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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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四旬期第四主日 P.68 
讀 經 一 

(人民的流配和解放， 

顯示上主的義怒和仁慈) 

恭讀編年紀下 
三六，14~16，19~23 

讀 經 二 
(你們因罪惡而喪亡， 

因恩寵而得救)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二，4~10 

福   音 
(天主派遣聖子來， 

是要世人藉著祂而獲救) 
  恭讀聖若望福音 

三，14~21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教會禮儀進入四旬期第四主日，又稱為「喜樂主日」。經過一個月的時間，當我

們隨著四旬期的精神，不斷的學習改善我們的生活，增加我們信德，戒除了我們的

缺點，提升了我們信仰的品質，這些的改變必定將會帶給我們喜樂。感謝不少兄姊

在三月九日至十日間，響應教宗邀請我們「奉獻二十四小時給天主」的熱忱。候洗

者也因參與領洗前的靈修操練，感受內心的喜悅。讓我們也在這時期重新再慕道，

加深我們的信仰，每天奉獻多一些時間給天主，藉祈禱、讀經親近天主，必能湧出

來自天恩的喜樂。 

   在這時期中，當我們共同努力藉克苦齋戒，克制慾望、減少浪費、貪婪，度簡

樸的生活。避免踏進犯罪的場所，遠離犯罪的機會；並趁此機會改善毛病，如生氣、

忌妒、道人長短、傷身的嗜好⋯等，透過這些的努力，經驗自己在「成全如同天父」

上的進步，必能感受除去束縛、獲得自由的喜樂。 

   這時期教會有共同的「愛德運動」，讓我們認真的用寶特瓶製作奉獻瓶，每日將

我們我們節省下來的餐費、娛樂費、菸酒費及各種消費的經費投入瓶中，積沙成塔

的資源，用來幫助每年世界各地及我們的土地上發生的天災人禍受難的最小兄弟，

提供我們感同身受的撫慰及關懷。藉這些行動與基督承擔苦難，實踐愛德，並能與

基督分享復活更新生命的喜樂。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 64  2/4              巴比倫河畔                  聖詩 一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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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帶來的挑戰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要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但這也是家庭生活苦中帶甜的

一部分。應幫助夫婦體會到危機未必會削弱他們的關係，反而會使夫婦結合的美

酒提昇、沉澱及醇化。夫婦一起生活，歡樂不會減少。他們學習以新的方式保持

喜樂，在每個新階段都有新的可能性。每個危機都讓夫婦「上課」，學習更親密

地共享人生，或至少發掘婚姻生活新的意義。夫婦關係不應陷入惡性循環，每況

愈下，或只是得過且過，不求改善。反之，當夫婦把婚姻視為責任，必須排除萬

難，那麼所有危機都是一個契機，讓夫婦可一起品嘗上等好酒。應協助夫婦面對

可能出現的危機，接受挑戰，視之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有經驗和曾受訓的夫婦

可擔任輔導工作，使夫婦不會懼怕危機，或是作出草率的決定。每個危機都隱藏

著寶貴的一課，我們需要用心靈的耳朵去聆聽其中的道理。 

    面對危機，許多人的自然反應是抗拒危機所帶來的挑戰，或表現自我防禦，

因為危機令他們感到事情不在掌控之內，並呈現了生活中不足的一面，而使他們

不安。於是夫婦否定或隱藏問題，或將其合理化，只希望時間可解決問題。可是

這樣無益的隱瞞只是浪費精力，使事情更複雜，並延誤解決問題的時機。當感情

惡化，雙方的疏離加深，就有損親密關係。如果不處理危機，會妨礙溝通。漸漸

地，「我愛的人」會變為「時常在我身邊的人」，然後是「兒女的父親或母親」，

最後只會成為陌路人。 

    夫婦應面對危機和一同處理。這是難以做到的，因為人有時候為了不要顯露

自己的感受，而與人疏離，於是悶不吭聲，假裝沒事。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抽時

間用心溝通。問題是如果不學習怎樣溝通，那麼在危機發生時，更難好好溝通。

溝通是一門藝術，在平穩時學習，在困難時應用。應協助夫婦發現內心隱密的想

法，盡早處理，就像產痛一樣，終會過去，為你帶來新的寶藏。主教會議後的意

見調查結果顯示，在困難或重大的情況下，許多人不會求助於牧靈服務，因為這

些服務並不貼心、親切、實際、具體。因此，我們在處理婚姻危機時，應試著不

要忽略夫婦的焦慮和煎熬。 

    有些普遍的危機幾乎可見於所有婚姻關係，例如：新婚夫婦須學習怎樣磨合

和不再依賴父母；子女剛誕生時，為夫婦的情緒帶來新的挑戰；為養育孩子，夫

婦須改變生活習慣；子女進入青春期後，夫婦須耗費精力照顧他們，導致夫婦關

係不和；夫婦在「空巢期」（子女離家生活）重新審視他們的生活；夫婦年邁的

父母需要照顧，夫婦須付出更多時間陪伴和照料他們，有時可能要作出困難的決

定。這些困難的情況可導致恐懼、內疚、消沈或疲憊，並會嚴重影響婚姻關係。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3 月 11 日(日)共融餐會開始恢復供餐，歡迎教友踴躍參加。 

