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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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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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的話》 

    連續假期與主的復活八日慶典，將在本主日以歡愉的氣氛中結束。休假使我
們在辛勤工作後，得以調整身心為獲得新的力量；而復活八日慶，使我們在歡樂
的慶祝中，使「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在那裡，有基
督坐在天主的右邊。你們該思念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哥三：1-2）
藉此豐富的禮儀，得以提升我們的信仰內涵。 
    復活八日慶最後一天是復活第二主日，又稱為「救主慈悲主日」。為慶祝這
瞻禮，教會邀請我們「實踐慈悲，即以行為、言語和祈禱來善待別人。事實上，
慶祝救主慈悲的原因是要我們如耶穌一般慈悲，就是天主能藉著我們彰顯祂的慈
悲。因此，教會要求司鐸要温和地鼓勵信友盡力時常實踐愛德和慈悲，跟隨基督
的榜樣⋯。」因為祂說：「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瑪５：
７） 我們當相稱地慶祝慈悲主日，應該要：１、在復活期第二主日慶祝救主慈
悲主日 。２、誠懇地痛悔己罪，最好在領聖體前辦告解。３、恭敬救主慈悲聖
像。４、慈悲待人―藉著我們的行為、言語和祈禱。凡依此敬禮者，必能領受救
主慈悲的宏恩。 
    善工樓閒置空間，原計劃今年元旦起，將提供華遠社服機構使用，使本堂更
友善的提供場地，為社區弱勢團體表達我們的關懷。可惜經該團體的評估因例假
日需常辨活動，將影響主日堂區正常的運作。因此，忍痛放棄了堂區的美意。傳
協會將重新規劃提供給已申請的單位，讓閒置空間得以充分利用。另外，牧愛基
金會及聖功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堂區的長輩們，非常貼心的服務和照顧，希望堂
區的長輩們能善加利用這些寶貴的資源，使身心靈都獲得充分的滋養。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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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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會議神長也強調應關注「分居或離婚對孩子的影響，他們是整個事件的

