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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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五主日 P.214 
讀 經 一 

(我也只有承受苦痛的長夜) 

恭讀約伯傳 

七，1~4，6~7 
讀 經 二 

(我若不傳福音，就有禍了)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九，16~19，22~23 

福   音 

(耶穌治好了許多患各種病症的人) 

  恭讀聖瑪谷福音 

一，29~39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各個公司行號這幾天都在辦尾牙，是老板感謝員工的特別的時刻；我們堂區所

有的兄姊也不能免俗，一起感謝為我們終年任勞仼怨的修女、員工及志工們。首先

我們要感謝許琇慈姊妹，在教區推動要理講授及堂區資訉、電子化的運作及青年團

體的陪伴，她接受本堂的邀請以半天的時間，來貢獻所長協助堂區這方面的專業和

需求，使我們在禮儀及各项活動中，都能在她參與及策劃中，使一切進行的更加便

捷及完善。如今，因另有髙就，將暫時結束堂區的專職務，但只要堂區的需要，她

將義不容辭的全力的協助。願天主報答她對堂區服侍的付出，也祝福新的工作勝任

及順利。 

   其次，在農曆年前二位服務的堂區大鍾小鐘修女，也將有半個月的時間回修會

參加年退省及過年。因此，這段期間將暫停修女們的堂區工作，讓我們特別為她們

祈禱，使她們在聖神滋養及過年短暫的休息中，能得以重整靈性的生命和活力。在

未來新的一年中，繼續為我們堂區做屬靈的服侍，陪伴我們走向天主的聖愛中。 

   春節前後，是華人社會最忙碌的時期，為使服務的兄姊減輕負擔，我們也將暫

停二月份主日的共融午餐。感謝傳協會各組精心的提供不同口味的美食，及姐妹會

理利會長的運籌，使參與餐會的兄姊都飽享口福。在此活動中，使堂區的兄姊、及

各善會、團體藉共融餐會，拉近彼此的距離，促進基督徒的友誼，加深天主子女的

和諧。願所有服務的兄姊，祈主降福並報答你們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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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會議神長指出：「新婚初年是既重要又敏感的時期，夫婦日益意識到婚姻
的挑戰和意義。因此，應在聖事慶典結束後，繼續陪伴新婚夫婦（參閱：《家庭團
體》，第三部分）。在這方面，有經驗的夫婦在牧靈工作上發揮重要作用。他們可
在堂區為年青夫婦服務，亦可與相關的善會、教會運動組織和新的團體攜手合作。
應鼓勵夫婦開放接受天主恩賜的孩子，亦應強調家庭靈修、祈禱和主日感恩祭的重
要性，鼓勵夫婦為促進靈修生活的成長和團結共融定期相聚，以應付生活的挑戰。
為藉著家庭傳揚福音，禮儀、敬禮神工和家庭感恩祭，尤其在結婚週年紀念日舉行
的感恩祭，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過程需要時間發展。愛需要付出時間，不求回報，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交
談、輕鬆的擁抱、分享大計、聆聽、凝望、表示欣賞、鞏固關係等，全都需要時間。
有時候，問題在於社會節奏太急促，或是工作期限帶來壓力；有時候，問題是共聚
的時候沒有用心相處，雖然共處一室，但沒有認真注意對方。牧靈工作者和家庭團
體應協助青年夫婦或有問題的夫婦學習共處，用心交流，甚至分享靜默的時光，好
好體驗對方的臨在。 
    在這方面具有豐富學習經驗的夫婦，可提供一些有用的心得：安排相處的時間， 
與子女共渡餘暇、以不同方式慶祝重要的日子、分享靈修生活等。他們亦可分享一
些竅門，教導新婚夫婦如何使共聚的時光更富有內涵和意義，以及改善溝通。當新
婚的新鮮感減退時，這尤其重要。因為若夫婦不諳相處之道，其中一方或雙方最終
會埋首電子媒體或其他工作，或投入另一段關係，或是找其他方法逃避使他們不安
的親密關係。 
    應鼓勵新婚夫婦建立共同的生活習慣，藉著規律的生活，營造健康的穩定和安
全感。這些習慣包括早上親一親，傍晚互相問好，為對方等門，一起出遊，分擔家
務。偶爾可以打破常規，開個派對，全家一起為特別日子共聚歡慶。他們也需要為
天主的恩賜驚歎，更新他們對生命的熱忱。只要懂得慶祝，便能夠更新愛的力量，
擺脫單調乏味，使日常生活充滿色彩和希望。 
    牧者應鼓勵家庭在信德上成長。因此，應鼓勵他們多領受和好聖事、接受靈修 
指導和參加退省。此外，也不要忘記邀請他們每週和家人一起祈禱，因為「祈禱之
家，保持合一」。同樣，在探訪家庭時，應邀請所有家庭成員彼此祈禱，把家庭交
託給上主。與此同時，應鼓勵夫婦獨自祈禱，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其隱密的十字架。
何不對天主訴說心裡的煩惱，祈求祂賜予醫治創傷的力量，並求祂幫助我們信守承
諾？主教會議神長指出：「天主的聖言是生命和家庭靈修生活的泉源。家庭牧靈工
作應幫助人們從內心塑造自己，並藉著教導他們默想聖經，培育家庭教會的成員。
天主的聖言不僅是個人生活的福音，也在夫婦和家庭面對各種挑戰時，成為他們判
斷的標準和分辨的指引。」 
    有時候，配偶可能尚未受洗，或是不願意實踐信仰。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另
一方期望以基督徒的身分生活和成長，那麼配偶的冷淡可能會使他痛苦。儘管如此，
夫婦依然可發掘共同的價值觀，熱誠地互相分享和培養這些價值。無論如何，應愛
那未接受信仰的配偶，使他幸福快樂，並在他痛苦時安慰他，一起生活，這是真正
的成聖之路。另一方面，愛是天主的恩賜，往往以奧祕的方式，發揮轉化的力量，
以至於「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聖潔的，不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而成了聖潔的」
（格前7:14）。。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2 月 4日(日)，上午 10:15 於善工樓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請全體理事務