2. 3 月 13 日(二)，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四樓上課。 

3. 3 月 15 日(四)，上午 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  

4. 3 月 16 日(五)，晚上 08:00 拜苦路，堂區於四旬期期間每週五晚上 08:00

舉行公拜苦路，請教友參加。 

5. 3 月 17 日（六）上午 9:00 為新亡者王田潤芳(聖名:瑪麗亞) 舉行殯葬彌撒，

請教友參加並通功代禱。 

6. 今年的四旬期主題是「步武使徒足跡重燃基督大愛」，後面櫃子上放有文

宣品及奉獻袋，邀請您利用各種行動體驗，響應台灣明愛會愛德事工！ 

7. 已申請抵稅證明的收據部分已放置於維持費袋中，尚未拿到的教友請向黃瑞

珍姐妹或秘書拿取，若內容有疑問或錯誤請向秘書詢問。 

8. 3 月 25 日(日)，聖枝主日。上午 8:30 由劉主教帶領開始聖枝遊行，9:00

彌撒，請教友踴躍參加。***提醒:聖枝遊行請於 8:20 前集合完畢*** 

9. 4 月 1日(復活節)，上午 06:00 彌撒暫停乙次；下午 4點彌撒合併至上午 9

點；上午彌撒後 10:30 將於德恩樓舉辦闖關活動及「一家一菜」共融活動，

參與之每個家庭提供一道菜，為避免菜色相同，以先登記為優先。登記表放

置在後面櫃子上，歡迎各位教友踴躍參加。            
 
 

107 年 3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二屆傳協理事 
107 年 3 月傳協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3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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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鈞、黃國泰、陸淑寬、徐朝亮、林秀倩、張理利、嚴銘鴻、黃文 

          煌、黃慶中、黃志鈞、王昭雯、林新沛。 

會前禱：（略） 讀經：（略）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3/10、3/11  64 我心憂傷 109 罪人罪重無可奉獻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32 歸回 

3/17、3/18  57 回歸父家 112 奉獻 333 主我要真心依靠 349 我已經決定 

3/24、3/25  01 噢撒納達味之子  13 奉獻身心(二)  26 耶穌我信祢  10 基督的靈魂 

3/29  06 上主是我的牧人  12 奉獻身心(一)  36 耶穌我等待你  45 聖體遊行 

3/31 聖詠團及學青負責安排 



一、 主席報告：  

二、 各組報告： 

牧靈組：1.3/3 的避靜活動完滿完成，這次的活動多了很多年輕人。 

        2.復活節後會辦活動，對象為新慕道者，也可以讓慕道者找到適合 

          的善會團體。 

福傳組：1.去真福山避靜的候洗者，已加入善會，很值得開心。 

        2.希望 3/9~10 日的明供聖體，可以多多邀請教友一同參加。 

        3.復活節有十位候洗者準備領洗，在復活節後也會開新的慕道班。 

 

聖經組：1.與活動組合作的闖關活動，闖關題目已給活動組。 

         2.參加查經比賽的隊伍，已經在星期六開始讀經。 

    活動組：1.4/1 闖關活動已設計好關卡與內容 。 

         2.復活節當天有一家一菜的活動，報名表也會放在教堂後方請教有 

           填寫。 
         3.3/25 聖枝主日請教友於 8:20 前到達教堂，也邀請更多教友一起 

           聖枝遊行。 

         4.復活節彌撒跟往年一樣，早上九點彌撒其他時間的彌撒取消。 

             5.3 月餐會協助單位:代替活動組職位:福傳組。 

                            代替姐妹會職位:家庭組。 

    總務組:1.復活蠟需要再購買新的。 

           2.彩繪玻璃的廠商已將靠近善工樓的窗戶修繕完成，靠廁所的窗戶 

              預計 3月前完工。 

           3.教堂的音響是否更換。 

           【神父指示】:先買無限備用，再請廠商來估價做評估，下次傳協開 

                       會再一起決議是否購買新的音響。 

           4.監視器系統準備改數位化，也有請廠商評估和討論放監視器的位   

             子，讓聖殿更安全，購入器材後線路會由總務組負責拉線路。 

           5.鐘樓的工程元宵節後開始動工。 

           【神父指示】:需要組成一個監工小組，在修繕的過程也可以提供更 

                        好的建議。 

    聖召組:原定 4/21 聖召藝術節會改為 4/28，原時段跟國考有衝突所以延期。 

    明愛組:  明愛卷截止購買到 3/9，目前賣出 30000 元。 

 

【牧愛生命協會~全人綜合活動】 
活動介紹:牧愛生命協會舉辦全人綜合活動，希望增進銀髮族的人際與社交 

         能力。 

時間 :自 3月起每周二~五 

對象: 65 歲以上長輩 

地點：中心大樓四樓及玫瑰聖母聖殿德恩樓(視課程而定) 

~報名及活動相關內容請洽小鐘修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