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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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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P.232 
讀 經 一 

(我使矮小的樹高而且大)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 

十七，22~24 
讀 經 二 

(我們無論居住或出離肉身，常以
專心討主的喜悅為榮)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
五，6~10 
福   音 

(芥菜子比一切種子都小，長起
來，卻比一切蔬菜都大) 

恭讀聖瑪谷福音 
四，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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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的話》 

    上星期四晚上八點，劉總主教及教區相關人員蒞臨本聖殿訪視。在傳協及各
善會負責人，會前充份所準備書面的資料，會中精簡的報告本聖殿各善會、組織
有關聖殿維護、財物的管理、牧靈及福傳的狀況和成效，以及未來聖殿的發展和
願景。在黃主席和傳協委員們、各善會的負責人、修女們及楊秘書這些日子付出
及用心，使本次歷經二個多小時的訪視中，得到總主教及相關人員對我們所做的
努力，給予髙度的肯定及讚賞。 
    在訪視中總主教也指示我們聖殿可加強的事項：牧靈方面--堂區很多的活動
很好，但對教友能多一些信仰、禮儀、靈修的課程。幫助教友不斷的進修，培育
信友的教會意識，並能勇敢的承擔領洗時授予的先知、司祭、王道，三項使命及
服務的責任。要更用心對家庭聖化的付出，能從適婚青年藉「愛在加納」、重視
婚前輔導，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並提供主日學、學青、職青、夫婦團體、姐妹會、
長青會、讀經班及善會團體，使信友從出生直到生命結束，都能在教會中得到身、
心、靈的照顧。並希望傳協會能對於主日學、學青、大專同學會、職青、長青會
⋯等，按其所需給予鼓勵及照顧。對嬰兒領洗，主教也提醒堂區對父母、代父母
應提供要理講授及再慕道課程，使他們對信仰應有足夠的認識，才能肩負起孩子
信仰啟萌的責任。同時主教語重心長提出對奉獻生活者聖召，特別是本地的聖召
的關心。身為首善的聖殿，必須用心的祈禱，鼓勵堂區青年，願意追隨耶穌的召
叫，來為天主子民無私及慷慨的奉獻。 
    在福傳方面：堂區多舉辦健康講座、社會關懷及社區服務的活動，藉敦親睦
鄰吸引社區朋友參加堂區活動。培訓福傳員，有足夠的師資，定期舉辦團體慕道
班。對無法配合的慕道友，協調合適的時間，提供個別慕道的貼心服務。對弱勢
群體及堂區能伸出援手，多拜訪社服機構一起做服務和關懷工作，藉愛德行動，
感動參與的教會朋友。 
    會議中，黃主席也提出善工樓重建、設立文物舘的願景，以及慶祝堂區 160
年堂慶的特刊資料的蒐集，都需要總主教的協助，特別能得到道明會舘支援相關
的文物及资料，都得到大家長的積極回應。 
    最後，在總主教的降福及全體合照中，結束了六年一次的教區訪視，再次的
感謝大家辛勞和付出，願天父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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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陪伴、分辨及融合人性的脆弱 
    主教會議神長指出，雖然教會認為結束婚姻關係是「有違天主的旨意」，但
教會也「體察到她許多子女的軟弱」。在基督的光照下，「教會慈愛地照顧那些
未能完全參與教會生活的成員，承認天主的恩寵也在他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使
他們有行善的勇氣，彼此關懷，並在他們生活和工作的社區服務。」 在慶祝慈
悲禧年之際，我們也確認了這樣的態度。即使教會時常提出成全的呼召，邀請信
友更圓滿地回應天主，但「教會必須與軟弱的子女同行，關注和照顧他們。這些
子女的愛遭受創傷，也感到困惑。教會應恢復他們的信心和希望，有如港口的燈
塔，或在人群中高舉的火炬，為迷失或處於風暴的人引路。」 我們不要忘記，
教會的任務像是戰地醫院。 
    基督信仰的婚姻反映基督與教會的結合，並藉著一男一女的結合實現。他們
彼此交付，體現專一的愛和自由地許下的忠誠；他們彼此相屬，終生不渝，對生
育開放，並經由聖事所祝聖，藉此獲得恩寵，而成為家庭教會，並在社會中作新
生命的酵母。某些形式的結合徹底違背這理想，而另有一些形式則實現了部分的
理想，或是以類比的方式實現。主教會議神長指出，對於尚未符合或已不符合教
會婚姻教導的情況，教會不會漠視其中具有建設性的因素。 

