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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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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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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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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P.288 
讀 經 一 

(財富比起智慧來，分文不值。) 
恭讀智慧篇  
七，7~11 

 
讀 經 二 

(天主的話， 

能辨別人心中的感覺和思念。)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四，12~13 
福   音 

(變賣你所有的財產，來跟隨我。) 
恭讀聖瑪谷福音 

十，17~30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十月十七日為九九重陽節，我們堂區由各區區長代表全體教友，喜悅的挨

家挨戶，向堂區所屬七十歲以上的長輩們，發送敬禮金，表逹我們對長輩們的敬

意。謝謝區長們的服務，並共同祈求天父，祝福他們松柏長青。 

     本主日上午九時彌撒中，本堂特別為長輩們祈福，施行病人傅油聖事。聖

經上說：「你們中間有患病的嗎？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他們該為他祈禱，因

主的名給他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

了罪，也必得蒙赦免。」（雅五 14-15）長輩們不一定都患病，但身體日趨嬴弱卻

是事實；我們首先祈求天父藉此傳油，使長輩們身心靈在祂的護祐中得享平安。

另外，在老人社會的來臨，我們藉此機會呼籲，不論國家、社會、家庭多重視及

關注此問題，讓長輩們都能頤養天年。本堂有長青會二週聚會一次，請修女及學

有專精的老師陪伴及分享慢活心得。除此之外，堂區另有八段錦及牧愛社服機

構，希望能為堂區近兩百位長輩，每周依課程表，分別提供最貼心的服務。 

    十月為玫瑰聖母月，星期二我們歡欣鼓舞的慶祝了雙十國慶，在慶祝之餘，

面對我們國家，地理上有颮風、地震天災時常的威脅，兩岸有統獨的衝突，政治

上有政黨的惡鬥、社會上有毒品的氾濫、多元家庭的沖擊⋯等危機，威脅著國家

的安全、社會的安定、家庭的安和。廿日有東方聖母與西方聖母的宗教交流，其

共同點都是人們所敬仰的聖者，並在危急中不斷施予救苦救難的慈悲行動。讓我

們在交流中，各自以自己的信仰，祈求我們的天上聖母轉求聖子，及繼續響應教

宗的號召，在這聖月中每日熱心誦唸一串玫瑰經，祝福並護佑我們教會及國家、

社會都能免於凶險、得享平安。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 調 3∕4 78            願上主廣施恩寵(一)              聖詠八九 

 



      堂 區 報 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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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家中的長輩們參與當天早上的感恩祭，並前來接受祝福。 

2. 九九重陽敬老金由各區區長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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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區長或秘書反映。 

3. 10 月 17 日(三)，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4. 10 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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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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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一台遊覽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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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有

報名前往者，下午 12:50 在本堂集合，1:00 準時出發，逾時不候。 

6. 為使教友從教理獲得信仰豐寶藏，教區保祿福傳中心推出「教理十分鐘手

冊」」一書，費用自由奉獻，若教友有興趣者，請於 10月 14 日前向黃瑞珍

姊妹登記及自由奉獻。 

7. 10 月 19 日~27 日為本堂主保堂慶九日敬禮，每晚 07:30 晚課 08:00 彌撒。

10 月 28 日(日)，為慶祝主保堂慶，早上 09:00 彌撒取消，下午 03:00 恭請

劉振忠總主教主禮感恩聖祭，請教友參加同頌主恩。 

8. 11 月 10 日（六），善終祝禱團於道明中學于斌社教中心 6樓，特別為亡者

家屬舉行追思感恩祈福會，有意參與者請於 10 月 28 日前向秘書報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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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7 年 10 月全體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0 月 7 日 10 時 30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慶中                                            紀錄:楊豐隆  
指導神師:林吉城神父 

出席理事:蔡文隆、許淑貞、徐朝亮、許家榕、宋耀宗、陸淑寬、董佩玲、溫菀

禎、段逸茜、張理利、郭炳輝、許琇慈、陳治榤、趙詠淇、李兆昌、黃素惠、蔡

玉桃、黃國泰、沈復華、嚴瑞能、曾華明、葛秋蘭、朱曼倫、鄭立倫、黃莛惟、

黃彥鈞、魏榮傑、楊豐隆、郭惠琦、吳英傑、黃凱驛。 

一、主席報告:1.第二十三屆傳協一共有 37 位希望大家一起共融團結合作。 

             2.為本堂本月九日敬禮活動規劃，及明年 160 開教週年規劃。 

             3.堂慶活動希望各組一起分工配合。 

二、各組報告: 

