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乙年常年期第二主日 P.205

主曆 2018 年 1 月 14 日

讀 經 一
(請上主發言，祢的僕人在此靜聽)
恭讀撒慕爾紀上
三，3b~10，19
讀 經 二
(你們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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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六，13c~15a，17~20
福
音
(他們看了祂住的地方，
就在祂那裡住下了)
恭讀聖若望福音
一，35~42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神父的話》
教會禮儀年從耶穌受洗節至聖灰瞻禮為常年期前期，聖神降臨節至耶穌普世
君王節為常年期後期，合計共三十四週。常年期佔禮儀年度的大半部份，而其禮
儀精神如同農夫插秧、除草，是培育或修行的時期。基督徒的養成教育應如耳熟
能詳的插秧詩所説：「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
步原來是向前。 」從我們信仰的角度來體會，天主在我們心田提供了豐富的聖
言秧苗，每人只要低頭謙虛的心，便能明心見性看見天主。因此，我們在常年期
間，讓天主的話時時潔淨我們心中的雜草，我們必能在成聖的道路上不斷精進，
這種培育和修練看似平常，但只要開放靈性的生命，天主的活水將豐富我們心田
的秧苗，在不知不覺中不斷的茁壯成長。
本堂主日學上學期將於本主日結束，首先謝謝家長們對孩子信仰生活的關
心，及長期的陪伴。特別向班主任林老師及各班的老師致上誠摯的謝意，讓我們
的孩子們在短時間內，藉由你們的用心備課及耐心的教導，使基督的聖容愈來愈
清晰的烙印孩子的心田，願天主報答你們的善心。
寒假即將來臨，教區將在萬金聖母聖殿舉辨兒童生活營，希望家長們能鼓勵
小學中、高年級的小朋友，參加這一年一次的同齡基督徒的信仰和共融的活動，
使孩子能在信仰和智慧得到滋長。
同時，髙三的學生即將舉行學測，讓我們在下午四點彌撒中，特別為我們堂
區高三的學青祈福，求主藉三年的努力和準備，都能順利進入他們心中理想的學
校。。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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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恩與求助

聖詩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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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配聖事的準備
婚前至婚配的準備工作，往往聚焦於邀請賓客、服飾、宴會，以及數之不清的
細節，耗費不少金錢和精力，也削弱喜樂的心情。準婚夫婦在婚禮上已經精疲力竭，
而難以集中精神，共同為他們將要展開的人生階段作好準備。這樣的情況也可見於
一些「事實的」結合。這些夫婦由於想到婚禮昂貴的開支，就不優先重視彼此之間
的愛，以及他們在人面前正式的婚禮，所以不願舉行婚禮。各位準婚夫婦們，你們
應鼓起勇氣，作出與眾不同的事，不要讓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和重視排場的態度所
吞噬。最重要的是愛
愛使你們結合，並藉恩寵堅強和聖化你們。你們可以選擇
樸素簡單的婚禮，以愛為先。牧靈工作者和整個教會團體應致力使「以愛為先」成
為常態，而非例外。
在婚禮即將臨近的準備中，有一點相當重要：應引導新郎新娘活出婚姻禮儀慶
典的深層意義，協助他們了解和體現婚禮中每個動作的意義。我們要牢記：當兩個
已受洗的人藉婚姻誓詞作出重大的承諾，並藉肉體的結合完婚，這樣的行動只能被
視為天主聖子降生成人，並藉著盟約之愛與教會結合的標記。受洗基督徒的言行舉
止已轉化為宣示信仰的語言。天主創造人的身體，賦予其特有的意義。這身體「成
為聖事施行人的語言。聖事的施行人明白到，在這個婚姻盟約中，那源自天主自己
的奧祕得以彰顯和臨現。」
有時準婚夫婦未必認清誓詞在神學和靈修方面的重要性
婚姻誓詞使婚禮
之後所有言行富於意義。應強調這誓詞不是只關乎現在，但也涵蓋所有，包括將來，
「終身不渝」。從誓詞的內容可見，「不論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或是在社會關係裡，
自由與忠誠不是相背的，而是相輔相成。事實上，我們應注意在全球通訊的文化中，
越來越多人沒有履行承諾，而招致許多破壞（……）。信守諾言是無法用金錢購買
的，我們也不能勉強別人如此實行，而是必須作出犧牲才能持守的。」
肯亞主教團指出：「由於過於重視婚禮，新郎新娘便忘記他們是在準備作出一
個終身的承諾。」 我們必須幫助他們明白：聖事並不是頃刻就成為過去和回憶，而
是會一直影響整個婚姻生活。 性的生育意義、身體的語言和愛的舉動，都會一直存
留在夫婦的生活中，成為「禮儀的語言沒有間斷的延伸」，「婚姻生活可說是成為
禮儀了」。
新婚夫婦也可默想所選讀的聖經篇章，使他們更豐富地認識交換戒指的意義，或了
解禮儀中其他標記的意義。在婚禮舉行前，新婚夫婦不應沒有一起祈禱，並為彼此
代禱
祈求天主助佑他們保持忠心大方，一起求問天主對他們有何期望，並在聖
母瑪利亞的聖像前奉獻他們的愛。那些為他們提供婚前準備的人，應好好指導他們，
幫助他們明白這些祈禱的時刻會為他們帶來莫大益處。「婚姻禮儀是獨特的事件，
是家庭和社會的慶典。耶穌在加納婚宴施行第一個奇跡。主的奇跡所帶來的好酒，
在新家庭誕生的時刻帶來喜樂
是基督與各時代的男男女女所訂立的盟約之新
酒。（……）主禮常有機會向會眾致詞，而這些會眾當中，有些人很少參與教會生
活，或是並不屬於任何基督信仰的宗派或信仰團體。因此，婚禮提供一個可貴的機
會宣講基督的福音。」。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於 1 月 14 日(日)結束，寒假期間高雄教區舉辦兒童生活
營，日期為 1 月 31 日~2 月 2 日，報名截止日期至 1 月 22 日，欲報名者請
向鐘修女或秘書拿取報名表。
2. 1 月 16 日(二)，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1 月 17 日(三)，晚上 08:00 於第五區呂同喜弟兄家中舉行家庭祈禱，地址:
苓雅區永福街 49 號，歡迎教友踴躍前往。
4. 1 月 18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5. 1 月 21 日(日)，下午 5:30 第一鐸區於本堂舉行基督徒合一祈禱會，邀請教
友踴躍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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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7 年維持費捐獻袋已全數放置完畢，如有遺漏或錯誤的教友，請告知秘
書，將盡速為各位補上。