漸進的牧靈關懷 
    主教會議神長也論及有些信友選擇只依民法結婚，甚至有些選擇同居。他們

指出：「如果他們的關係已藉公開協約而趨於穩定，而且互相深愛對方，以負責

任的態度養育子女，具有克服考驗的能力，那麼我們應視之為良機，在可能的情

況下，勸導他們舉行婚姻聖事。」315 另一方面，許多青年因對婚姻失去信心而

選擇同居，並無限期延後作出婚姻的承諾，亦有人放棄履行所作的承諾，但隨即

另作新的承諾。這情況實在令人擔憂。「他們是教會的一分子，需要充滿慈悲和

鼓勵的牧靈關懷。」 事實上，牧者不僅應致力提倡基督信仰的婚姻，也要「為

許多不再活出這現實的人所面對的處境，作出牧靈分辨。應與這些人展開牧靈交

談，強調他們的生活中有些元素可幫助他們以更開放的態度，完整地接受有關婚

姻的福音訊息。」 在這樣的牧靈分辨中，應「識別那些有助於福傳以及人性和

靈修成長的元素」。 

    「當信友選擇依民法結婚，或是在許多情況下，只是選擇同居，這往往不是

對聖事性的結合抱有偏見或有所抗拒所致，而是受到文化環境或特殊情況的影

響。」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應注意所呈現的愛的標記，它們在某程度上反映天

主的愛。 我們知道「越來越多人在同居一段時間後，請求在教會內舉行婚禮。

選擇同居往往是基於一種反對婚姻制度和終身承諾的普遍心態，但有時也是為了

等待獲得更多的生活保障（如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才結婚。在某些國家，事實的

結合非常普遍，不僅是因為當事人不願接受家庭和婚姻的價值，也是因為在他們

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結婚被視為是奢侈的。因此，是物質的匱乏導致人們選擇事

實的結合。」 無論如何，「所有這些情況都要求教會作出建設性的回應，嘗試

視之為轉化的契機，讓夫婦邁向符合福音精神的圓滿婚姻和家庭。教會應接納這

些夫婦，以忍耐和敏銳的態度與他們同行。」耶穌是這樣對待撒瑪黎雅婦人（參



閱：若 4:1-26）：祂回應婦人對真愛的渴求，讓她擺脫所有使其生活黯淡無光

的事物，指引她認識福音的圓滿喜樂。 

    就此而言，聖若望保祿二世既深知人是「按其成長的階段，認識、喜愛和實

現道德的善」，故提出所謂的「漸進律」。這有別於「法律的等級」，意指那些

尚未完全明白、欣賞或實踐客觀法律要求的人，逐步學會審慎地行使他們的自

由。法律也是天主的恩賜，有指引正道的作用，而且是賜給所有的人，無一例外，

以至人們可憑恩寵的力量實踐法律，儘管每一個人都是「逐步前進，逐漸與天主

的特恩整合，並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回應祂絕對的愛所提出的要求。」 

                                                                                                             

                                                                                                             (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6 月 17 日(日)，因適逢端午節連續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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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月 21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6 月 24 日(日)，上午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辦共融講座，邀請:美國愛諾瑪專業

精油學校資深教師莫璦婕老師，主題:「芳療聖經---運用周圍植物自癒身心

靈(瑪竇福音 13章)」，請教友踴躍參與。 

4. 本學期主日學將於 6 月 24 日(日)結束。下午 4:00 彌撒中神父將為主日學小

朋友頒發勤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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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調2．3/4 76              讚頌上主的美善               聖詠九十一首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6/16、6/17 214 主賜其子民力

量 
254 主今日接觸我 262 讚美生活的天主 217 天主住在我心

中 

6/23、6/24 133 天主的子女 233 上主伸出你聖

手 

124 我渴望領主聖體 225 人類生命的道

路 

6/30、7/01 207 普天頌揚上主 106 奉獻歌 320主啊!求祢差遣我 231 跟隨我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二屆傳協理事 
107 年 6 月全體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6 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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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鈞、林新沛、嚴銘鴻、沈復華、黃重霖、

黃凱驛、張理利、李庭和、蔡玉桃、王碧霞、黃玫君。 

會前禱：（略） 讀經：（略） 

一、 主席報告：會議中討論主教視察各組的報告方式。 

二、 各組報告： 

1. 牧靈組：5/26(六)，本堂共五位教友參加教區在明誠中學舉辦牧靈福傳講座。

講習的重點在於討論、改進、學習。講座中希望各堂區都可以依照牧靈福傳

的參考手冊，以更適合的方式來執行牧靈福傳工作。 

2. 福傳組；目前慕道班共有五位慕道者。陪伴者大多為新領洗者，期待有更多

教友可以加入陪伴的行列。牧靈福傳講座教區每年會舉辦兩次，希望本堂傳

協理事及教友能多多參與。 

3. 活動組：現在正積極規劃明年 160 周年主保慶祝活動。規劃的方向有懷舊相

片展覽、主題式遊行、音樂會、見證分享、親子活動園遊會。『神父指示』：

可以思考由五月份開教日起，每月舉辦一個大型活動直到十月份主保月。可

以邀請第一總鐸區或是整個教區一起辦理慶祝活動。 

4. 聖母軍：第一團 6/25 改選幹部，7/2 交接。建議 75 歲以上不要接任幹部，

有無以為繼的危機。第二團將於七月份改選幹部。『神父指示』：各善會改選

幹部要先提出需求，不要只憑感情，要培育繼任人才，要有支援系統協助當

選幹部。 

5. 長青會：今年新進了幾位教界的退休教友，也希望本堂銀髮族可以多來參加

長青會。 

6. 姐妹會：三月份已經改選完畢，新任會長是黃素惠，幹部大多連任，6/17 交

接。目前工作重點是 7/15 暑期兒童生活營支援事宜。 

7. 在俗道明會：將於七月份改選會長。 

三、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傳協改選將於七月份開始籌備，八月底前必須改選完成，十月份需報備到教

區。也請大家共同留意適合人選。 

2. 七月份共融餐會服務組為活動組及禮儀組。 

3. 『神父指示』：6/14 主教視察報告，分成三大組報告。 

a. 會計、出納、總務 

b. 福傳、活動、明愛、家庭 

c. 牧靈、禮儀、聖經、聖召 

d. 因為主教已經有本堂的書面報告，請各組報告重點為最有效及最困難的

部分，擷取最重要的報告，讓主教能充分了解。每一大組選一個人來報

告，其他成員列席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