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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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將臨期第一主日 p.9 
讀 經 一 

(我必由達味出生 
一枝正義的苗芽) 

恭讀耶肋米亞先知書  
三三，14~16 

讀 經 二 
(願主堅固你們的心，使你們
在基督來臨時，無可指摘。)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

人前書 三，12~四，2 
福   音 

(你們的救援近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二一，25~28 34~36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十一月是煉靈月，相信兄姊都藉此月份，為自己的祖先獻祭祈禱來表達我們

的孝思。每日我們也為教區已亡的神長、獻身生活者及堂區的亡者獻上我們的祈

禱，願慈悲的天父恩賜這些善良的子女都能蒙受永生真福。 

    結束煉靈月，很快又進入新的禮儀年度。教會是以將臨期為新的一年的開

始，這是一個希望與等待的時期，在此期中，我們有四週的時間，準備我們的身

心靈，以聖潔的生活以迎接耶穌的誕生。 

    「將臨期」的原文有「出現，到來」之意。所以在此期間，我們不只是為紀

念基督的第一次來臨而準備，更以喜樂、虔誠的心，期待基督在光榮中再次來臨。

此期的禮儀從聖殿的布置，到彌撒主禮的祭披，都按教會傳統呈現紫色，表達在

此期間每一位基督徒為迎接救主來臨，以悔罪、醒悟和期待、與天主和好來準備

自己。此期禮儀最特別的是將臨期第三主日，又稱「喜樂主日」，主日彌撒神父

穿著的祭披不再是象徵補贖的嚴肅紫色，而是鮮明活潑的粉紅色，這個顏色將預

報聖誕的喜樂。此期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在祭台旁「將臨圈」的佈置。特別謝

謝活動組長琇慈和她可愛的年青志工們，每天利用下班的時間，廢寢忘食的為我

們聖殿佈置將臨期圈及聖誕節的各項裝飾和活動。在將臨期的每個主日，我們在

將臨圈中依序點燃一支蠟燭，蠟燭的光，象徵著基督之光，亦是生命之光。提醒

我們那「普照每人的真光」（若一9）耶穌的降生，又近了一個主日。此期特別能

與教會熱忱的誦唸三鐘經。讓我們默想天使向聖母報喜，天主之子取了人的血

肉，通過聖母降生成人的奧蹟，使我們更深入體驗天主如何準備參與我們生命的

禮儀。 

    為準備救主的聖誕，我們內在藉昨日的退省以天主聖言及和好聖事為心靈大

掃除，願意用聖潔的居所迎接小耶穌。聖殿外在也需要佈置的美侖美奐、迎接救

主。此期，我們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來裝飾堂區。希望兄姊能配合及參與

各項的活動，使今年的聖誕節，因你我的付出化成乾草，使馬槽聖嬰倍感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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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潛伏於成聖旅程上的兩個仇敵》 

