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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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主顯節 P.47 
讀 經 一 

(上主的榮耀已照耀在你身上)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十，1~6 

讀 經 二 

(因著基督，眾人都是恩許的繼承者)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三，2~3a，，5~6 

福   音 

(我們從東方來朝拜君王)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1~12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本主日是主顯節，習慣上又稱為「三王來朝」。其實聖經上的敘述只提及賢

士而非王公權貴，也沒指出賢士的數目及名字，初期教會的教父，可能是從賢士

所呈現三項禮物而猜測他們為三人。主顯節意思是天主顯示給人，透過東方三賢

士朝拜聖嬰這主題，彰顯耶穌向外邦人顯示祂是天主，也是萬世萬代的君王。其

次教會在這一天同時也紀念耶穌受洗及迦納婚宴，即以慶祝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奧

蹟，使基督天主性的尊嚴彰顯於人間。 

    這節日褔音主題集中於主基督顯示於外邦人的奧蹟，如日課所說：「今天教

會與其天上的淨配結合了，因為基督在約旦河洗去了它的罪惡；賢士帶著禮物迅

速前來，奔赴王家的婚宴；變水為酒，使賓客喜形於色。」在這節日提醒我們向

天主感恩，感謝祂透過不同的方式向我們顯示，讓我們得到領洗的宏恩，榮獲天

父兒女的幸福。 

    新的一年開始，每人都有新的希望和計劃，堂區也邀請大家一起努力開拓基

督的神國，建設我們的堂區。今年我們將提供華遠、慕愛二社服機構來為社區銀

髮長輩們及弱勢青少年的服務，使堂區能和社區交流，使基督的福音更多元的深

入社區。 

    去年我們堂務統計：前年教友人數1269人，領洗33人，死亡人數14人，遷出

人數14人，遷入人數8人，去年底教友只增加13人，合計共1282人。在主顯節的

日子，我們領受了天主豐富的恩賜，不忘回應天父的邀請，讓我們也能成為異星，

帶領更多親朋好友到基督跟前尋找真理，做為今年獻給天父最美好的禮物。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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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藉著傳教家庭、準婚夫婦將組成的家庭，以及各種牧靈資源，尋找適當的方