無辜受害者。」 在眾多的考慮之中，孩子的福祉應視為首要關注的重點，不應

因任何利益或其他目的而漠視他們。我要向離異的父母呼籲說：「絕對、絕對、

絕對不要讓子女成為人質！你們為各種困難和原因分開，遇上人生的考驗，但不

應讓子女為你們的離異背負重擔，也不應利用他們威脅配偶。即使父母不再一起

生活，也應讓子女在成長過程中，聽到父母為對方說好話。」 要是為了獲得子

女的關心，或是為了報復，或是為自己辯解，而在子女面前訴說配偶的不是，那

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樣做會傷害孩子的心靈，留下難以復原的創傷。 

    教會即使體諒夫婦經歷的矛盾，也必須繼續為最軟弱者發聲。他們就是默默

地受苦的孩子。今天，「儘管我們像是更加敏銳，心理學的研究亦日益精進，但

我要問人們是否已對孩子的創傷感到麻木。（……）難道我們沒有察覺，在某些

家庭中，家人關係惡劣，彼此傷害，甚至背棄婚姻的忠誠，而這些家庭的孩子正

在承受沉重的負擔？」 這些不愉快的經驗無助孩子成長，也不會幫助他們日後

作出終身的許諾。因此教會團體不應放棄已經離婚和投入另一段關係的父母，而

應接納他們，協助他們盡教育孩子的責任。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讓這些父母參

與團體生活，猶如他們已被開除教籍，那麼我們怎能鼓勵他們全力以赴，懷著堅

定的信德，履行信仰，以身作則教導子女善度基督徒生活？孩子面對這樣的情

況，已經感到相當沉重，我們絕不要添加他們的擔子。」 教會協助這些父母醫

治創傷，並在精神上支持他們，這樣做亦有益於他們的子女，因為在這悲慘的經

驗中，孩子需要教會熟悉的面容陪伴他們。離婚是惡事，而離婚數字不斷上升實

在令人非常不安。因此，我們對於家庭最重要的牧靈任務是堅固他們的愛，幫助

他們醫治創傷，並努力遏止我們這時代的悲劇蔓延。 

若干複雜的情況 
    「有關混合婚姻的問題也值得關注。天主教友與其他宗派受洗者之間的婚姻

『有其特殊之處，但也有許多可予善用和發展的特點，以提昇這些婚姻的內在價

值，以及對合一運動作出貢獻。』因此，『在天主教與非天主教的聖職人員之間，

應設法建立忠誠的合作，從準備婚姻和婚禮的時刻起就合作』（《家庭團體》78）。

在領聖體方面，應注意：「決定婚禮中的非天主教一方是否可領聖體，要遵守為

東方基督徒及其他基督徒有關此事已有的一般規定，同時注意兩個已領洗的基督

徒領受基督徒婚姻聖事的特殊情況。雖然在混合婚姻中的夫婦分享洗禮和婚姻聖

事，領受聖體只是例外，每次上述有關（……）規定，都應遵守。』（宗座基督

徒合一促進委員會，《大公運動原則與規範之應用指南》，1993 年3 月25 日，

159-160）」 

    「在婚姻中，若夫婦信奉不同宗教，這為宗教交談提供良機（……），他們

亦在家庭的基督徒身分定位，以及子女所受的信仰培育方面，遇上特殊的困難。

（……）在傳教地區，甚至在擁有悠久基督信仰傳統的國家，越來越多家庭是由

信奉不同宗教的夫婦組成。教會迫切需要按不同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提供不同形式

的牧靈關懷。在某些沒有宗教自由的國家，基督徒夫婦必須改變信仰，才能結婚，



因而不能舉行教會認可的結婚典禮或讓子女受洗。因此，我們必須重申有必要尊

重所有人的宗教自由。」 

 「我們應特別關注身處這類婚姻的夫婦，不要只在婚前期間關心他們。如果夫

婦一方是天主教友，而另一方沒有信仰，那麼這些夫婦和他們的家庭須面對特殊

的挑戰。在這些情況下，必須見證福音如何在這些環境中發揮作用，好讓他們的

子女也能夠接受基督信仰的培育。」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4 月 8日(日)，因適逢連續假期，共融餐會暫停一次，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下午主日學亦暫停乙次。 

2. 4 月 12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3. 4 月 14 日(六)，下午 2:00 本堂教友李玉琴姊妹的孫女王韋婷小姐與林奇煌

先生將於本堂舉行婚禮祝福，請教友參加並為新人祝福。 

4. 4 月 28 日(六)，上午 09:00 至下午 04:00，第一鐸區舉行聖召節暨傳愛藝術

饗宴(主題：超萌宗師－耶穌基督)，地點在明誠中學活動中心 3樓，邀請善

會團體及所有教友參與，透過活動了解神父、修女們的生活，與會當中為他

們祈禱，並回應奉獻生活的聖召。 

5. 堂區每週五上午 9:00 於德恩樓舉行『健康養生操結合八段錦』，目前尚有

名額，有興趣參與之教友，歡迎向小鐘修女或秘書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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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慕道班開始囉！請大家告訴大家～ 
 

時    間：4月 26 日起每週四 晚上七點半 

地    點：天主教中心四樓(五福三路 149 號四樓) 

對    象：尚未領洗的親朋好友或是願意再慕道者皆可 

課程內容：尋找生命的活力、開發靈性視力、找到自我昇華的捷徑 

報名專線：(07)282-3860   聯絡人：鐘修女或秘書。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4/07、4/08  18 教友喜樂  12 奉獻身心(一)  35 我們雖然眾多  19 我們聖教 

4/14、4/15  80 讚頌復活的主 292 讚美主耶穌 117 旅人之糧(二) 238 主永活在我心 

4/21、4/22  84 銘刻於心 254 主今日接觸我 237 我是主羊 231 跟隨我 

4/28、4/29  17 亞肋路亞  09 我主耶穌是生命

源 
 26 耶穌我信祢  08 跟隨我 

好消息 



§ 2018 年 3 月份大事錄 § 
3/1 (四)  15:00 於真福廳為新亡者李余碧姊妹(聖名亞納)舉行追思彌撒。 

3/2 (五)  09:00 為李余碧姊妹(聖名亞納)舉行殯葬彌撒。 

          19:30 拜苦路，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3/3 (六)  09:00 舉行四旬期避靜活動，主講人為國立中山大學李宗霖教授。 

 13:30 開始辦和好聖事。 

3/4 (日) 10:15 傳協會常務理事會議。 

3/7 (三) 自 3 月 7 日起，每週三下午 03:30～04:30 在仁愛公園，堂區舉辦 

           「陽光伴樂活～約會在公園」活動。 

3/9(五)  1.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 

         2.為回應教宗四旬期的邀請，自 3月 9日（五）上午 6:00 至 3月 10 

         日（六）上午 6:00，舉行「奉獻 24小時給天主」活動。 

         3. 20:00 拜苦路。 

3/10(六) 15:00 寶島旅行社-馬來西亞團體 23人參訪。 

3/16(五) 1. 9:30 樂仁幼兒園平安祝福禮。 

         2.當天守小齋，晚上 08:00 拜苦路。 

3/17(六) 1.9:00 為王田潤芳姊妹(聖名瑪麗亞)舉行殯葬彌撒。 

         2.13:30 台中基督生活及聖母聖心修會 80 人參訪。 

3/18(日) 上午彌撒結束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3/22(四)  09:30 守聖時。 

       18:30 於中心二樓舉行逾越晚餐，共 80位教友與慕道者一同參與。 
3/23(五)  齋戒日。 

        20:00 拜苦路。 
3/25(日) 聖枝主日。 
         08:30 聖枝遊行(河東路→光復街→市中路)，9:00 彌撒。 
         14:30 主日學小朋友於廣場舉行公拜苦路。 
3/27(二) 06：30 平日彌撒暫停。 

         10:00 教區於本堂慶祝司鐸日並舉行祝聖聖油彌撒及共融餐會。 
3/28(三) 16:00 春天旅行社-香港團體 35人參訪。 

3/29(四)  06：30 平日彌撒及 09:30 守聖時暫停，晚上 08:00 舉行主的晚餐禮儀。 

          禮儀結束後守靜默，守聖時至 12點。 

3/30(五)  耶穌受難日，當天 14 歲至 59歲教友守大小齋。 

          15:00 於廣場舉行公拜苦路。 

          20:00 舉行主受難日禮儀。 

3/31(六)  20:00 舉行復活前夕守夜禮彌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