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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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P.269 
讀 經 一 

(我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增
刪，上主的誡命，必須完全遵守。) 

恭讀申命紀 
 四，1~2，6~8 

讀 經 二 
(應當按照這聖言來實行。) 

恭讀聖雅格書  
ㄧ，17~18，21b~22，27 

福   音 
(你們離棄了天主的誡命， 
却祇拘守著人的傳統。) 

恭讀聖瑪谷福音 
七，1~8，14~15，21~23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兩年一次的教友大會及二十三屆傳協會改選，於上主日圓滿完成。感謝兄姊

熱忱的支持，參與的人員擠滿了二樓禮堂，你們以具體的行動，表達對堂務的關

心，此舉確實令新舊理事們莫大的鼓舞。同時，上屆傳協主席及各組，也在會議

中報告了仼內為堂區所執行和完成的事工，使與會者了解他們二年内爲堂區的付

出及貢獻。對於無論教區及堂區所託付的任務，他們都能無怨無悔、全力以赴、

使命必達，願慈愛的天父賞報這屆「忠信的僕人」的辛勞。 

    在教友大會中，經由大家投票選出俱有民意基礎的理事，加上本人委仼的三

位專業兄姊，各善會團體代表、及各區區長共三十三名理事。所有理事在祈禱及

聖神的帶領下，眾望所歸的選出了前副主席，黃慶中弟兄為第二十三屆新的主

席。並在黃主席的盛情邀請及全體理事的掌聲中，委任蔡文隆弟兄及許淑貞妹妹

為副主席。同時在理事以專業及興趣的項目中，相互舉接受組長及組員的分工。

希望他們能在上屆傳協所建立的基礎上，繼續共同在未來的二年中，盡力推動堂

務。願理事們無私的奉獻，使天主的聖名受顯揚，堂區教友獲得更多的神益。 

    各級學校陸續開學，經過漫長的暑假，相信學生們都得到身、心、靈的整合。

祈求天主降福孩子們在新的學期都能整裝待發、學習新知，好好充實自己。我們

堂區的主日學也將在下主日開學，我們有最熱心和堅強的師資，等待孩子們的到

來。希望家長們能鼓勵小寶貝們，不僅知識上、也在信仰上共同成長。如同小耶

穌在父母的照顧下，「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

（路二：52）。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教宗方濟各勸諭《你們要歡喜踴躍》論於當代世界成聖的召叫 
                                                 轉載自網路「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第一章 
《成聖的召叫》 

眾多如雲的聖人在鼓舞和陪伴我們 
    希伯來書列舉了許多見證人。這些見證人激勵我們「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

我們面前的賽程」（希十二1）。其中包括亞巴郎、撒辣、梅瑟、基德紅等（參

閱：十一1 互十二3）。最重要的是，希伯來書邀請我們覺察：「如此眾多如雲

的證人，圍繞著我們」（希十二1）。他們鞭策我們不要停下腳步，鼓勵我們不

斷朝著目標進發。這些證人可能包括我們的母親、祖母或其他近人（參閱：弟後

一5）。或許他們未必總是在生活中表現得完美無瑕，但即使帶有各種不足和缺

失，他們依然繼續向前邁進，為天主所喜悅。 

    那些已經與天主為伴的聖人依然與我們保持愛與共融的聯繫。默示錄敘述為

世人代禱的殉道者時，正好證明了這一點：「我看見在祭壇下面，那些曾為了天

主的話，並為了他們所持守的證言，而被宰殺者的靈魂，大聲喊說：『聖潔而真

實的主啊！你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默

六9-10）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說：「在天主眾多朋友的圍繞和引領下……我不必獨

自承擔我絕不可能獨自承擔的。天主的諸聖人都在保護我、支持我、帶領我。」 

    在列入真福和聖品的過程中，教會當局會審視當事人的英勇表現。這些表現

可見於實踐德行、捨身殉道，也包括為他人獻出生命、直至死亡的情況。這樣的

奉獻顯示他們致力步武基督，成為我們的典範，值得信眾欽佩。 其中的例子包

括為基督徒合一獻出生命的真福瑪利亞•加俾額爾•薩基杜（Blessed Maria 

Gabriella Sagheddu）。 

「鄰家」的聖人 
    我們所想到的，不只是那些已榮列真福品或聖品的人。聖神在天主聖潔和忠

信的子民身上，豐沛地傾注聖德，因為「天主的聖意不是讓人們個別地獲得聖化

和救恩，而彼此之間毫無聯繫，而是要使他們成為一個按真理認識祂、以聖德事

奉祂的民族」。 在救恩史中，上主拯救的是一個民族。若非屬於一個民族，我

們的身分就不完整。因此，誰也不是孤立地獨自得救的；反之，是天主吸引我們

走向祂，同時顧及人類社會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天主立意進入大眾的生命動

力，進入一個民族的生命動力。 

    我樂見耐心的天主子民的聖德。他們包括：懷著深摯的愛養育子女的父母，

為支持家庭生計而努力工作的男男女女，還有總是保持微笑的病人和年長修道

者。從他們日復一日地堅毅前進，我看到戰鬥的教會所展示的聖德。這往往就是

「鄰家」的聖德。實踐聖德的人就在我們周遭生活，反映了天主的臨在，也可以

稱為「得救成聖的中間階層」。 

 