    1.牧靈組:a.於12/1星期六舉辦將臨期避靜活動，時間為早上09:00到15:30  

               下午 13:30 開始辦和好聖事。 

             b.規劃 2019 年四旬期及將臨期避靜，及新慕道者朝聖之旅。 

    2.福傳組:10/3 新開的慕道班目前有六位新慕道者。 

    3.聖經組:a.新開的英文讀經班目前有5位一起共融讀經(思高聖經中英文對 

                照)。 

             b.11 月煉靈月規劃：從聖經找鬼有獎徵答活動。 

             c.12/23 日於上午主日彌撒舉行聖經有獎徵答活動。 

             d.12/31 聖經共融團員去墾丁與主相遇共融之旅。 

    4.家庭組:為促進家庭和諧共融，將請教心靈老師來舉辦愛的家宴活動。 

    5.禮儀組: a.本月為本堂主保 159 週年堂慶，教區已經給了九日敬禮時間 

             10/19(五)～10/28(日)下午15:00主保瞻禮彌撒及聖母獻花遊行。 

             b.已經通知各鐸區安排彌撒禮儀人員，如果有需要本堂幫忙再提         

               出安排。 

    6.活動組: 

             a.主保堂慶音樂會共有八個團體參加演出。 

             b.11 月籌備聖誕節系列活動。【決議】:通過成立聖誕規劃小組。 

             c.點燈活動、聖誕市集、聖誕節共融。 

             d.籌備明年一系列活動(春節、復活節...等)。 

    7.總務組: 

             a.圍牆修繕工程已經請廠商估價，有時效性要盡快處理。 

              【決議】:通過。 

              b.鐘樓整修工程已經請廠商按舊樣式製作透氣氣窗，但卡在為歷 

                史建築目前還不能動工修繕。可依文化局相關規定辦理。 

    8.明愛組: 

             a.11/10 善終祝禱共融於道明中學，邀請各區長協助調查。     

             b.11/17 宗座傳信善會愛心餐宴已完成報名及繳費，預計前一周回 

               報出席人數。 



             c.11/18 教區明愛會於善工樓廣場舉辦(愛的饗宴)，需各組志工協 

               助。 

             d.重陽敬老金發放中，是否跟隨祝福卡一起發放。 

             e.11 月發行明愛眷，請各善會協助。 

             f.各區區長已陸續發放重陽敬老金及關懷弱勢家庭。 

    9.聖召組: 

             a.希望各善會能多宣導為聖召做奉獻，並將奉獻金呈交給教區聖 

               召組。 

             b.2019 年 4/28 為國際聖召節。 

    10.聖母軍:規劃團員去真福山避靜、全力配合聖堂九日敬禮。 

    11.長青會:現在團員逐漸減少，希望各組及各區長多鼓勵年長者多來參與長 

              青會活動。 

    12.在俗道明會:租賃給張議員那塊地選舉過後就不再使用，附近有住戶來洽 

                  談是否能租賃作為停車場使用。 

    13.聖詠團及聖樂隊: 

              a.團員逐漸年老化，歡迎有興趣的教友來參加。 

              b.9/15~9/16 完成墾丁共融朝聖之旅。 

              c.10/20 參加東西聖母相遇把愛傳區出去活動，希望教友一同參          

                與 。 

              d.10/28 主保慶與學青、聖詠共融參與活動。   

    14.姐妹會:安排主日學點心、聖堂活動餐點。 

    15.主日學:為孩子人生回憶規劃，由小朋友擔任戲劇演出製作。一、培訓期  

              二、錄製期 三、宣傳期 四、回顧期。並能因小朋友語言能力製 

               作互動影片，與學校及教堂志工配合，也能增強志工能力與聖 

               堂導覽。 

      【神父指示】:這項規劃不但增強小孩學習能力，也能促進志工導覽工作 

                   順暢，對福傳工作有很大的幫助，讓更多人認識主。 

三、議題討論及決議: 

    1.160 祝福卡、信封及明信片樣式決議。【決議】：通過。 

    2.主保堂慶各組全力協助活動組分配。  

    3.160 文宣活動專櫃決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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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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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