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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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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201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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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常年期第六主日 P.217 
讀 經 一 

(痲瘋病人必須獨居在營外) 

恭讀肋未紀 
十三，1~2，45~46 

讀 經 二 
(你們該效法我， 

就像我效法了基督一樣)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十，31~十一，1 

福   音 
(痲瘋病立時脫離了他， 

他就潔淨了) 

  恭讀聖瑪谷福音 

一，40~45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本週五為農暦新年，我們不能免俗的以狗年吉祥話‘十「犬」十美’祝福大家；

並祈求天父降福我們新年快樂、主賜百福。 

   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我們都喜歡牠。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話，在我們聖殿祭

台右上角所供奉聖道明像，其腳下就有一隻可愛的狗，口中銜著一支火把。根據道

明傳的記載，「聖道明之母，真福若安納懷孕他的時候，曾有過一個祥夢：夢見一隻

小狗，銜著火把。她無法了解這祥夢的意義，於是前往聖人聖道明、希洛斯 St. 

Domingo de Silos 墳墓前祈禱求助，好使她了解這夢的意義。在祈禱中得啟示是她

將有這嬰兒偉大的使命：”建立修會，傳揚福音，給人間點灼信仰的真光，燃燒照

耀普世。”為了感激聖人的助佑，就把嬰兒也取聖名為「道明」來紀念他。 道明來

自拉丁文的 Dominicus，意思是’屬於天主的‘。Dominicanus 也可以解釋為’天主

的犬‘，因此也可以象徵為勇於吠叫警世，捍衛真理，抗拒異端學說。」狗年到，

讓我也學習‘天主之犬’，新年的來臨，藉由我們的口，多向親朋好友，宣傳福音，

使更多人得福。 

   本期堂刊提供除夕圍爐祈禱詞，希望團圓時，闔家大小能在家長的帶領下，藉

提供的禱詞，共同感謝天主一年的眷顧，並恩賜新的一年闔家平安。 

   春節早上九點，將由我們的大家長劉總主教帶領我們向天主獻上感恩之祭，也

歡迎大家前來聖堂向天主拜年、祈福；並由傳協主席帶領我們祭祖，表達我們教友

對祖先的孝思，並祈求天父恩賜天堂永福。同時藉團拜，相互鼓勵祝福，新的一年

在全體教友團結合作下，使我們信德日增、堂務日隆，福傳工作更加順暢。 

   春節將近，花蓮卻遭遇到強烈的地震，好多大樓傾倒、有人罹難、有多人受傷，

並使不少人無家可歸，實在令人難過、感傷。在這個時刻，真需要我們向天父祈禱，

使亡者得天主仁慈的接納永享天福，受苦者得到撫慰。譲我們也齊心協力與政府及

善心人士，共同協助受害的同胞早日脫離苦難，重建家園。 



除夕感恩禱詞  
    全家在吃團圓飯（年夜飯）之前或其他合適的時間，團聚在家庭中的十字架、
或耶穌聖像、或天主聖三聖像前（可擺鮮花、點蠟燭……），由家長或其他成員
擔任主禮、領導舉行以下儀式。  
【開端禱詞】(主禮者領導劃十字聖號，然後念以下禱文) 
創造宇宙萬物，掌管人類歲月的天父，在這舊的一年除夕，我們全家團聚在一起，
懷著感恩的心情，追念在過去一年中，祢賜給我們的種種恩惠，向祢獻上我們的
祈禱與讚頌；也求祢降福我們全家，使我們善用祢賞賜的歲月，今生忠實地侍奉
祢，來世與祢在天鄉歡聚。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恭讀聖經】(默禱片刻，然後讀聖經)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五 16, 20-21, 25, 33；六 1, 4）  
你們要善用每個機會，因為目前的日子很險惡，要努力充滿聖神。要用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之名，為每件事，常常感謝天主父。你們要懷著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順從。  
你們作丈夫的，應當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教會捨命。作妻子的也應
該敬重丈夫。你們作兒女的，要聽從父母，這是基督徒的本分。作父母的，不要
惹子女發怒，要用主的規範和訓誡教養他們。－－上主的聖言。  
全體：感謝天主。  
【祈禱文】(讀經後可默思片刻，然後念以下禱詞) 
領：慈愛的天父，感謝祢在過去這一年賜給我們種種恩惠，尤其在此除夕使我們
全家平安地團聚一起。我們讚美祢，衷心感謝祢。  
答：天父，我們永遠讚美祢。  
領：祢恩賜祢的聖子耶穌基督，在過去的歲月裡，作我們的道路，領導我們奔向
天鄉。我們讚美祢，衷心感謝祢。我們自知生活中未盡好身為基督徒的職責，在
這年終的時刻，懇求祢寬恕我們的種種過錯。  
答：上主，求祢垂憐。  
領：祢恩賜我們一個家，使我們在生命的旅途中，能互愛互助，度和諧安定的生
活。我們感謝祢、讚美祢。也求祢寬恕我們家中有時候違反愛德，破壞和諧安寧
的過錯。  
