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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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P.272 
讀 經 一 

(那時，瞎子的眼睛要明朗， 
聾子的耳朵要開啟。)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三五，4~7a 
讀 經 二 

(天主不是選了貧窮的人， 
使他們繼承天國嗎?) 

恭讀聖雅格書  
二，1~5 
福   音 

(祂使聾子聽見，叫啞巴說話。) 
恭讀聖瑪谷福音 

七，31~37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本主日下午將在明誠中學舉辨查經比賽，此活動教區已行之多年，且一年比

一年盛大。這表示聖經是天主的聖言，它能「使人充滿智慧、讓人找到真理、是

醫治人的良藥、患難時的安慰、孤單時的伴侶、飢餓時的糧食、創傷時的油膏、

幽暗時的亮光、愁苦時的喜樂、軟弱時的能力、旅行時的嚮導、認識主的途徑⋯⋯

等」數不盡的好處，因此，才能吸引如此多的兄姊勤讀聖經；愈親近它、閲讀它，

愈能暢快人靈，使人獲得神益。感謝前主席志鈞弟兄，及聖經組長新沛弟兄的努

力推動，堂區約有十個讀經團體。本屆我們聖殿共組三隊前往參與盛會，並與熱

愛聖經的兄姊相互切磋。由於讀經及查經比賽的盛況，今年將有神秘嘉賓蒞臨會

塲鼓勵與會者。我們也期盼堂區能組啦啦隊，來為整年準備參與競賽的選手加油

打氣，為我們堂區爭取榮譽而歸。 

    十月七日是我們聖殿 159 週年主保堂慶正日，由於玫瑰聖母月能有圓滿的敬

禮，我們移至月底與教區一起慶祝。堂區的傳統，逢十必擴大慶祝；因此，堂區

成立 160 週年籌備小組，每主日九點彌撒後，邀請兄姊在德恩樓討論如何藉各項

活動，如組團尋根之旅；160 對夫妻重發婚姻誓願；週年紀念特刊；十全十美聖

殿紀念品設計；頌恩音樂會；160 位最小兄姊的愛之宴；聯合教區 160 位慕道者

歸主；16輛玫瑰聖母花車大遊行⋯等。及其他寶貴建議，藉愈多兄姊的投入，一

起集思廣義，裝備我們的各項活動，愈能使我們每人過一充實及有意義的主保堂

慶，並使天主教會得以廣揚。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Bb調 2．3∕4 72        上主眷顧人類(二)               聖詠一四五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7 年 9 月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9 月 2日 10 時 15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慶中                             紀錄：黃重霖 
指導神師：林吉城神父 
出席理事：蔡文隆、許淑貞、徐朝亮、黃彥鈞、林新沛、宋耀宗、陸淑寬、董佩玲、 
          段逸茜、黃重霖、張理利、王昭雯。 
會前禱：（略） 讀經：（略） 

一、 主席報告：10/28 本堂堂慶，請各位理事在會議中討論舉辦的方式。 

二、 各組報告： 

1. 福傳組；上週多了三位慕道者。『神父指示』：請福傳組邀請慕道者一同參

與主保堂慶慶祝。 

2. 聖經組：今年將積極規劃辦理本堂所有讀經班的聯誼交流活動，來擴展及

深化讀經班的功能。現在本堂重開英文讀經班，請於堂訊報告事項中公告

時間。 

3. 總務組： 

a. 近期大雨導致聖堂景觀燈燒毀，已請秋蘭姊妹聯繫廠商進場維修。連

日大雨也影響鐘樓維修工程，放晴後鐘樓維修完成，可以大幅避免聖

堂進水的問題。 

b. 今年主保堂慶延伸場地德恩樓的音響擴音設備已完工，可以正常播放

聲音，若德恩樓客滿，停車場和善工樓也都是延伸場地腹案。『神父指

示』：牧愛協會在德恩樓有喇叭設備，可以協調未來共用設備。 

4. 禮儀組：『神父指示』：主保堂慶請規劃一個小遊行，明年再規劃大遊行。 

5. 明愛組：9/6 鐸區會議中將參與了解寒士活動，細節將於下次會議中報告。 

6. 家庭組：婚姻使徒工作在堂區推動真的不容易，還請各位理事及教友全力

支持。『神父指示』：本堂將會全力支持，可以請教李宗霖教授。也可以和

本堂夫妻成長團體合作推動堂區家庭組活動。 

7. 160 周年籌備小組：所有已經開始的活動將持續到明年 160 周年，藉此擴

大全體教友的情感連結，讓全體教友共同參與。 

三、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10/28 主保堂慶議題討論。『神父指示』：除了九日敬禮及音樂會，請先提

