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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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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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主顯節 p.46 
讀 經 一 

(上主的榮耀以照耀在你身
上。)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十，
1~6 

讀 經 二 
(因著基督，眾人都是恩許的

繼承者)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

書 三，2~3a 5~6 
福   音 

(我們從東方來朝拜君王)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1~12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主顯真愛救世人 

    牛認識自己的主人，驢也認識自己主人的槽，以色列卻毫不知情，我的百姓

卻一點不懂。」（依 1：3） 

    這讓我聯想起聖奧思定的祈禱：「主啊！請幫助我認識禰，並且在禰內認識

我自己」。的確很多時候我們並不太認識自己，但卻以為真的認識別人？有神學

的思想提到：「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天主，並不是天主！」看到這段話開始產生疑

惑了嗎？它的意思是說：天主存於永恆的動態當中，我們能認識祂的部份也在變

動之中，祂不可能為我們現在的認識而限制住，祂不斷的在向世人顯示祂自己，

透過耶穌基督降生的奧蹟，天主親臨人間，在聖經裡、生活中、祈禱內、夢境、

靈感。正如主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

2：52）。這種從內而外逐步成長，是全人的長大。有時可惜的是「每個人都會變

老，但卻不一定會長大！」希望每位跟隨主耶穌的人，成熟、穩定、溫暖、仁愛、

忍耐、良善，善解神意與人意，明智、節制、意志堅定。修德行善，信望愛三超

德，智義勇節四樞德。四樞德與三個超性之德，他們分別出現於聖經中。「若有

人愛慕正義，應知道：德行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因為她教訓人節制、明智、公義

和勇敢。」（智 8:7）三個超性之德多次分別出現於新約中，聖保祿更把他們放在

一起講：「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格前 13:13）；

「穿上信德和愛德作甲，戴上得救的望德作盔」（得前 5:8）；「藉著耶穌我們得因

信德進入了現今所站立的這恩寵中，……我們知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

在我們心中了。」（羅 5:2-5） 

 



為高雄女中高三學生祈福 

    一月三日下午兩點由雄女的林校長跟林姓家長會長，加上十多位家長代表，

來到聖殿為高三考生祈福，這次雄女高三學生共有八百多人。簡單的致歡迎詞

後，獻上祝福禱詞：主耶穌請禰開啟這些考生的智慧，讓她們在學習知識時有獲

得真理的喜悅，減輕她們面對考試的壓力，釋放準備功課時的負擔，求禰以無比

的愛支持與輔助她們面對即將到來的考試。成功順利時不驕傲自滿，失敗挫折時

不氣餒！ 

    最後以聖水祝福一張小卡片，這卡片由學生家長亦是本堂教友，個人出資購

買 1000 張贈送祈福考生。卡片內容：不要因挫折失敗而沮喪。你已經盡了最大

的努力，這才是最重要的（德蕾莎修女）。以天主聖三的聖名降福作結束。 

 

《殿小二小小工作報告》 
    這一週我們在德恩樓下，有了三台腳踏健身車，一個九成新的大櫥櫃擺在善

功樓會議室，最明顯的是一個大的 Q版大頭公仔娃娃，他替我們招攬新慕道成員

當廣吿立牌。希望路過的行人不會再受到驚嚇了，聽說上次教宗穿白衣的人形立

牌，讓夜間路過的行人嚇一跳，半夜還有人站在聖殿門口，穿白衣⋯⋯，後來為了

某些易受驚嚇體質民眾的平安而收起來了，這實在是太可惜了，不然我還想加碼

做一個「殿小二」的人形立牌湊熱鬧呢！以上三樣這些禮物還有一些可用的木

板，要感謝張豐藤弟兄及聖殿聖母會的贊助，使我們能夠將這些物品再善加利用。 

    聖誕節過後辦告解的人數銳減，主日彌撒前半小時的在告解室，也沒有什麼

人來求和好聖事，難道大瞻禮後，教友就神聖的不會讓罪侵犯了？希望真是如此

才好。戶外告解亭的業務也提早收工結束了，（冬天到了，不想折騰教友跟殿小

二了），但聽告解之志依然熱誠的歡迎有需要的教友，每台主日彌撒或耶穌聖心

彌撒前，都熱心省察良心的聖潔，然後再前來領受和好聖事。 

108 年 1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06、1/07  05 普天同慶 20 奉獻歌 35 三王來朝歌 09 救主降世  

