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8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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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將臨期第二主日 p.12 
讀 經 一 

(天主要對你顯示祂的榮耀。) 
恭讀巴路克先知書  

五，1~9 
讀 經 二 

(為使你們直到基督來臨的日
子，常是潔淨無瑕的。)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一，4~6，8~11 

福   音 
(凡有血肉的， 

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 
恭讀聖路加福音  

三，1~6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將臨期第二主日，將是末鐸在聖殿六年多的日子中最後一週的服務，也是堂

訊「神父的話」最後一篇信仰分享的完結篇，從此劃下句點，並向大家告別的時

刻。 

    神職生涯已近35戴，自己把它共分四階段：首先，前七年與各青年團體生活，

學習「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米六：8）之後有十年的

時光在學校機構與知識份子和社會人士學習「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

子。」（瑪十：16）又過十年，有幸在修道院從事培育工作，與修士教學相長中，

學習如何成為牧人，謹記勿做庸工「你們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卻不牧養

羊群：瘦弱的，你們不扶養；患病的，你們不醫治；受傷的，你們不包紮；迷路

的，你們不領回；遺失的，你們不尋找，⋯⋯。」而要學習善牧基督：「我要親自

牧放我的羊，親自使他們臥下，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回；受傷的，

我要包紮；病弱的，我要療養；肥胖和強壯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義牧放他們。」

（則三四：3-5；15-16）六年多的時光，很榮幸的來到玫瑰聖母聖殿，希望「願

主使你們增加彼此間的愛，也充滿對眾人的愛，正如我們愛你們一樣。也願祂堅

定你們成聖的心，等到我們的主耶穌和祂的眾聖者來臨時，使你們在我們的天主

父前，無瑕可指。」（得前三：13）現在即將到新的牧場，已感到力不從心的老

態，感嘆「你年少時，自己束上腰，任意往來；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

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往陌生的地方去。」（參若二十一：18） 

    無論如何，在這六年多的光蔭真是我蒙恩的日子，很愉快的和修女、同工、

傳協主席和理事、善會、團體、志工共同合作、學習、服侍我們的堂區，謝謝大

家對我的關懷、支持、忍耐、和承受帶給你們的負擔，你們都一一逾越過這段旅

程。讓我為你們祈禱，在新的本堂帶領下，能找到更豐盛的草場，使你們得到靈

性生命的滋養，並在彼此精誠合作下、一起開拓基督神國，而使天主聖名時時受

頌揚。再見了，我深愛的玫瑰家族，主祐平安、喜樂！ 

 



      堂 區 報 告       

1. 12 月 12 日(三)，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2.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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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日(六)，晚上 8:00 彌撒中舉行新舊任神父交接，請教友踴躍參加。 

4. 12 月 16 日(日)，上午彌撒結束後於中心大樓二樓舉辦新舊任神父交接共融

餐會，請教友踴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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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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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前完成繳費取票。 

6. 160編輯室《愛在百年流轉間》(玫瑰堂160週年紀念專刊)訂於12月9日(日)

上午及下午彌撒後在聖母亭前舉辦【手寫聖誕祝福卡及免費代寄】活動，代

寄服務範圍台、澎、金、馬，隔日寄出。收件人姓名和地址請寫在信封正面，

寄件人地址請寫在信封背面；每件代寄聖誕卡現場封緘，投入聖堂造型信

箱。付郵寄送前均加蓋玫瑰堂活動專用郵務戳章。歡迎大家一起在聖誕節將

臨之際傳遞手寫的溫暖，願來自天主的祝福藉此送予更多人。(註：聖誕卡

寄送本堂神父可免寫地址)   

107 年 12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調 2∕4 74            選民復興後的祈禱            聖詩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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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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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7 年 12 月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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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佩玲、陳治
榤、黃彥鈞、葛秋蘭、蔡玉桃、沈復華、曾華明、郭惠琦、鄭立倫、許雅各、段
逸茜、黃重霖、張理利、王昭雯、楊豐隆、魏榮傑、黃凱驛、嚴瑞能。 
一、 主席報告：今天會議有幾個重點。12/9 萬金聖母聖殿慶開教 157 年堂慶。

12/15、12/16 神父交接事項、茶會、聖誕市集。12/23 聖誕餐會。 
二、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12/15(六)，神父交接事項，由禮儀組報告。12/15(六)，晚上八點彌撒由
劉總主教主禮，神父交接儀式於領聖體後經之後舉行。『主席指示』：交接
所需的事項，請禮儀組與堂區秘書準備齊全，並且先給神父確認是否正確。 

2. 12/16(日)，早上於教友中心二樓舉行神父迎新送舊茶會。下午聖誕市集
準備事項，由活動組報告。 
a. 早上茶會於 11:00 開始，會計組協助餐點的準備工作，10:00 開始佈

置擺設餐點。當天由聖母軍協助會場佈置，活動組負責主持流程。 
b. 下午聖誕市集 14:00 開始，13:00 各攤位將陸續報到，攤位報名非常

踴躍，總共 34 個攤位，12/15 下午廠商將會到場搭棚。晚上活動會場
會架一個表演舞台。市中路面對聖堂右邊車道、聖堂右側及德恩樓、
人行道為活動場地，車輛請停在善工樓前廣場。14:00~16:00 將以聖
堂歷史及聖誕活動為主題舉辦集點闖關活動，主日學孩子將參與闖關
活動。『神父指示』：固定停在聖堂的車輛，請通知車主移車。請議員
服務處和雄女協調停車場出借事宜，活動前公告給教友知道。『決議』：
聖誕市集活動期間，車輛將會進進出出，請活動組與保全公司接洽，
外包付費負責當天全程停車場交管事宜。 