107 年 1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1/13、1/14
1/20、1/21
1/27、1/28

進 堂 曲
212 我主耶穌是生命
源
214 賜其子民力量
225 人類生命的道

奉 獻 曲
112 奉獻
254 主今日接觸
107 我的生命吾

謝聖體曲
124 我渴望領主聖體
123 吾主至聖體
322 耶穌祢到我心裏

禮 成 曲
234 在主內常喜樂
332 有主與我同在
320 主啊!求祢差遣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二屆傳協理事
106 年 1 月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1 月 7 日 10 時 15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志鈞
紀錄：王昭雯
指導神師：林吉城神父
出席理事：葛秋蘭、黃彥鈞、陸淑寬、林新沛、嚴銘鴻、徐朝亮、陳治榤、張理
利、王昭雯。
會前禱：
（略） 讀經：
（略）
一、 主席報告：感謝活動組籌辦活動和大家的幫忙，接下來的活動也要請各位
理事一起幫忙。
二、 各組報告：
1. 牧靈組：四旬期避靜:3/3 教友中心 2F，主講人:李宗霖教授。
2. 福傳組：a.三位新領洗的教友，都會參與幫忙堂務。
b.年輕人覺得來教會很孤單，所以在讀經班裡有邀請教友到家中
聚會，一起固定聚會。
c.新的慕道班在復活節後開始上課。
【神父指示】:聚會的人可以取的團名，叫做「玫瑰基信一團」
，可以更凝

聚教友的力量，聚會內容可以有讀經、生活分享等等。
3. 聖經組：
a. 12/24(日)聖誕晚會聖經有獎問答的題目難度不高，需要大家提供意見
改善。
b. 兒童苦路已聯絡主日學老師。
c. 復活節活動也想加入聖經問答。
4. 禮儀組：a.1/18 開始為期一周為基督徒合一祈禱周，會以泰澤祈禱的方式
進行。
【神父指示】: 基督徒合一可以在周日下午的彌撒後一起進行活動，活動
後有個小餐會一起共融。
b. 2/14 聖灰禮儀 2/16 春節彌撒 2/24 候洗者甄選禮
5. 活動組：
a. 2 月份共融協助名單:姐妹會的工作由家庭組幫忙，活動組由福傳組幫
忙。
b. 107 年活動計畫表。
【神父指示】:這幾年聖枝遊行的人變少，可以讓遊行的人有服裝裝
扮，讓聖枝遊行的人變多。
c. 復活節闖關活動會與聖經問答結合，進行闖關的方式會再詳細討論。
d. 母親節活動會和主日學合作。
6. 總務組：a.本週工作重點是聖母亭維修。過濾系統更換，更換三天後水池
的水沒有改善，所以等改善後才會付款。
b.女廁所會滲水，整理後還是會滲水所以會在打掉重新整理。
c.新年後，鐘樓會開始動工。
【神父指示】:有教友反應廁所在哺乳室和尿布台不夠親善，需要再整理
與標示明確的方向。
7. 聖召組：a.4/21 國際聖召節合併第一總鐸區福傳音樂會，邀請大家幫忙。
【神父指示】:經費較不用擔心，活動需要找青年出來一起表演，
也會給表演團體獎金，這是藝術節以「超萌宗師」為主題，用不
同的表演方式表演出來，會召集四個堂區、聖召組及活動組一起
開會討論。
b.1/13 國際聖召彌撒。
三、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1/14 早上彌撒後 160 年堂刊小組開會。
四、 神師降福
五、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