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普世傳教節 P.142
讀 經 一
(你的眾子要從遠方而來。)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十，1~6
讀 經 二
(你們要先充滿聖神的德能，
要到各地位我作證。)
恭讀宗徒大事錄
一，3~8
福
音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八，16~20

主曆 2018 年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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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的話》
今年十月廿八日為玫瑰聖母聖殿的主保堂慶，也是教區的主保慶日；因此，
近年來二者聯合慶祝這屬於我們特別的日子。今年從本月十九至廿七日將由各鐸
鐸長帶領鐸區的信友，分別前來舉行九日敬禮的感恩彌撒，並向玫瑰聖母表達我
們的敬意，希望兄姊們儘可能參與每日的敬禮。一方面感謝天主及聖母在這 159
年來賜予我們的宏恩，及無微不至的眷顧。另一方面，祈求聖母轉求天父，繼續
賜福我們教區和堂區，使牧靈福傳工作得以大幅推展，使信友信仰生活加深，更
多慕道者找到真理，使天主聖名能在本地受到顯揚。主保日彌撒前，將由本堂各
善會、團體，用聖樂歌頌主恩。歡迎兄姊能前來聆賞，藉聖樂化成雙倍的祈禱，
共同表達我們的感恩。
本主日為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教會同時慶祝傳教節。教宗方濟各今年普世
傳教節文告主題為：「讓我們偕同青年人，將福音帶給每一個人。」邀請我們、
特別是青年們，當在各自領域中，不斷回應主基督復活升天前的邀請：「你們要
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
（瑪 28：19）教宗指出，
我們的一生就是「被 吸引」和「被派遣」
，為基督從事「福傳」的使命。這使命
要我們從基督那白白領受的一切，也不吝惜向家人、親戚、朋友、同事、同學⋯
等，分享那給我們此世生活賦予意義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教宗邀請我們努力「傳
遞信仰直到地極，」特別是利用青年的專業，以科技、數據、社群網路，來消除
邊界、 拉近距離並減少差異，將基督的福音帶給每一個人。
「普世傳教節」也希望大家的慷慨奉獻，提供給教會，並將此經費按照各傳
教區的需要分配，幫助各地不同的福傳事業。藉基督徒的同心協力，以直接或間
接的，以精神或物質的支持來推動福傳工作，必能使基督奧體得以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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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聖化作用的行動
若是撇除基督藉降臨人間實現的天國，我們將無法認識基督；因此，你的使
命離不開建立天國：「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瑪六33）。若你尋
求的是基督和祂所渴想的，那麼你必須偕同基督，投身為眾人建立這個充滿愛、
正義、和平的國度。基督盼望與你一起投身建立天國，付出各種必須的努力和犧
牲，並體驗這事業為你帶來的各種喜樂和豐盛。因此，你若不交託肉身與靈魂和
盡最大的努力，便無法成聖。
喜愛靜默而逃避與人交往、渴望憩息而拒絕活動、尋求祈禱而輕視服務，都
是不健康的表現。我們應當接受一切，將之融入現世生活，使之成為成聖之道的
一部分。我們蒙召在行動中保持默觀精神，並以負責和慷慨的態度履行使命，從
而聖化自己。
難道聖神會派遣我們履行某個使命，但同時要求我們逃避這使命，或要求我
們避免完全獻身，以保持內心的平安嗎？然而，有時候我們會將獻身於牧靈服務
和現世任務看作次要的事，好像這些事物令人「分心」，使人難以成聖和保持內
心的平安。大家都忘記「人生不只有其使命，而是人生本身就是一個使命」。27
任何出於焦慮、驕傲、需要自我炫耀或支配別人而作出的獻身，都不會使人
成聖。我們的挑戰是好好活出自我的奉獻，以至於我們所作的事都具有福音的意
義，並使我們日益肖似耶穌基督。因此，我們有所謂的傳道員的靈修、教區司鐸
的靈修、工作的靈修等。基於同樣的原因，我在《福音的喜樂》談到傳教靈修，
在《願祢受讚頌》談到生態靈修，並在《愛的喜樂》談到家庭生活的靈修。
這並不是說應輕看在天主面前保持寧靜、獨處和靜默的時刻。事實正好相
反。不斷冒起的創新技術和工具、吸引人的旅遊活動、層出不窮的消費產品等，
有時令我們沒有空間聆聽天主的聲音。生活充斥著言論、談話、短暫的享樂、不
斷擴散的喧囂。生活並非滿載喜樂，而是被不安所淹沒，因為人們並不認識生命
的意義。我們怎會不察覺有必要停止這緊張忙碌的生活方式，並恢復與天主真誠
交談的個人空間？這有時令我們受苦，但總能結出美果。我們始終必須面對自
己，讓上主親臨我們面對真我的時刻，但這未必時常可以實現，除非我們「處身
於深淵旁邊，面對最大的誘惑，被遺棄在懸崖邊緣、孤獨的山頂，彷彿完全孤立
無援。」 只有這樣，我們才體驗到一股極大的動力推動我們，使我們圓滿地完
成使命。
這些休閒用品不僅入侵我們的生活，亦使我們以為可隨意耗用閒暇時間，隨
心所欲地使用休閒工具取樂或享受短暫的滿足。29 因此，我們的使命受到妨礙。
我們的獻身鬆懈了，慷慨和服事的精神亦開始減弱。這扭曲了我們屬靈的經驗。