式提供培育，以充滿支持和見證的牧養，幫助他們的愛日漸成熟。其他可行的方式

包括協助準婚夫婦組成團體，或是舉辦講座，討論各種青年真正有興趣的主題。然

而，為個人而設的諮商還是不可缺少的，因為主要目的是幫助每一個人學習怎樣愛

一個真實的人，與對方分享整個生命。學習愛一個人不是自然而然學會的事，也不

是在婚禮前參加一個短期課程就能學懂的。事實上，每一個人自誕生起，就要為婚

姻作好準備。家庭所給予他的一切，都能讓他從自己的過去學習，並使他有能力作

出完全和終身的承諾。為婚姻作最好準備的人，可能正是那些從父母身上學會何謂

基督信仰婚姻的人。在這樣的婚姻中，夫婦選擇了對方，不求回報，並不斷更新這

抉擇。就此而言，所有旨在協助夫婦在愛內成長和在家庭內活出福音的牧靈工作，

皆是非常寶貴的援助，因為他們的子女也藉此為未來的婚姻生活作好準備。我們也

不應忘記傳統信仰神工的重要價值。就以情人節為例，在某些國家，牧者的創意竟

然不及商人，因為商人更懂得利用這節日從中取利。 

    堂區團體提供的婚前培育，必須讓準婚夫婦及早了解未來婚姻必須拒絕的行為

和危機。如此，他們明白到，如果尚未知曉可能出現的關係破裂及其痛苦後果，就

貿然展開終身的關係，這是不理智的。問題是在最初犯錯時，犯錯的一方或會試圖

隱瞞或把事情合理化，以為這樣可避免爭執，但這樣做只會使事情惡化。教會應鼓

勵和協助準婚夫婦討論他們各自對婚姻的期望、對愛與委身的理解、對彼此的期望，

以及他們期盼一起建立怎樣的人生。這樣的討論有助他們了解其實雙方的共通點可

能不多，而且單憑互相吸引不足以維繫他們的結合。沒有什麼是比人的慾望更多變、

不穩和難測的。當事人若尚未能深化那些真正能夠使夫婦關係持久的動機，千萬不

要鼓勵他們結婚。 

     無論如何，如果能夠認清對方的弱點，必須懷有合理的信心，相信有可能幫助

他發揮其長處，以彌補其不足，決心幫助他成長。這意味著以堅決的態度，面對各

種可能需要作出犧牲、遇上困難和矛盾的情況，以及決心為此作好準備。他們必須

能夠察覺關係中出現的警訊，並在婚前尋找有效的解決之道。可惜，許多夫婦還未

真正彼此了解就結婚了。他們在一起歡度日子，共同經歷人生，但不曾勇敢面對自

己或真正認識對方。 

     不論是婚前培育或長期的輔導，都應協助準婚夫婦不要把結婚視為終點，而應

把婚姻視為不斷推動他們前進的召叫，並以堅定和合乎現實的決心，面對各種考驗

和困難。婚前和婚後的牧靈工作必須重視夫婦關係的牧養，既要幫助他們的愛邁向

成熟，也要協助他們克服困難。這些工作不只是教義的講授，也不能只依賴教會的

靈修寶藏，還必須提供實際可行的方法、具體的建議、從經驗制定的對策和心理方

面的指導。為建構一種愛的教育，不能漠視青年的情感，好能從他們的內心推動他

們。與此同時，在準婚夫婦的培育中，應介紹一些可提供援助的地點和人物，或是

可協助他們的家庭，讓他們在遇上困難時可以求助。我們也絕不要忘記提醒他們領

受和好聖事，讓他們的罪和過犯，以及他們的關係，都獲得天主仁慈的寬赦和醫治。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1 月 7日(主日)主顯節，教宗為幫助全世界受苦的兒童慈善工作祈禱，請教

友慷慨為全國宗座善會奉獻，奉獻袋放在後面櫃子上。上午 10:15 傳協常務
理事會議，請常務理事出席開會。 

2. 共融餐會因連續假日暫停，自 1月 7日開始恢復供餐，歡迎教友踴躍參加。 
3. 聖誕節摸彩獎品尚未領取的獎項，最晚請於 1月 7日前來領取。 
4. 1 月 9日(二)，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5. 1 月 10 日(三)，上午 09:30 為程澤茂弟兄(聖名依納爵) 舉行追思彌撒，請

教友踴躍參與並通功代禱。 
6. 1 月 11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 
7. 1 月 13 日(六)，上午 9:30 本堂教友謝淑靜姐妹的公子陳家達弟兄與王韻雅

小姐；下午 03:00 本堂教友薛玉弟兄的公子薛覲弟兄與高琬清小姐，將於本
堂舉行婚禮彌撒，請教友參加並給予新人祝福。上午 06:30 平日彌撒暫停一
次。 

8.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於 1月 14 日(日)結束，寒假期間請督促孩子與家人一同
參與彌撒。 

9. 2018 年高雄教區兒童生活營，歡迎 3-6 年級學生參加，費用 2000 元，堂區
補助一半；報名截止日期至 1/22，欲報名者請向鐘修女或秘書拿取報名表。 

10. 需 2017 年抵稅收據證明的教友，請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前向秘書或黃瑞珍
姐妹登記。 

107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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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41 普天同慶 107 我的生命吾

 
51 三王來朝歌 40 十字聖架 

1/13、1/14 212 我主耶穌是生命

 
112 奉獻 124 我渴望領主聖體 234 在主內常喜樂 

1/20、1/21 214 賜其子民力量 254 主今日接觸

 
123 吾主至聖體 332 有主與我同在 

1/27、1/28 225 人類生命的道

 
107 我的生命吾

 
322 耶穌祢到我心裏 320 主啊!求祢差遣

 



 
§ 2017 年 12 月份大事錄 § 

12/01(五)  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12/02(六) 09:00 舉行將臨期避靜活動，邀請林作舟神父帶領。 

         13:30 開始辦和好聖事。 

         15:30 馬來西亞巴生堂參訪。 
12/03(日) 09:00 彌撒中為慕道者舉行「甄選禮」，準備聖誕節領洗！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14:30-15:30 於德恩樓四樓舉辦主日學親子講座，邀請李定宗老 
                師，講題:「淺談兒童人格培養」。 
         16:00 主教前來主持新慕道團來台 25 年彌撒。 
12/04(一) 15:30 馬來西亞朝聖團。 
12/6(三) 10:00 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宜冠到天皇學院 63 人參訪。  
        15:45 寶島假期旅行社馬來西亞 18 人。 
12/8(五) 15:50 屏科大國際學生研究學院博士班 6 位參訪。 
12/10(日) 本堂約 96 位教友前往參加萬金聖母聖殿主保慶典。 
12/14(四) 15:30 心路基金會 20 人參訪。 
         18:00 候洗者聚餐及各善會團體介紹。 
12/16(六) 08:30 樂仁幼稚園聖誕節慶祝儀式。 

         16:00 青年團體出發於駁二報佳音。 

         18:00 青年團體前往聖誕貨櫃市集。 

         20:30 青年團體於聖誕貨櫃市集報佳音。 

12/17(日) 上午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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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20(三) 14:40 全能外語 55 人參訪。   

12/22(五) 10:00 陳美珠姊妹(聖名葛萊蒂)舉行追思彌撒。 

         17:30 c a m i n o 華人朝聖之友於玫瑰堂德恩樓舉行歡福會。 

12/2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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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先生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 

12/24(日)  17:30~20:00 舉辦聖誕教友共融晚會暨辦桌餐會。 
          21:00 子夜彌撒約有近 1000 位前來參與。 
         上午 09:00 及下午 4:00 將臨期第四主日彌撒照常舉行。 
12/25(一) 6:30 黎明彌撒，20:00 日間(天明) 彌撒。 
12/29(五)14:50 彰化天主堂 30人參訪。 
         17:00 教堂宗座傳信大學公學院院長及外交部歐洲司專員參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