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10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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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讀 經 一 

(二人成為一體。) 
恭讀創世紀  
二，18~24 
讀 經 二 

(聖化者與被聖化者 
都同出一源。)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二，9~11 
福   音 

(天主所結合的， 
人不可以拆散。) 
恭讀聖瑪爾谷福音 

 十，2~16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十月是玫瑰聖母月，本堂每主日彌撒都會向聖母獻玫瑰花，表達我們對聖母

的敬愛。事實上，聖母雖喜歡我們的心意，但聖母每次顯現，都邀請我們多唸玫

瑰經，這是聖母的最愛。教宗方濟各本月推動一項祈禱運動，為對抗分裂基督徒

團體的邪惡。藉信友每日呼求聖母和總領天使聖彌額爾在這艱難時期保護教會。 

本主日也是玫瑰聖母紀念日，在這本堂主保正日，本屆傳協會選在此日，新舊傳

協交接並宣誓就職，特別有意義。譲我們一起祈求玫瑰聖母轉求天父，福佑新任

傳協理事能全力以赴，效法聖母、侍奉天主、服務聖殿、使天主聖名受頌揚。 

    十月十日是國慶日，讓我們一起為我們的國家祈禱。感謝天主今年特別眷顧

我國，風調雨順，天然災害都能避開。今年是選舉年，祈求天父降福我們國家，

各政黨團體都能團結合作，一起促進社會和諧，民生安定，共謀全民的幸福。 

    近日聖座與中國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性協議，二岸三地的華人相當關注

此議題。教宗針對眾多人們疑慮的回應：「該項臨時性協議是一個循序漸進、經

過漫長過程的慎重商討後簽署的。該協議涉及教會生活極其重要的主教任命問

題，並為更廣泛的雙方合作創造條件。雙方的共同期望是該項協定能促進一個富

有成果和遠見的雙邊對話，並能為在中國的天主教生活、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

的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讓我們將這些擔心托付進教之佑、玫瑰聖母手中，如

古若瑟般的信賴天主的帶領(參創：五十)，使一切意外，都能使愛天主的人獲得

益處。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 調 2．3∕4 70                 家庭的歡樂(二)           聖詠一二七 

 

 



      堂 區 報 告       
1. 10 月 7日(日)，上午彌撒中新舊傳協理事交接並舉行派遣禮。彌撒後 10:15

召開全體傳協理事會議，屆時請第二十三屆全體理事務必出席。晚上

7:30-8:30 於教堂內舉行【德國聖賀德佳榮列聖師六周年在台慶祝音樂饗

宴】，歡迎教友踴躍參與。 

2. 10 月 9日(二) ，晚上 07：30 於嚴宗權弟兄家中家庭祈禱，地址為新興區

五福一街 2號 8樓之二，祈於此聖母月同為國家，聖召共禱。 

3. 10 月 10 日(三)，晚上 07:30 新開慕道班，請邀約親朋好友來參與新開慕道

班。 

4. 10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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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九九重陽敬老金自本周由各區區長開始發放，凡設籍於本堂已屆滿 70歲之

的長輩們，若於 10 月 14 日仍未收到者，請向秘書反映。 

6. 10 月 14 日(日)上午彌撒中，為 65歲以上弟兄姐妹或有重病之教友傅油，

請邀請家中的長輩們參與當天早上的感恩祭前來接受祝福。 

7. 10 月 20 日(六)於萬金舉辦東方聖母『媽祖』與西方聖母『瑪利亞』共乘熱

氣球，讓愛起飛活動，堂區與聖母堂共租用一台遊覽車前往，本堂 30個名

額額滿為止，費用每人 100 元，若臨時不參加者亦不退還報名費，有意參

與之教友請向黃瑞珍姊妹報名登記。 

 
 
【2018 教區主保暨玫瑰聖母聖殿主保堂慶九日敬禮時間表】 

                 

 

日期／時間 彌撒祈禱意向 主禮神長 
負責 
鐸區 

10/19(五) 20：00 為弱勢族群祈禱 錢盛義神父 9 

10/20(六)20:00 為青年祈禱 吳孟哲神父 2 

10/21(日)16:00 為聖召祈禱 林吉城神父 1 

10/22(一)20:00 為原住民祈禱 杜勇雄神父 8 

10/23(二)20:00 為罪人悔改祈禱 申榮賓神父 3 

10/24(三)20:00 為普愛工作祈禱 裴光平神父 7 

10/25(四)20:00 為本地教會祈禱 黃忠偉神父 4 

10/26(五)20:00 為社會正義祈禱 陳君傑神父 5 

10/27(六)20:00 為聖化家庭祈禱 李漢民神父 6 

10/28(日)下午 1:20～2:30 玫瑰音樂百老匯 

10/28(日)15:00  
為福音廣傳 
－主保瞻禮 

劉振忠總主教 

玫瑰聖
母聖殿 



§ 2018 年 9 月份大事錄 § 
 
9/2（日）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16:00 彌撒中頒發獎學金。 

9/5(三)   10:10 好友團體 18位參訪。 

9/7（五） 10:40 三地門村部落團體 30人參訪；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9/09（日） 14:30 主日學開學； 

           13:30 於明誠中學活動中心 3樓愛德館舉辦

，  

。

9/10(一) 13:30 菲律賓朝聖團由神父帶領前來舉行彌撒及參訪。 

9/11(二) 09:00 為新亡者謝秋菊姊妹 (聖名:亞加大) 舉行殯葬彌撒。 

9/12 起每週三，下午 03:00 新開英文讀經班。 

9/14（五）09:30 樂仁幼兒園平安祝福禮。 

9/23(日)主日學因連續假期停課一次； 

         18:00 舉行烤肉共融活動。 

9/25(二) 上午 09:00 為新亡者鄭簡慎姐妹(聖名:瑪麗亞)舉行殯葬彌撒。 

9/26(三) 15:00 香港朝聖團由神父隨行帶領 21 位教友前來參訪。  

9/28(五) 16:30(59)年中興大學企管系同學會參訪。 

9/29(六) 14:30 許可依姊妹與王朝暘先生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 
9/30(日) 下午彌撒中五位嬰兒領洗。 
 

10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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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207 普天頌揚上主 254 主今日接觸我 237 我是主羊 231 跟隨我 

10/13、10/14 133 天主的子女 104 奉獻身心(二) 119 渴慕天主 215 因相愛別人認

出我們是基督徒 

10/20、10/21 211 讓我們來朝拜

上主 
106 奉獻歌 200 司祭子民 294 你們應當稱謝

天主 
10/27、10/28 233 上主伸出你聖

手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你 
114 我是生命之糧 349 我已經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