若在傳福音或服務他人方面出現了怠惰，屬靈的熱忱還算健康嗎？
我們需要一種滲透獨處和服務時刻的成聖精神
滲透個人生活和福傳的
努力，以至於每時每刻在上主的凝視下流露我們的愛。如此，每時每刻都是成聖
之道的一環。
更活潑、更富於人性的生命
你不要害怕成聖。成聖不會奪去你的能力、活力或喜樂。事實正好相反，因
為你將按天父的聖意，滿全祂在創造你時對你的期望，從而忠實地活出真我。我
們依靠天主，便可擺脫各種形式的奴役，認清我們的尊嚴。這可見於聖若瑟芬
柏姬達（St. JosephineBakhita）的一生：「她在七歲被擄走並賣作奴隸，在殘
暴的主人手上受盡折磨。可是，她明白一個意味深長的真理：每一個人、每一個
人類生命的真正主人是天主，而非任何凡人。這個經歷成為這位謙卑的非洲女兒
偉大智慧的泉源。」
每一個基督徒如要為世界結出更多美果，將取決於他有多大的聖德。西非主
教團教導我們說：「我們蒙召以新福傳的精神接受福音，並幫助所有已受洗基督
徒的成長，藉此宣講福音，為使你們不論在何時何地，都承擔你們地上的鹽和世
界的光的角色。」
你不要怕設定崇高的目標，不要怕讓天主愛你和使你自由。不要害怕接受聖
神的領導。聖德不會削弱人性，因為聖德是人性的軟弱與恩寵的力量相會。畢竟，
如李昂 博爾所說，生命中「唯一傷心難過的，（…）就是未能成聖。」

107 年 10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10/20、10/21 211 讓我們來朝拜
上主
10/27、10/28 233 上主伸出你聖
手

奉 獻 曲
106 奉獻歌

謝聖體曲
200 司祭子民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你

114 我是生命之糧

禮 成 曲
294 你們應當稱謝
天主
349 我已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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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區 報 告   

1. 10 月 21 日(主日)為普世傳教節，請教友多多為普世福傳工作祈禱，奉獻袋
放在後面櫃子上請教友慷慨奉獻。
2. 10 月 24 日(三)，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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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月 27 日(六)，上午 09:30 教友江玉蓮姐妹的公子張世璋弟兄與鄒英爽小
姐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下午 2:00 吳健瑜先生與林玲曲小姐將於本堂舉
行結婚典禮，請教友參加並給予新人祝福。上午 06:30 彌撒暫停一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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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0 於
聖殿內舉辦『讚美感恩音樂饗宴』，歡迎教友或慕教友共襄盛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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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因本堂主保堂
慶，堂區內停車位不足，請依堂區交管人員指揮至適當自費停車場停車，並
請儘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6. 11 月 3 日(六)，為追思已亡日，上午 09：00 教區在高松墓園公唸玫瑰經，
09:30 舉行追思已亡彌撒及祭祀禮儀，請教友參加並為亡者祈禱。上午 06:30
彌撒暫停一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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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為青年祈禱

錢盛義神父
吳孟哲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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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23(二)20:00

為罪人悔改祈禱

杜勇雄神父
申榮賓神父

10/19(五) 20：00

為弱勢族群祈禱

10/20(六)2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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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