    我們應從上主向我們展示的聖德楷模中獲得鼓舞。他們是上主最謙卑的子

民，「也分享了基督的先知職，特別以信德和愛德的生活，到處為基督作活的見

證。」 我們不應忘記一個事實，那是聖十字德蘭•本篤所指出的：真正的歷史



正是由許多這樣的人建立。她寫道：「最偉大的先知和聖人在最黑暗的夜崛起，

惟祕修生活孕育生命的洪流依然隱而不彰。誠然，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基本上受

不見經傳的人影響。然而，是誰左右我們個人生命的重大事件呢？只有在那隱藏

的事顯露出來的日子，我們才會知道他們是誰。」 

    聖德是教會最美的面貌。可是，即使是在天主教會外，在非常不同的環境下，

聖神也會興起「祂臨在的記號，幫助基督的門徒。」 此外，聖若望保祿二世提

醒我們：「為基督作證以至流血的地步，已是天主教會、正教會、聖公會和新教

的共同產業。」在千禧年期間於羅馬鬥獸場為紀念信仰見證人舉行的合一活動

中，他指出殉道者「是我們的產業，其傳達的訊息比任何分裂的因素更強大有力。」 

      堂 區 報 告       

1. 9 月 2日(日)，上午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請常務理事務必出席。

下午 04:00 將頒發玫瑰聖母聖殿 107 年獎學金。 

2. 9 月 6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9 月 7日(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敬請教友踴躍參加。 

4. 本堂主日學將於 9月 9日(日)下午 02:30 開學，邀請家中或鄰居有五歲以上

兒童前來上主日學。國一~高三的學生也歡迎前來參加學生青年團體。 

5. 牧愛社福團體將開辦〖 銀髮社區樂陶陶課程〗，歡迎 65 歲以上長輩，透過

健康促進活動的參與，增進銀髮族的人際與社交能力。有興趣參與之教友，

請於聖堂公佈欄參閱活動內容。 

 

 
 

《免費學英文讀聖經（雙語）》 
對象：高中程度，對英語和天主教信仰有興趣者 
時間：九月十二日（三）起 每週三下午 3：00－5：00，一期約兩月 
地點：善工樓 一樓  
內容：兒童聖經  
參考書籍：(1)「兒童聖經―耶穌的比喻」，天主教文物中心有售；(2)
自然發音法 Phonics A（由老師代購）。請自備：4A 筆記簿、筆、字典。
教學內容：發音（自然發音、 kk 音標）、文法結構、句型分析， 
          聽、說、讀、寫，分享天主聖言、可現場錄音。 
講師：本堂教友楊黎芳老師 
    有意報名者請於教堂後方索取報名表填妥後並繳交至秘書
處，以完成報名。 

 



107 年 9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 2018 年 8 月份大事錄 § 

8/3(五)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8/4(六) 10:00 蘇秀穗姊妹(聖名小德蘭)殯葬彌撒。         

8/5(日)  「原住民族祈禱奉獻日」。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8/8(三)  父親節！ 

8/10(五) 17:00 輔仁大學鐵馬環台高雄會師由劉總主教降福。 

8/12(日)  聖母升天節。 

8/18(六) 15:00 楊育欣姊妹與 Mr. Wilson Javier Mora Rivera 婚配。          

8/19(日) 下午彌撒後 6:30 於德恩樓舉行【青年音樂分享會】。 

8/20(一) 13:00 聖功修女鄭秀修女殯葬彌撒。 

8/22(三)  19：30 教區在本堂舉行「追思鄭天祥總主教暨單國璽樞機主教逝世 

          週年感恩祭典」。 

8/25 (六)  09:00 教區舉辦聽耶穌寶貝說聖經故事比賽，在明誠中學若望保祿 

         二世大樓 1F演藝廳，本堂陳芯卉及林志璿小朋友榮獲高年級組季軍、        

         吳容萱及江庭溱小朋友榮獲中年級組季軍、陳姿羽及劉映暄小朋友榮 

         獲低年級組冠軍。 

8/26(日) 上午九點彌撒後於天主教中心二樓召開教友大會及改選第二十三屆傳 

         協會理事。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9/1、9/2 216 基督之光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你 
364 如鹿切慕溪水 332 有主與我同在 

9/8、9/9 197 我的心靈渴慕

平安 
111 我們在唱，我

主 
226 奇異恩典 217 天主住在我心

中 

9/15、9/16 227 主我願更親近

你 
106 奉獻歌 262 讚美生活的天主 266 信賴耶穌心中

就有平安 

9/22、9/23 212 我主耶穌是生

命源 
104 奉獻身心(二)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25 人類生命的道

路 

9/29、9/30 292 讚美主耶穌 112 奉獻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35 感謝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