常被遺忘的教會訓導 
    教會一再教導說，我們不是靠我們的作為或努力成義，而是仗賴上主的恩

寵，是祂採取主動。早在聖奧思定之前的教父已清楚講論這個基本信理。金口聖

若望確認說：「在我們進入戰鬥之前」，天主已將所有恩賜的泉源傾注在我們身

上。聖巴西略強調說，信眾只有在天主內獲得光榮，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缺乏

真正的正義，並只能藉著對基督的信德才能成義。」 

    亞勞西加第二屆會議以教會權威堅定地教導說：誰也不能索求、靠其功勞獲

取或購買天主賞賜的恩寵，而且世人能夠與恩寵合作，全是因為事先獲賜同一的

恩寵：「即使是淨化的渴望也是由聖神灌注在我們內，使之在我們身上發揮作用。」 

隨後，特倫多大公會議雖強調在靈修生活的成長上，我們的合作相當重要，但也

重申以上的信理：「我們確認，我們是白白地成義，那是因為在成義之前，不論

是信德或作為，什麼都不足以獲取那成義的恩寵；因為『既然是出於恩寵，就不

是出於作為，不然，恩寵就不算為恩寵了』（羅11:6）。」 

    《天主教教理》也提醒我們，天主賜予的恩寵「超越人理性的瞭解能力和意

志的力量」， 以及「對天主來說，按嚴格的法理而論，人沒有功績可言。在天

主與人之間的不等是沒有限量的。」 祂的友誼無限超越我們，不能由我們靠自

己的作為換取，只能是天主出於愛主動賜給我們。這邀請我們對這種我們完全不

配獲得的恩賜，充滿喜樂感恩之情，因為「在人已經有了恩寵以後，已有的恩寵

不能算是功績之所得。」 聖人不會信任自己的作為：「上主，在今世的生命結

束時，我會兩手空空的站在你面前，因為我不求你細數我的作為。我們所有的正

義在你眼中都有所缺失。」 

    這是教會領受的重要信仰之一，天主聖言亦明確闡述了這信仰，沒有爭論的

餘地。我們應活出這個真理，一如我們應活出至高的愛的誡命一樣，因為這個真

理源自福音的核心，召叫我們不僅要在理智上接受它，也要使之成為源源不絕的

喜樂之源。然而，除非我們意識到我們的在世生命和我們的本性能力也是上主的

恩賜，否則我們無法以感恩的心，為上主白白賜給我們的友誼而歡欣。我們應當

「欣然察悉我們的生命是恩賜，並體認到我們的自由是恩寵。在今日世界，這不

容易做到，因為人們認為因其獨有的本性和自由，可爭取他們想要的事物。」 

    我們只有藉著自由地接納和謙卑地領受天主的恩賜，才能以自身的努力與天

主合作，日益獲得轉化。我們必須首先屬於天主，向等待我們的那一位奉獻自己，

向祂獻上我們的才能、我們的努力、我們與邪惡的博鬥、我們的創造力，好讓祂

白白的恩賜在我們內不斷增長和發展：「我以天主的仁慈請求你們，獻上你們的

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羅十二1）。就此而言，教會一直教

導說，只有愛德使我們的恩寵生命得以成長，因為「我若沒有愛，我什麼也不算。」

（格前十三2） 

 
 



      堂 區 報 告       
1. 12 月 2日(日)，上午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請全體理事出席開會。 

2. 12 月 4日(二)，上午 9:30 為新亡者王湯玉英姐妹(聖名無染原罪聖母)舉行

殯葬彌撒，請教友參加並通功代禱。 

3. 1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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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月 7日 (五)，晚上 8: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5. 12 月 8日(六)，上午 9:00 王善祺姊妹與崔倬傑先生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

撒；10:30 本堂教友鄭明進弟兄之女鄭琬貞姊妹與柯冠丞先生將於本堂舉行

婚禮祝福，請教友參加並給予新人祝福。上午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6. 12 月 9日(日) 上午 10:00 萬金聖母聖殿舉行開教周年感恩彌撒，堂區備一

台遊覽車為限，報名額滿截止，有興趣前往的教友，請向黃瑞珍姐妹報名，

費用每人 100 元；自行開車前往者亦請登記，以利統計所需便當數量。提醒

有報名參加 12 月 9 日(日)萬金聖母聖殿主保的教友，請於當天早上
07:50 於聖堂集合，08:0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7. 12 月 16 日(日) ，下午 2:00~8:30 本堂為慶祝聖誕，將舉辦聖誕「喜樂」

市集，讓我們一起透過市集，邀請親朋好友一同參與這個屬於「耶穌」的重

要日子。 

8. 12 月 23 日(日)，晚上 05:30 舉辦【將臨期平安饗宴共融晚會暨辦桌餐會】，

已登記尚未繳費的教友請於 12月 2日前完成繳費取票。 

   

107 年 12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調 2∕4 72           困苦中的祈禱(四)              聖詩二十四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2/01、12/02  26 快來至聖默西

亞 
109 罪人罪重無可

奉獻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8 天主聖子懇求

降臨 
12/08、12/09  32 將臨期進堂曲  35 奉獻曲 119 渴慕天主 236 來與我們此路

同行 
12/15、12/16  28 天主聖子懇求

降臨 
113 屬於祢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13 邁步前進 

12/22、12/23  26 快來至聖默西

亞 
105 隨同神父 127 除免世罪主羔羊 235 感謝天主 

12/24  聖詠團及學青負責安排 

12/25  聖詠團負責安排 

12/29、12/30  46 寒冬飄雪山野

靜 
112 奉獻  45 無數天使空際臨  38 普天下大欣慶 



§ 2018 年 11 月份大事錄 § 
11/1(四)  諸聖節。 

11/1(四)~2(五)舉行煉靈月敬禮，為追思亡者祈禱及彌撒，每晚 07:30 晚課， 

         08:00 彌撒。 
11/2(五)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與煉靈敬禮彌撒合併。 

11/3(六) 為追思已亡日，上午 09:00 在高松墓園公唸玫瑰經，9:30 舉行 

         追思已亡彌撒及祭祀禮儀。 

11/4 (日)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11/5(一)~9(五)，教區於真福山聯合司鐸年退省。 

11/6(二) 9:00 香港朝聖團神父帶領 33位教友前來朝聖並舉行彌撒。 

        14:30 三商旅行社-馬來西亞神父帶領 26 位教友前來朝聖並舉行彌撒。 

11/10（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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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30 知本天主堂神父帶領 40 位教友前來舉行彌撒。 

11/14(三) 14:30 朱健仁弟兄帶領 20位教友參訪。 

11/15(四)-20(二)高雄女中高三藝術生活課七個班級參訪。 

11/16(五) 9:00 正義高中 19位參訪。 

11/17(六) 1.16:00 寶島假期旅行社-馬來西亞朝聖團 33 位參訪 

          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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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日) 1.上午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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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區明愛會晚上 06:00 於本堂舉辦「愛的饗宴」辦桌餐會。 

11/19(一) 16:00 香港進教之佑聖詠團 20 位參訪。 
11/22(四) 16:00 日本朝聖團神父帶領前來舉行彌撒。 
11/27(二) 15:00 為新亡者胡余慧卿姐妹(聖名莫妮卡)舉行追思彌撒。 
11/28(三) 1. 9:30 為新亡者胡余慧卿姐妹(聖名莫妮卡)舉行殯葬彌撒。 
         2. 14:00 富達旅行社-易簡太極拳敦安隊 30 位參訪。 
11/30(五) 13:20~16:00 正義高中四個班級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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