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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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復活第三主日 P.158 
讀 經 一 

(你們殺害了生命之源， 
天主卻從死者中使祂復活了) 

恭讀宗徒大事錄 
三，13~15，17~19 

讀 經 二 
(祂自己作了贖罪祭，不但為我們的

罪，而且也是為全世界的罪) 

恭讀聖若望一書 

二，1~5 

福   音 
(默西亞必須受苦，第三天要從死者

中復活) 
恭讀聖路加福音 
二四，35~48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教區主教訪視訂於本年六月至明年二月施行，六月起將由第一總鐸訪視起。
因此，希望傳協會及各善會團體能按教區的訪視要點，共同妥善準備，以利訪視
順利完成。 
    首先訪視須備妥的資料有：1·堂區開教建堂歷史。2·歷仼主仼司鐸任職日
期。3·敎友戶口資料冊。4·實際教友名冊。5·聖事（聖洗、堅振、婚配、亡者）
登錄冊。6·聖堂日誌。7·近五年大事錄。8·本年之行事曆。9·近五年財務報表。
10·堂區重要設施或聖物之源起及狀態。11·傳協及各善會團體之組織章程、名
冊、大事記、行事曆人員的消長及活動計劃。12·堂區傳承背景及現況。其次各
讀經班、慕道班、群羊工作、主日學、學青會、職靑團體在牧靈福傳上的優點及
成果；困難與解決方案。最後提出堂區未來的整體計劃與具體展望。這些資料備
妥後於主教訪視前一週印製成冊，送交五份給主教公署。 
    訪視時間為二小時，除堂務報告外，也希望傳協能分組報告：一、牧靈工作：
1·善會團體如何增加會員計劃。2·聖事禮儀的服務、保管及培訓。3·教友的進修
及鼓勵聖召計劃。4·與友堂往來、合作、朝聖、進修及支援小堂工作。5·各項活
動計劃及成果。二、福傳工作：1·如何在家庭、親友社區從事福傳？2·如何與其
他宗教交談、互動、合作、合一祈禱？3·如何向教會朋友，藉堂區導覧及接待介
紹信仰？4·行政組織及人事管理。三、總務工作：1·財務收支。2·物產管理。堂
區設備的管理及使用。 
    希望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傳協各組及善會團體一起分工合作，能提供教區所
需要的資料，並在六月前提供電子檔給楊柲書，彙整後裝釘成冊，完成教區主教
訪視的相關工作。希望藉由此次的訪視，能更清楚自己堂區的現狀，繼續盡心竭
力的為堂區的發展貢獻己力，使堂區成為榮耀主名的處所。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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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婚姻情況複雜的人有意受洗，將產生特殊的問題。這是指那些已建立穩

定的婚姻關係，但在結婚時，夫婦至少有一方尚未認識基督信仰。在這些案例中，
主教應按他們的神益，作出牧靈的分辨。」 

 教會效法主耶穌――祂為每一個人獻上自己，無一例外。 在主教會議期
間，我們討論到有些家庭的成員有同性戀傾向，這為父母和子女來說都是難以處
理的情況。我們首先要重申：每一個人不論性傾向如何，他的尊嚴都理應獲得尊
重和受到認真對待，「應該避免對他們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視」，尤其要避免任何
形式的侵犯和暴力行為。應以尊重的態度，陪伴這些家庭，好讓那些有同性戀傾
向的人獲得所需的援助，而得以了解和奉行天主對他們的人生的旨意。 

 在討論家庭的尊嚴與使命時，主教會議神長指出：「對於讓同性戀者的結
合與婚姻享有同等地位的問題，『我們絕對沒有理由，視同性戀者結合與天主計
劃中的婚姻與家庭，有任何程度上的類同或稍微相似之處。』主教會議認為，若
說地方教會應屈從於這問題上的壓力，以及國際機構為貧窮國家提供經濟援助
時，應考慮當地有否制定容許同性戀者建立『婚姻』的法律，這是絕對無法接受
的。」 
 「單親家庭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因所導致：生父或生母從沒有成家立業的打

算；家庭涉及暴力，父親或母親被迫帶著子女出走；父親或母親逝世或遺棄家庭，
以及其他原因。不論是什麼原因所致，與子女生活的父親或母親都一定要向教會
團體內的其他家庭，或是堂區的牧靈組織，尋求支援和安慰。這些家庭往往因經
濟困難、就業問題、未能支援子女，以及缺乏穩定居所，因而雪上加霜。」 
死亡的打擊 
 有時候，家庭生活會因親人離世而受到挑戰。我們必須以信德之光支持這些

家庭。 漠視喪親之痛的家庭是欠缺慈悲的表現，也會錯過提供牧靈關懷的機會，
而且這樣的態度會關上其他傳揚福音的大門。 

 我可以理解失去摯親的痛苦，尤其是失去一起分享生命的配偶。耶穌也曾
為朋友離世而難過哭泣（參閱：若11:33、35）。我們怎樣了解喪子之痛呢？「時
間像是停頓了：過去和未來有如遭深淵所吞噬。（……）有時候，我們甚至會埋
怨天主。對天主感到忿怒的人真多啊！但我了解他們的感受。」 「喪偶尤其痛
苦（……）有些人能夠寄情兒孫，好好養育子女，藉著這樣的使命讓他們的愛找
到出口。（……）至於沒有其他親人可供寄託情感，或是無法從親人獲得關心的
人，教會團體應特別照顧他們，尤其是如果他們身處貧窮。」 