必出席。 

2. 2 月 6日(二)，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2 月 8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4. 2 月 11 日(日)，上午 10:30~12:00 堂區活動組將舉辦「葡萄酒入門品酒會」，

名額限 30 人，請有興趣的教友向黃瑞珍姊妹或秘書報名；13:30 於德恩樓

青青草地舉行【青年音樂分享會】，邀請大家一起來透過音樂與耶穌更親近。 

5. 2 月 14 日(三)，聖灰禮儀日，守大小齋，晚上 08:00 舉行彌撒，並在彌撒

中祝福及撒放聖灰，請教友踴躍參與。上午 06:30 平日彌撒暫停一次。＊當

天未領聖灰者，可於四旬期第一主日各台彌撒補領。 

6. 2 月 16 日(五)，春節大年初一，上午 09:00 舉行春節彌撒暨祭祖典禮，邀

請教友一起向天主拜年。春節期間 2月 15 日~20 日，平日及主日彌撒照常

舉行。 

7. 3 月 3日(六)，09:00 四旬期避靜活動，主講人是國立中山大學李宗霖教授，

下午 01:30 開始辦和好聖事，請教友一起來參與避靜活動。要參加的教友請

於 2月 25 日前於教堂後方桌上報名表登記報名，以便統計午餐人數。 

 

2月 14日(三) 上午06:30        平日彌撒取消    改在 
晚上 08:00      舉行聖灰禮儀 

 
2月 15日(四) 

上午 06:30      平日彌撒照常舉行 

上午 09:30       守聖時暫停一次 

2月 16日(五) 上午09:00 春節 
大年初一 

舉行春節彌撒 
暨祭祖典禮 

2月 17日(六) 上午06:30 
     平日及主日 

  彌撒照常舉行 
晚上20:00 

2月 18日(日) 上午06:00 
上午09:00 
下午16:00 

2 月 19-20 日 上午06:30 過年期間 平日彌撒照常舉行 

10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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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04 211 讓我們朝拜上

 
113 屬於祢 119 渴慕天主 235 感謝天主 

2/10、2/11 214 主賜其子民力

 
254 主今日接觸

 
123 吾主至聖體 332 有主與我同在 

2/16 207 普天頌揚上主 292 讚美主耶穌 127 除免世罪主羔羊 343 歡樂謳歌慈愛

 2/17、2/18  68 十字聖架 104 奉獻身心(二) 124 我渴望領主聖體 227 主我願更親近

 2/24、2/25  57 回歸父家 105 隨同神父 122 耶穌聖體 231 跟隨我 



§ 2018 年 1 月份大事錄 § 
1/01(一)  元旦，天主之母節，06:30 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09:00 由本堂神父舉行感恩祈福彌撒。 

1/02(二)  14:10 四維國小六年九班 30 人參訪。 

1/05(五)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1/06(六)  10:00 為李振雄弟兄(聖名奧斯定)舉行追思彌撒。 

1/07(日)  主顯節，為宗座傳信善會奉獻。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1/10(三)  09:30 為程澤茂弟兄(聖名依納爵) 舉行追思彌撒。 

1/1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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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 

              堂舉行婚禮彌撒； 

         11:00 國際聖召彌撒； 

         15:00 本堂教友薛玉弟兄的公子薛覲弟兄與高琬清小姐，於本堂 

               舉行婚禮彌撒。 

1/14(日)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結束。 

1/15(一)  11:00 台科大碩士班申請拍攝。 

1/16(二)  9:30 香港朝聖團前來舉行彌撒。 

1/17(三)  20:00 於第五區呂同喜弟兄家中舉行家庭祈禱。 

1/20(六)  15:00 香港朝聖團 15 人參訪。 

1/21(日)  1.10:30 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2. 17:30 第一鐸區於本堂舉行基督徒合一祈禱會。 

1/27(六)  14:30 夫妻成長團體於德恩樓聚會。 

 
我徒步。你贊助～圓「青」計畫 
高雄教區中學生聯誼會為了青年培育事工 
於 2月 10 日(六)下午 1:00 舉行徒步募款的活動 
將在劉總主教的帶領下 
從耶穌聖名堂→耶穌君王堂→耶穌善牧堂 
歡迎您用捐款或是一起徒步的方式加入贊助的行列 
邀請您一起為青年培育事工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