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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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P.300 
讀 經 一 

(那寡婦用一把麵， 

做了一個小餅，給厄里亞拿來) 
恭讀列王紀上 

 十七，10~16 
讀 經 二 

(基督只一次奉獻了自己， 

為除免大眾的罪過)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九，24~28 
福   音 

(這個窮寡婦，比所有向銀庫裏投前

的人，投的更多) 
恭讀聖瑪爾谷福音 

 十二，38~44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教會禮儀年再過二週即將結束，教區及堂區都在規劃新的年度行事曆。舊的

即將過去，新的即將開始，為我們最重的是共同反省過去的一年中，在信仰的核

心「愛主愛人」上，我們是否盡力心盡力的實踐福音的教導？或尚有很多努力的

空間？在將臨期中，我們將舉辦退省，一起來檢視我們的信仰生活，並相互勸勉，

在成全的路上彼此扶持，讓今年比去年好，新的一年會比今年更討天主歡心。希

望兄姊們能排除一切障礙，給天主一個機會，也給自己空出一些時間，讓我們在

聖神的帶領中，更加親近天主。 

    十一月傳協常務理事會中，對聖誕節慶祝活動規劃有：1.聖誕節佈置一聖殿

內由禮儀組負責；聖殿外及馬槽廣場由活動組負責。由於明年是建堂160年的喜

慶，元月又是九個月大敬禮，由第一總鐸及本堂負責的月份，希望聖誕節期的佈

置能夠配合明年的慶祝活動。因此，邀請160堂慶籌備小組也能參與其中，共同

聖堂歷史發展至今的相關資料與馬槽及聖誕佈置結合展現出來。我們需要好好的

集思廣義，藉此，使我們能緬懷過去，效法先賢，達成熱情福傳的效果，也讓參

訪者更多的機會認識我們教會。教友家中如有堂區歷史的文物，都能提供給小

組，使展出的內容更加豐富。2.12/2 將臨期第一主日下午彌撒後舉行點燈活動。

3. 12/16 主日將與本堂教友吳益政議員團隊合辦聖誕市集，為聖誕節暖身活動。

4.擧辦聖誕節晩會餐會：由於節慶在平日，教友參與不便，故提前于主日晚上擧

行。這些活動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希望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為牧

靈福傳盡份心力，使耶穌的誕生充滿愛和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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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11 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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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新沛、許琇慈、宋耀宗、陸淑寬、董佩 

          玲、許家榕、段逸茜、黃重霖、張理利、王昭雯。 

一、 主席報告：10/28 堂慶大家辛苦了，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再請大家提出討論。

今天會議議程稍作調整，先從聖誕節活動議題開始討論，接下來才進行各

組工作報告，讓議題可以充分討論。 

二、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聖誕節活動準備事項，由活動組報告。主要分為四個重點，聖誕馬槽佈置、

