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18 年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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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升天節 P.171
讀 經 一

(耶穌就在他們注視中，被接上升)
恭讀宗徒大事錄
一，1~11

讀 經 二

(使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ㄧ，17~23

福

音

(主耶穌被接升天，
坐在天父的右邊)
恭讀聖聖瑪谷福音
十六，15~20

《神父的話》
五月第二主日是母親節，祝福所有的媽媽們一母親節平安、幸福。
母親節是一個為感謝母親而慶祝的節日，從各家餐廳爆滿而一位難求的情
況，看出孩子們對此節日的重視。母親們在這一天裡通常會收到孩子們送的禮
物，本堂也將在主日各台彌撒後，向所有母親致敬，並邀請媽媽們代表全體教友
向我們的聖母獻花，以及獻上一份小禮物，表達我們對母親們的祝福和心意。
孝敬父母是華人世界最重要的德行，從十誡的第四誡，愛人首要的職責一孝敬父
母，看出教會相當重視它。而孝敬父母親，不只一年一次請吃大餐來表達感恩，
而是能把握時機，用你現在所擁有的能力和資源，為父母親做點反哺之舉。歐陽
修論孝道提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
，意思是説，以其在父母離世後才風光大
葬，倒不如父母在時多給予他們一些照顧和付出。因此，平常在家能多順從父母
的教導，主動分擔一些家事。出門在外，常與家人常保持密切的連繫，安份守己
讓父母安心…等，不用等待到將來賺到錢時，才表示你的孝心。當父母親健在時，
還能陪伴你成長，這是上天 賜給你最好的福份，要好好珍惜。好好善待養育你
的父母親， 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如天父般的不計代價、無微不至的為我們付出，
耗盡生命和資源來呵護我們的茁壯。因此，當父母親健在時，適時的表達子女的
感恩及孝思，莫待「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因錯失對父母報恩的
良機，而成為人生最大的遺憾。
六月十四日劉總主教將蒞堂訪視， 時間為二個小時。再次叮嚀，除堂務報
告外，也希望傳協能分組按 4/15 堂訊的指示準備報告。經本月份傳協會會議決
議，希望傳協各組及善會團體一起通力合作，在五月廿日前，各組能將相關資料
電子檔提供給秘書處，彙整後裝釘成冊，提供教區所需要的資料，完成教區主教
訪視的相關工作。謝謝大家的努力，希望藉由此次的訪視，使教區和堂區的交流，
能更清楚彼此的優缺現狀，一起盡心竭力的為發展教區、建設堂區貢獻己力，使
天主的聖名，因彼此的努力和付出而被受榮耀和彰顯。

  
1.
2.

堂 區 報 告   

5 月 13 日(日)，因適逢母親節，共融餐會暫停一次，下午主日學亦停課一
次，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5 月 13 日(日)，耶穌升天節，為媒體福傳捐款，奉獻袋放於聖堂後方，請
各位教友慷慨奉獻，並為教會的傳播工作祈禱。

3. 5 月 17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
上課。
4. 5 月 27 日(日)，上午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辦共融講座，邀請高科大、高餐大
人文藝術講師:陳美芬老師，主題:「德國世界文化遺產被鞭打的基督--衛思
教堂」，請教友踴躍參與。
5. 高雄教區 2018 迎接聖體聖血節舉行「40 小時聖體敬禮」，6 月 2 日（六）
06:00 至 6 月 3 日（日）22:00，地點於本堂，敬請教友踴躍參與，請各善
會團體或個人登記出席敬禮時間，有意登記的教友可於後面桌子上報名表登
記。
6. 2018 年本堂暑期兒童生活營將於 7 月 15 日～7 月 29 日舉行，報名及相關內
容請見後方桌上報名表。
7. 2019 年世界青年日 in 巴拿馬，活動時間為 2019 年 1 月 15 日-1 月 29 日，
有意報名者請與青使會李皇英秘書聯絡(07-2810752)。

