。教會稱這個主日為「喜樂主日」，讓我們熱切期待並以「你們

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得前五：16-18）為耶穌的誕生，作最後的

準備工作。 

    今年的將臨期特別短，第四主日晚上就將舉行子夜彌撒，歡迎救主耶穌的來

臨。雖然如此，本堂當日不取消任何一台彌撒，因為藉路加福音這個「聖母領報」

的內容，讓我們確信，教會關於耶穌是「天主子」的宣講，是正確無誤的，我們

應該以瑪利亞為模範，用信德接受「天主聖言」。默想基督降生的奧跡，並不斷

傳播這個福音喜訊，以豐富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為將臨期第二階段，也是聖誕前的八日敬禮，教會

邀請大家意識到，主已經來近了，讓我們如同牧童們用心的聆聽天使的報喜，並

積極的回應若翰曠野的呼籲：「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徑。」（谷一：3）

使我們克制自己的私慾，改善我們不良的習慣，盡可能的實踐愛德，藉每人此期

的準備，包裹成純潔的禮品，獻給我們期待的救主基督。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 調 78                   瑪莉亞之謝主曲                 聖詩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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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日)，上午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晚上 8:00 教區於

228 和平公園操場(圓形紅土操場)-(鹽埕區中正四路)舉辦 〖 平安

聖誕頌－聖誕史實劇〗 ，歡迎教友踴躍前往參與。 

3. 12 月 19 日(二)、21 日(四)，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4. 12 月 21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5. 12 月 22 日(五)，上午 10:00 陳美珠姊妹(聖名葛萊蒂)舉行追思彌撒，請教

友參加並通功代禱。 

6. 12 月 23 日(六) ，上午 10:00 本堂教友許正東弟兄、陳仙女姊妹的女兒許

惠婷姊妹與趙鍵儒先生，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請各位教友參加並為新人

祝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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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1因當晚本堂舉行禮儀與活動，堂區內上午彌撒結束後無法提供停

車，請至附近自費停車格停車，並請儘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機車；○2摸

彩券請於當天晚上 6:00 前投入摸彩箱!!。 

8. 12 月 25 日(一)，上午 06:30 黎明彌撒，晚上 8:00 天明彌撒。 

 
２０17 玫瑰聖母聖殿聖誕慶祝活動 

12 月 17 日 19：00 
教區於 228 和平公園操場舉辦 

『平安聖誕頌－聖誕史實劇』 

12 月 24 日 
17:30~20:00 聖誕共融餐會及晚會 

21:00 子夜彌撒 

12 月 25 日 
06:30 黎明彌撒 

20:00 天明彌撒 

 
106 年 12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教宗方濟各勸諭《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啟示：因刊出【傳協全體理事會

議記錄】內容較多，故停刊一次！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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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二屆傳協理事 
106 年 12 月全體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12 月 3日 10 時 15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志鈞                紀錄：黃重霖 

指導神師：林吉城神父 

出席理事：葛秋蘭、黃慶中、黃文煌、黃彥鈞、陸淑寬、林新沛、嚴銘鴻、徐朝

亮、陳治榤、黃重霖、林秀倩、張理利、張花足、黃凱驛、李庭和、陳家達、蔡

玉桃、何育龍。 

一、 主席報告：感謝本堂許多的教友發揮福音的精神支援聖母顯靈聖牌堂主保

堂慶。12/14(四)，18:00 慕道者在善工樓舉辦共融活動，希望各善會可以

派代表介紹會務，讓慕道者可以參與各善會的活動。 

二、 各組報告： 

1. 牧靈組：預計辦理新領洗者的朝聖活動，加強新領洗者的凝聚力，誠摯邀

請各善會代表一同參加。詳細規劃將與鐘惠足修女討論後公告。 

2. 福傳組：12/14 的活動請大家可以踴躍參加，讓慕道者能夠認識本堂各善

會的運作方式。 

3. 聖經組： 

a. 12/24(日)聖誕晚會聖經有獎問答的題目已經備妥。 

b. 四旬期拜苦路，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辦理，譬如環保苦路，後續

規劃後再報告。『神父指示』：環保苦路要選擇適合的時間辦理。也請

思考與兒童苦路、青年苦路結合辦理。 

4. 禮儀組：今年子夜彌撒由青年團體獻唱。戶外轉播請總務組幫忙架設，禮

儀組也會協助架設音響喇叭。12/24(日)上午 09:00 及下午 4:00 將臨期第

四主日彌撒照常舉行。『神父指示』：子夜彌撒當天，聖堂二樓只開放本

堂教友上樓，只開放最多一百人上樓以維護安全，要有人管制，請集中在

二樓正面。請禮儀組安排練習光明彌撒曲。子夜彌撒戶外轉播安排在善工

樓廣場。善工樓會議室保留給年長教友觀看轉播參與彌撒。 

5. 活動組： 

a. 12/24（日），聖誕晚會表演活動尚缺兩具舞台燈。主持人為陳翰德、

王思偉。『神父指示』：請和琇慈討論舞台架設的問題，請秋蘭協助處

理舞台燈架設問題。 

b. 12/24（日），聖誕晚會摸彩於晚上六點截止投摸彩券。『神父指示』：

晚上六點截止投摸彩券，需要在堂訊連續公告。 

c. 12/24（日），12:00~16:00 廠商將進場搭帳篷，需要管制停車。『神父

指示』：中午過後善工樓廣場就不許停車。 

6. 總務組：本週工作重點是聖母亭維修。過濾系統更換、大理石裂縫處理、

照明燈與計時器處理。聖母亭維修基金目前不足以支付維修費用。『決

議』：維修經費不足的部分，由本堂基金支付。 

7. 明愛組：明愛券已經發下，請大家踴躍推行，時間到 2018/02/14。愛德運

動請大家持續推行。 

8. 第三區：教友資料有些不齊全，導致發放月曆遇到問題，請問是否持續發

放。『神父指示』：盡力去做，如果對方真的不要，再退回給堂區秘書。 



9. 第十區：本區有教友已經搬到外地，請問教友戶籍資料該如何處理。『神

父指示』：可以協助教友轉籍到當地教區。如有失聯或是不願轉籍的教友，

本堂只可以註記，不可以註銷教友戶籍資料，避免未來該教友查詢資料時

產生問題。 

10. 聖母軍：將有一位新團員要宣誓成為正式團員。 

三、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目前有華遠兒童服務中心和牧愛生命協會兩個團體提出租用本堂場地需

求。華遠合約已確認沒有問題，再找時間由神父、主席、總務組長出席簽

約。『神父指示』：維持一年一約，每年檢討。『決議』：要提出詳細的財產

交接清冊。牧愛的合約請傳到傳協群組請大家評估，下個月會議中提出討

論，回覆牧愛承辦人員。 

2. 午餐共融餐會服務人員，一月份由牧靈組和聖召組服務。  

 

 

 

 

 
 

 

 

 

 

 c a m i n o 華人朝聖之友歡福會 
 時間:12/22(五) 晚間 7:30 
 地點: 玫瑰堂德恩樓 
      此座談會是由四位朝聖者分享徒步經歷歐洲聖雅各之路的共鳴
與視界，透過 camino座談，協助未來朝聖者觀看近代旅行與朝聖的不同
轉折，歡迎本堂教友共同聆聽基督信仰與大地之美的精彩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