聖誕點燈、聖誕市集、聖誕晚會。 

a. 聖誕馬槽佈置已經請職青和李耀庭建築師一同參與規劃。規劃的主題

是『從歷史到現今教會生活所建立的馬槽』，期許透過馬槽佈置帶領大

家了解以及進入聖誕節。今年聖誕樹的佈置規劃由全體教友一同參

與，11/18(日)早上彌撒後將在德恩樓進行聖誕裝飾小物製作，活動組

將準備材料供教友製作，並請姊妹會準備餐點共融。『神父指示』：聖

誕佈置將一直持續到元宵節，應慎選材料，由活動組全權規劃，各組

請全力協助。 

b. 聖誕點燈規劃在 12/2(日)下午彌撒後 17:30。『神父指示』：請先將具

體辦法文字化，。 

c. 聖誕市集目前與吳益政議員服務處討論，希望可以在 12/16(日)共同

舉辦。目前規劃方向攤位的部分需再詳細規劃。希望透過市集可以吸

引更多外教朋友參加以增加福傳機會。請福傳組及 160 籌備小組能規

畫攤位提供福傳機會。『決議』：請活動組與議員服務處詳細討論，申

請本堂前市中路封路舉辦，降低本堂停車空間的影響，也可以讓活動

場地延伸更寬廣。『神父指示』：封路請依規定申請，也仔細規劃封路

範圍及預留道路，以免影響周邊居民交通出入。 

d. 聖誕晚會預計以辦桌餐會的方式舉辦。今年 12/24 剛好是星期一，辦

理活動時間上不恰當，因此規劃在 12/23(日)下午彌撒後，會有將臨

期儀式引導教友到辦桌會場。預計最多 60桌，一桌十人，每桌本堂補

助一千元。餐會中將有摸彩活動，經費十萬元。『神父指示』：每桌預

定費用、菜單、數量，請活動組與三家辦桌外燴廠商接洽比價後，公

告給教友知道並報名。 

2. 160 籌備小組經常性事務將積極規劃文創小物。也將全力支援聖誕馬槽佈

置、聖誕市集活動。每星期日早上彌撒後都會在德恩樓二樓開會討論，有

任何想法也歡迎一同參加。『神父指示』：160 籌備活動，第一總鐸區一月

份將負責規畫三個方向 

a. 靈修方面，將緬懷過去先賢的精神，效法先賢熱情福傳。 

b. 尋根活動，請陳治榤弟兄規劃福州到廈門尋根朝聖之旅。 

c. 專題報告，教會 160 年來，傳教及牧靈工作的發展過程。 



3. 討論本堂明年度行事曆。『主席指示』：討論後的行事曆，請堂區秘書公告

於本堂公佈欄，讓本堂教友可以預留時間參加重要活動。 

三、 各組報告： 

1. 總務組： 

a. 聖堂景觀燈燒毀，維修遇到的困難點是景觀燈買不到了，只可以請廠

商訂製，一次訂製量需 50 顆，一顆 1,000 元，本堂景觀燈共有 20 顆。

請大家討論並決議如何後續進行。『決議』：請廠商訂製 50顆，並且一

次性將現有 20 顆燈泡換下，達到光度均勻的效果。其餘的燈泡及換下

來堪用的燈泡先存放在本堂留做庫存。 

b. 鐘樓漏水問題維修更是困難，目前找不到有能力的廠商施作維修。文

化局有來文願意協主本堂作維修並做整體規劃，請理事討論並決議。

文化局已經到本堂現場勘查照相。『決議』：請文化局評估後，由文化

局處理後續維修。『神父指示』：請總務組長為聯絡人，負責和文化局

接洽。 

 

      堂 區 報 告       
1. 11 月 14 日(三)，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2.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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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鼓勵教友查經及多認識有關煉靈的聖經章節，本堂聖經組特於今年煉靈月

舉辦「聖經裡找鬼」有獎徵答活動，獎品多達千元以上，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詳細活動辦法及題目已放置在教堂入口處，請大家於後交回給楊宛臻秘書或

小鐘修女，或上網填答。上網填答時，要按「送出」才算完成啊！ 

4. 11 月 17 日(六)，晚上 6:00 於河邊香蕉碼頭餐廳舉辦【宗座傳信善會「有

您，世界更美好」感恩愛宴】，目前本堂尚有 30 個免費名額，欲參加者，

請於 11 月 14 日前向秘書或黃瑞珍姊妹報名。 

5. 聖誕節除了以歡欣喜悅的心迎接小耶穌的降生，同時也是一個與家人共聚的

時刻，邀請教友 11 月 18 日(日)，10：30~13：30(含午餐共融)於德恩樓一

樓廣場，一同透過佈置及裝飾馬槽，準備迎接小耶穌的來臨。有意參加者，

請於 11 月 14 日前向秘書或黃瑞珍姊妹報名。 
6. 教區明愛會將於 11 月 18 日(日)，晚上 06:00 於本堂舉辦「愛的饗宴」辦桌

餐會，堂區當日將於上午九點彌撒後管制車輛進入，並請教友於上午彌撒

後，儘速將車移出，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7. 12 月 1日(六)，上午 09:00 舉行將臨期避靜活動，此次的主題是「聖經裡

的耶穌基督」，主講人是高儒安神父，請教友一起來參與避靜活動，要參加

的教友請於 11 月 25 日前於教堂後方桌上報名表登記報名，以便堂區統計午

餐人數。為響應教會的呼籲，避靜將不提供瓶裝水及餐具，請參加者自備餐

具及水瓶。 

 



§ 2018 年 10 月份大事錄 § 
10/02(二) 09:00 為新亡者林啟峰弟兄 (聖名若瑟)舉行殯葬彌撒。 

10/03(三) 19:30 堂區新開慕道班。 

10/05(五) 1.14:00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30位參訪。 

          2.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10/06(六) 11:00 天主教花蓮教區延平堂區 70 位朝聖參訪。 

10/07(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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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9: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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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日學『竹山玫瑰堂』朝聖之旅。    

10/08(一) 9:00 寶島假期-馬來西亞團體 32位參訪。        

10/9(二) 19：30 於嚴宗權弟兄家中家庭祈禱。 

10/11(四) 14:00 捷立力旅行社-香港朝聖團神父帶領 40位教友舉行彌撒。 

10/14（日）上午彌撒中，為 65 歲以上弟兄姐妹或有重病之教友傅油。 

10/19(五) 16:00 外交部偕同教宗全球祈禱網路總負責人傅德立神父參訪。 

10/20(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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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與文生堂共租用一台遊覽車前往。 

         2.14:30 天主教台中教區合興聖母聖心堂 36位朝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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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三)1.11:00 嘉義教區-崙背天主堂 40位教友朝聖參訪。 

         2.14:00 香港朝聖團神父帶領 29位教友舉行彌撒及參訪。 

10/27(六)1. 09:30 教友江玉蓮姐妹的公子張世璋弟兄與鄒英爽小姐於本堂舉行 

            婚禮彌撒。 

         2.14:00 吳健瑜先生與林玲曲小姐於本堂舉行結婚典禮。 

10/28（日）慶祝主保堂慶，早上 09:00 彌撒取消。 

           13:30~2:45 於聖殿內舉辦『主保 讚美 感恩』音樂讚美活動。 

           15:00 玫瑰堂開教 159 週年暨主保堂慶感恩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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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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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1/11 203 上主是我的牧

人 
233 上主伸出你聖

手 
322 耶穌祢到我心裏 236 來與我們此路

同行 
11/17、11/18 227 主我願更親近

你 
105 隨同神父 283 接近天主 257 慈光歌 

11/24、11/25 131 基督君王的侍

衛 
112 奉獻 341 耶穌我等待你 326 你是榮耀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