107 年 5 月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5/12、5/13

進 堂 曲
92 耶穌升天歌

奉 獻 曲
107 我的生命吾主獻
給你

5/19、5/20

98 懇求造物聖神
降臨

109 罪人罪重無可奉
獻

297 請讚頌天主聖
三

113 屬於祢

5/26、5/27

謝聖體曲
127 除免世罪主羔
羊
99 天主聖神

禮 成 曲
294 你們應當稱謝
天主
215 因相愛別人認
出我們是基督徒

119 渴慕天主

343 歡樂謳歌慈愛
恩主

※教宗方濟各勸諭《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啟示：因刊出【常務理事會議記
錄及大事錄】內容較多，故停刊一次！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二屆傳協理事
107 年 5 月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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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泰、林新沛、嚴銘鴻、徐朝亮、陳治榤、黃重
霖、黃凱驛、張理利。
一、 各組報告：
1. 牧靈組：
a. 5/5(六)，帶領新領洗者朝聖之旅，各善會大多有派出代表參加，感謝
大家的參與。
b. 5/26(六)，教區將在明誠中學舉辦牧靈福傳講座，一天的行程。預計
邀請聖母軍及福傳組成員參加，費用是 200 元/人。
『決議』：講座屬於培訓性質，費用由聖堂公費支出。
2. 聖經組：聖經共融活動，因為明誠中學場地暑假期間進行整修，因此日期
由 8/5(日)改到 9/9(日)，13:30。
3. 活動組：
a. 5/6(日)，下午將支援主日學舉辦母親節慶祝活動。
b. 傳協共融朝聖計畫已初步完成。『神父指示』：希望可以在六月主教視
察完成後，舉辦傳協共融朝聖活動。
c. 『神父指示』
：針對聖堂無償提供場地給予牧愛協會使用，活動組還是
需要擬定使用須知和牧愛協會簽訂，告知雙方需要共同遵守的約定。
4. 總務組：
a. 聖殿內的蠟燭燈台、電風扇、吊扇都已經維修處理。
b. 聖殿音響系統，4/28(六)，晚上彌撒廠商已經到場實際測試效果並調
整。廠商預計在 5/20(日)，早上九點彌撒再次到場測試，請教友到場
一同體驗音響效果並提供意見給總務組參考做後續調整。
c. 聖殿監視系統已有三家提供報價，請各位理事詳閱報價內容。
『決議』
：
經過詳細討論，表決由華產科技得標。請總務組處理後續報價能稅內
含、安裝與保固事宜。
d. 鐘樓修繕部分廠商還在找相似的材料，預計要避開雨季的時間才進行
修繕。『主席指示』：聖殿修繕的部分請查清楚法規，是否需要跟主管
機關報備。
5. 聖召組：非常感謝大家 4/28 聖召慶祝活動的支援。
二、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主日學老師培訓，這次需要團隊報名，不接受個別報名，請主日學老師注
意報名日期。
2. 6/14(四)，晚上八點主教視察。請各組及各善會於 5/20(日)前將報告交給
堂區秘書。
『神父指示』
：秘書收集好各組資料請先編排，六月初由神父看
過之後再送印裝訂成冊。
3. 本堂網站資料更新是否需要專責人員。
『決議』
：要有專責人員負責，由本
堂提供車馬費津貼補助。請優先諮詢本堂大專青年，是否有人願意擔任專
責人員協助每星期更新網站資料。

§ 2018 年 4 月份大事錄 §
04/01(日) 09:00 復活主日彌撒，下午 4 點彌撒合併至上午 9 點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10:30 於德恩樓廣場舉辦【闖關活動】
12:00 舉辦慶祝復活節「一家一菜」共融活動。
04/05(四) 清明節。
上午 9:30 高松墓園追思禮，9:00 公念玫瑰經。
04/06(五) 晚上 0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04/11(三) 10:00 新加坡及香港朝聖團參訪。
4/3-13 日高雄女中 （高三藝術生活課共十個班），每班約有 29-44 位學生前來
參觀。
4/14(六) 1.14:00 本堂教友李玉琴姊妹的孫女王韋婷小姐與林奇煌先生於本堂舉
行婚禮祝福。
2.14:00 善牧基金會公益課程活動。
4/15(日) 10:15 志工培訓課程。
4/18(三) 09:00 黃弋真(聖名雅松達)殯葬彌撒。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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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二) 15:00 三民高中 23 位參訪。
4/25(三) 20:00 於第一區李其鸞姊妹家中舉行家庭祈禱。
4/26(四) 19: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04/27(五) 14:00 天主教聖華學校 42 位學生參訪。
04/28(六) 上午 09:00 至下午 04:00，第一鐸區舉行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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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活
動了解神父、修女們的生活，並為他們祈禱，及回應奉獻生活的聖召，
本堂 107 人參與。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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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的君王

聖詩四十六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