出今年主保的確定架構再由各組細項討論，10月份全體理事會議要提出詳

細報告。今年不辦餐會，留待明年 160 周年再舉辦。 

a. 10/19~10/27 九日敬禮。『神父指示』：請禮儀組準備禮儀人員及服務

人員備案。請許副主席和教區確定九日敬禮細節，9/15 前確定並請秘

書組準備好邀請卡寄發。 

b. 手寫祝福卡，以兩種方式同時進行。請親友寫祝福卡祝福玫瑰堂生日

快樂、由本堂教友寫祝福卡祝福所有人。利用這種方式預告本堂即將

邁入 160 周年，並藉由祝福卡傳達主的祝福。希望向教友募集相片及

點子用於祝福卡的設計，讓全體教友共同參與，帶動教友情感及福傳

上的連結。『神父指示』：請先將具體辦法文字化，透過堂訊徵集。 



c. 在堂區文宣桌上放置好點子建議單。請教友隨時將活動建議寫好放置

在好點子盒中，也會透過社群媒體的方式擴大全體教友參與。 

d. 透過雙周報專刊將情感表達擴大到整個教區。 

e. 設立文物展示區，一直持續展示到明年 160 周年，10/19 正式成立。 

f. 可設計有特別意義的禮品，贈與全程參與九日敬禮的教友，由 160 周

年籌備小組負責。 

g. 活動組籌備『音樂百老匯』。 

h. 10/28 主保當日餐點由秋蘭姊妹負責。10/19~10/27 九日敬禮期間由總

務組準備小點心。 

2. 9/23(日)中秋節烤肉共融活動，下午彌撒後在德恩樓舉行。『神父指示』：

依往例，基於食安考量，請參與烤肉共融人員自行準備食材，本堂提供烤

具、飲料、水果、月餅、卡拉 OK。若是當天下雨就取消活動。 

3. 由傳協會章程討論各組職責、行事曆、預算申請核銷，請各組深入了解其

中規範。章程文字及職責規範有未盡完備之處，修正意見將由蔡副主席負

責，於下次會議中提出。『神父指示』：請蔡副主席輔導各區區長，許副主

席輔導各善會，與區長和各善會密切配合推動堂區活動。所有理事應有代

理人，傳協會議若有事請假，請代理人出席。 

4. 160 周年籌備小組將負責規畫明年慶祝活動，活動規模討論。『神父指示』：

教區尚未對此議題提出討論，教區一定會有籌備小組，待鐸長會議後應該

會有明確想法。先期規劃重點將以本堂為主，請籌備小組依現有計畫推

動，若有關於整個高雄教區的活動想法，可提報到教區討論。慶祝活動規

模是否擴大，請依教區規劃。 

5. 9/9(日)高雄教區查經共融活動，本堂將派出三隊參加，請神父到場觀禮。 

6. 10/7(日)，有文藻老師接洽希望在聖堂舉辦一場音樂演唱會。『決議』：通

過。由申請單位全權負責活動內容，本堂依現有設備提供場地使用，也請

各位教友踴躍進場聆聽。 

※教宗方濟各勸諭《你們要歡喜踴躍》啟示：因刊出【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內容較多，故停刊一次！ 

 

107 年 9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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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區 報 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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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月 9日(日)下午 1:30 於明誠中學活動中心 3樓愛德館舉辦查經共融，本

堂組三隊參加，請教友踴躍前往為他們鼓勵加油。 

3. 9 月 11 日(二) ，上午 9:00 舉行謝秋菊姊妹(聖名:亞加大)殯葬彌撒，請教友

參與並通功代禱。 

4. 9 月 12 日起每週三，下午 03:00 新開英文讀經班，敬請教友踴躍參與。 

5. 9 月 13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

課。 

6. 9 月 23(日)，為歡慶中秋節，下午彌撒結束後，晚上 06:00 聖堂提供場地、

卡拉 OK 及烤肉器具供大家聯誼，歡迎有興趣參與的教友請於 9月 16 日前向

黃瑞珍姊妹或秘書登記，並請教友自備食材共融賞月，共渡中秋佳節！ 
 

 

         《九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每日奉獻禱文 
仁慈的天父， 
在一天的開始， 
我把我今天的祈禱、工作、痛苦和喜樂， 
完全奉獻給你。願這結合於你聖子耶穌 
十字架上犧牲的奉獻， 
透過聖神，並在聖母的助佑中， 
能與今天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聯合， 
達到救贖人靈， 
並實現本月教宗的總意向 
與福傳意向的功效。（說出意向）阿們。 

2018 年 9 月總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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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本堂教友楊黎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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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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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