3. 12/23(日)，晚上聖誕餐會，請活動組報告。 
a. 辦桌外燴廠商已經請出納組出面接洽，已經選定廠商並簽約完成，五

千元一桌，每桌聖堂補助一千元，目前桌數報名已滿，12/22 廠商將
到場搭棚。摸彩品由許淑貞副主席負責採購。目前已有熱心教友提供
六萬元經費奉獻。『神父指示』：請活動組確認是否保留社區寒士桌次，
也請妥善安排座位。 

b. 今年將舞台規劃在榕樹下，今年由聖樂隊、學青、主日學、養生操、
牧愛協會表演，舞台可以提供 12/24(一)子夜彌撒時轉播使用，請總
務組協助螢幕及音響架設。 

c. 12/23(日)，聖誕共融餐會結束後，廠商會拆棚並清潔場地，請理事們
留下來監督。 

d. 今年 12/24 晚上彌撒後一千份餐點經費往年均有教友特別奉獻，今年
尚未有贊助費用，經費部分是否由本堂支應。『神父指示』：請宣導是
否有教友願意共襄盛舉，若沒有將由本堂經費支應。 

4. 開教 160 週年第一總鐸區會議決議事項報告，請鐸區秘書陳治榤報告。
11/15 鐸區會議，第一總鐸區計畫，以『緬懷過去~效法先賢~熱情福傳』
為主軸 
a. 靈修方面：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由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首台彌撒為

台灣教會 160 周年慶祝意向祈禱，爾後四個主日由第一總鐸區內各堂
輪流為此意向祈禱。『神父指示』：1/1 彌撒結束，請蔡副主席與禮儀
組規劃緬懷先賢的儀式，讓教友知道開教 160 周年的慶祝活動開始了。 



b. 行動方面：1/21~1/26 舉辦尋根之旅，實際走訪先賢傳教工作由廈門
開始，直到高雄。體會當時傳教工作的艱辛，同時也勉勵自己為下一
個 160 年的福傳工作努力。 

c. 專題報導：整合台灣教會 160 年來的傳教工作及教會發展史。邀請 150
週年專題報導編輯者楊老師專題演講。 

5. 2019/3/1 將在斗六體育場舉辦聖體大會，本堂區需有 40 名教友參加，
2019/1/10 前需繳交費用，一天來回的活動，報名費含車資保險及回程晚
餐，500 元/人。『神父指示』：由聖召組負責統籌規劃。 

6. 12/9(日)，萬金聖母聖殿慶開教 157 年堂慶，本堂出兩部車，聖樂隊一部
車，教友報名參加一部車。 

7. 蔡副主席提議，近期的三個大活動皆由活動組負責，負擔沉重，提議可以
由主席和兩位副主席共同分擔，為此可以經驗傳承和共同承擔。具體建議
許副主席協助 12/16 兩個活動。蔡副主席協助 12/23 活動。主席協助 12/24
及 12/25 活動。『決議』：通過，感謝主席和副主席全力支持本堂活動。 

8. 文化局整修鐘樓進度報告，請總務組報告。本專案補助款為二百萬元，文
建會補助 160 萬，高雄市文化局補助 40萬，若有其餘不足款由本堂自籌。
因為本堂目前找不到合格的維修廠商，現有本堂的配合廠商沒有能力維
修，可能還是需要文化局協助維修，文化局有專門的廠商負責維修。『神
父指示』：以不改變現狀為最重要的目標，必須以維持現狀的前提去維修。
『主席指示』：建議可以先和文化局討論，請之前善工樓重建小組可以接
下這個任務，當作下任本堂神父的定奪參考。 

三、 各組、各善會報告： 
1. 總務組：聖堂監控系統增加了 19 支鏡頭和兩顆儲存硬碟，原本的監控系

統電腦效能不敷使用，建議升級一台電腦主機，需要三萬五千元經費，替
換下來的舊電腦主機可以移撥給堂區秘書使用。『決議』：照案通過，新電
腦必須請監控系統廠商出具監控軟體版權使用證明書，確保本堂合法使用
權利。移撥給堂區秘書使用的舊電腦，請秘書組盤點軟體版權，避免使用
非法軟體給本堂帶來法律上的問題。 

2. 牧靈組：牧靈組組長改由黃國泰弟兄擔任。 
3. 聖樂隊：聖樂隊近期演出日程表如下，12/9(日)，參加萬金聖母聖殿堂慶

遊行，這次特別邀請岡山聖文生堂，由越南籍教友所組成的樂隊一同前往
萬金參與遊行。12/16(日)，聖誕市集將擔綱開場表演。12/23(日)，聖誕
共融餐會演出。聖樂隊因應近期表演需求，向傳協會請購一組銅鈸和一組
大鼓鼓棒，預算為 13,900 元。『決議』：照案通過，未來各組及各善會申
請經費時，請先把需求表提出並在傳協群組中先行公佈。 

4. 聖詠團：12/8(六)，台南老吾老養護中心報佳音，邀請八段錦團體共襄盛
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