答：上主，求祢寬恕。  
領：祢恩賜我們藉聖經和基督建立的聖事獲得滋養和力量，善度基督徒的生活。
我們感謝祢、讚美祢。但是我們也為在過去一年的生活中，常疏懶怠惰，妄用祢
的恩寵，懇求祢大發慈悲，扶助我們的軟弱。  
答：上主，求祢助祐。  
領：祢恩賜我們全家今晚歡聚一起，共度佳節，特別感謝祢。我們也想到那些破
碎的家庭，以及無家可歸的人們，求祢對他們廣施慈愛，使他們得到善心人士的
關愛與幫助，而享有內心真正的平安與喜樂。  
答：上主，求祢俯聽。 （可加念其他意向） 
【結束禱詞】(然後可以由主禮向聖像獻香（可用線香），獻香後念以下禱詞) 
慈愛的天父，今晚蒙受祢的鴻恩，使我們全家能團聚在祢台前，為此我們感念不
已；願我們的祈禱與讚頌，猶如馨香上升到祢台前，求祢悅納。在過去的歲月中，
我們所犯的辜恩負義，違背主命種種罪惡，求主寬恕；我們也決心定志，靠主仁
慈助祐，善用祢所賞賜的無數恩惠，努力榮主救靈，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阿們。  
      然後大家一起念天主經，最後可唱一首合適的歌曲作結束。 



      堂 區 報 告       
1. 2 月 11 日(日)，上午 10:30~12:00 堂區活動組舉辦「葡萄酒入門品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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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月 13 日(二)，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2月 20 日因適逢
春節期間，慕道班暫停一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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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月 15 日(四)，上午守聖時暫停一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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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月 24 日(六)，高雄教區舉辦聯合甄選禮，請候洗者與代父母於下午 01:30
集合，並請教友多多為復活節前夕領洗的弟兄姐妹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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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由於近日幾波寒流來襲，中心大樓牆面因熱脹冷縮之故，造成磁磚龜裂掉
落；請教友於修復前避免附近走動，車輛亦暫勿停放附近，以免發生危險。 

9. 教區明愛會發行明愛券，邀請各位教友關懷社會弱勢者及邊緣人，發揮彼此
相愛的精神。有意購買者請向傳協各組組長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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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勸諭《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啟示：因刊出【除夕感恩禱詞】

內容較多，故停刊一次！ 



《二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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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總意向：為向貪腐說「不」 
願擁有財物、政治或精神權力的人，能抗拒任何形式之貪

腐的誘惑。 

 

107 年 2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 78  2．3/4              蒙寬恕後的福樂               聖詩三十一   

 

 

堂訊啟示:二月十八日停刊一次              恭恭賀賀新新禧禧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禮 成 曲 

2/10、2/11 214 主賜其子民力

量 
254 主今日接觸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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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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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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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