 一般來說，哀傷期會維持頗長的時間。為陪伴喪親的人，牧者必須配合哀
傷期每個階段的需要。在整個過程中，喪親者有很多問題：為什麼親人會離世？
他們是否有些事情沒有做好？人在臨終前會經歷什麼？應以真誠和耐心的祈
禱，幫助他們獲得內心的釋放，重享平安。在適當時刻，應協助喪親者明白到他
們仍然有其使命，如果只為紀念故人而延長痛苦的時間，是沒有助益的。我們已
故的親人不需要我們的痛苦，他們也不會因我們活得潦倒而高興。時刻思念故人
也不是愛他們的最好方法，因為這樣做只是緊抓著不再存在的過去，而不是愛著
那位已進入來世的人。故人的肉身雖然不在我們眼前，但若說死亡是強大有力
的，那麼「愛情猛如死亡」（歌8:6）。愛具有特殊的洞察力，使人聽到無聲之
音，看到不可見之物。這不是說應眷念親人的舊模樣，而是要接受他們此刻的狀
況已經改變。當瑪利亞嘗試擁抱復活的基督時，祂叫瑪利亞別拉住祂不放（參閱：
若20:17），為的是要瑪利亞體驗另一種與基督相遇的方式。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玫瑰聖母聖殿 4月 15 日(日)，上午 10:15~12:00 於善工樓辦理志工培訓課

程，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們請踴躍參與。 

2. 在俗道明會本月舉辦屏東孝愛之家關懷行程，因此本月月會取消一次。 

3. 4 月 19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4. 4 月 22 日(日)，上午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辦共融講座，邀請聖經組組長林新

沛教授，主題:「壹小時看懂聖像畫」，請教友踴躍參與。 

5. 4 月 26 日(四)，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請教友介紹尚

未領洗的親朋好友，亦歡迎想再慕道的朋友們，一同來參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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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演出【令人激賞的宣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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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動員目標人數 150 人，堂區備有遊覽車，報名費每人 100 元由堂區負擔，請

大家踴躍登記。要參加的教友請於 4月 21 日前向黃瑞珍姊妹、秘書報名，

以便統計午餐人數。＊參與當日表演活動的弟兄姊妹無須另外報名。 

7. 5 月 5日(六)，高雄教區聖經協會舉辦「如何研讀聖經?」，地點在明誠中

學望德廳，歡迎教友踴躍參加，欲報名的教友請於 4月 30 日前向聖經組組

長林新沛弟兄或秘書登記。 

 
107 年 4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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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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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二屆傳協理事 
107 年 4 月全體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4月 1 日 10 時 15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志鈞                       紀錄：黃重霖 
指導神師：林吉城神父 
出席理事：葛秋蘭、黃慶中、黃彥鈞、黃國泰、陸淑寬、林新沛、嚴銘鴻、徐朝
亮、陳治榤、黃重霖、王昭雯、林秀倩、張理利、黃凱驛、黃玫君、曾華明、梁
恩碩、王碧霞、胡本昌。 

一、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善工樓閒置空間，原計劃今年元旦起，提供華遠兒童服務中心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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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該團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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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聖功修女會附設樂仁小學提出申請使用善工樓二、三樓閒置空間。 

『神父指示』：樂仁非常重視宗教教育，希望讓就讀樂仁的孩子和家長，

可以體會聖堂所提供的友善陪伴，達到牧靈福傳的結果。請大家詳細討論

是否借用。 

『決議』：經討論後，認為樂仁小學使用時間與聖堂善會團體使用時間不

衝突，同意樂仁小學使用。請樂仁小學自行評估申請消防安檢事宜。 

3. 4/28(六)，09:00~16:00，在明誠中學舉辦聖召慶祝活動及感恩聖祭。活

動費用每人一百元，本堂預計號召最少一百人參加，需支出一萬元。第一

鐸區各堂將表演四個活動，本堂負責『令人激賞的宣講』，目前正積極準

備中。 

『神父指示』：這次活動的規劃最主要有三個目的，團結聖堂教友，讓青

年團體表現藝術才華，實質獎金鼓勵青年團體發展。四個表演活動將依現

場參加教友投票奉獻決定名次，分別有五萬元~兩萬元的獎金，希望本堂

教友可以踴躍參加，並投票選出最佳的表演活動。本堂將提供五萬元獎

金。現場投票奉獻的金額，全數交由青使會使用，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幫助

中學生聯誼會的經費。 

4. 六月份主教視察。請各善會於 5/20(日)前將報告交給堂區秘書。 

『神父指示』：各善會團體能提供會員及幹部名單、成立的時間、過去這

六年發展及重要事項的小簡史，如有在牧靈福傳有創新和感人的事蹟，可

提出分享，這會是珍貴和更有價值。保祿福傳中心有格式，請治榤協助取

得並提供給大家。 

5. 本堂音響及監視系統已完成評估，有本堂教友主動聯繫願意提供喇叭及監

控鏡頭，請總務組保持密切聯繫整合，可以節省聖堂經費。 

6. 牧靈組將在 5/5(六)，帶領新領洗者朝聖之旅，請各善會團體派代表一員

參加，將依規定申請車資補助。 

『神父指示』：每一次朝聖之旅，務必確認車況及司機資格以策安全，無

論朝聖地點遠近，保險一定要保，針對銀髮族新領洗者，出遊前請徵求家

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