1/12、1/13 203 上主是我的牧

人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祢 
341 耶穌我等待祢 236 來與我們此路

同行 
1/16、1/17 212 我主耶穌是生

命源 
112 奉獻 124 我渴望領主聖體 234 在主內常喜樂 

1/23、1/24 214 主賜其子民力

量 
254 主今日接觸我 123 吾主至聖體 332 有主與我同在 

1/30、1/31 225 人類生命的道

路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你 
322 耶穌祢到我心裏 320 主啊!求祢差遣

我 



      堂 區 報 告       

1. 1 月 6日(主日)，主顯節，教宗為幫助全世界受苦的兒童慈善工作祈禱，請

教友慷慨為全國宗座善會奉獻，奉獻袋放在後面櫃子上。 

2. 1 月 6日 (日)上午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屆時請常務理事出席開

會。 

3.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於 1月 6日(日)結業，下學期將於 2月 17 日(日)下午

02:30 開學，寒假期間請督促孩子與家人一同參與彌撒。 

4. 1 月 9日(三)，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5. 1 月 10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6. 需 2018 年抵稅收據證明的教友，請於 2019 年 1 月 13 日前向秘書或黃瑞珍

姐妹登記。 

7. 108 年維持費捐獻袋已全數放置完畢，如有遺漏或錯誤的教友，請告知秘書

或出納張理利姐妹，將盡速為各位補上。 

8. 玫瑰聖母聖殿 108 年輕有氧伸展健康操正式開課：自 1月 4日(五)起 

每周五上午 9：00～10:00，地點：德恩樓一樓，報名相關內容請洽小

鐘修女或秘書。 
 

《一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每日奉獻禱文 

    首先，在一天的開始，誦念「每日奉獻禱文」，把自己一天的生活獻給天父；

在聖神的光照中，並藉聖母瑪利亞的轉禱，使自己的奉獻與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

牲，以及今天在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結合起來，為救贖人靈，賠補你我以及世人

的罪過，並為教宗的總意向與福傳意向祈禱。每日奉獻禱文可以採用現成的經

文，也可以用發自內心的話編成一篇心禱。 

每日奉獻就是傳福音  

    許多時候，身為教友的我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從事傳福音的工作；因為我

們每天忙於求學或工作，我們並沒有為別人講道，引領他們領洗，加入教會。可

是每天的奉獻祈禱，確實能讓你我參與教會的傳教工作。所以我們說， 每日奉

獻就是傳福音。 

每日奉獻禱文 

仁慈的天父，在一天的開始，我把我今天的祈禱、工作、痛苦和喜樂， 

完全奉獻給你。願這結合於你聖子耶穌十字架上犧牲的奉獻， 

透過聖神，並在聖母的助佑中，能與今天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聯合， 

達到救贖人靈，並實現本月教宗的總意向 

與福傳意向的功效。（說出意向）阿們。 

2019 年 1 月總意向：為年輕人和瑪利亞的榜樣 
   願年輕人，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年輕人，能效法瑪利亞的榜樣，答覆

天主的召叫，將福音的喜悅傳給世界。 



§ 2018 年 12 月份大事錄 § 
12/1(六)1.10:00 本堂教友曾世偉弟兄與潘奕靚姊妹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  
       2.11:30 王靜婉小姐與李漢文先生於本堂舉行婚禮祝福。 
       3.09:00 於中心大樓二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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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開始辦和好聖事。 
12/02(日)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12/0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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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五) 9:00 為新亡者吳昭仁弟兄(聖名味增德)舉行殯葬彌撒。 
         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12/8(六)  9:00 王善祺姊妹與崔倬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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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堂舉行婚禮祝福 
         20:00 三重天主堂由 10 位神父帶領 40 位教友前來彌撒。 
12/9(日) 本堂約 95 位教友前往參加萬金聖母聖殿主保慶典。 
12/12(三) 11:00 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宜冠到天皇學院 63 人參訪。 
12/13(四) 17:00 教堂宗座傳信大學公學院院長及外交部歐洲司專員參訪。 
12/15(六) 08:30 樂仁幼稚園聖誕節慶祝儀式。 
         20:00 彌撒中舉行新舊任神父交接。 
12/16(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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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00~8:30 本堂為慶祝聖誕，舉辦聖誕「喜樂」市集。 
12/18(二) 9:00 香港朝聖團左神父帶領前來舉行彌撒及參訪。 
12/22(六)9:00 為新亡者王潘麗盆姐妹(聖名依搦斯)舉行殯葬彌撒 
12/23(日) 10:00 舉辦「跨世代聖經問答比賽」。 
         17:30~20:00 舉辦【將臨期平安饗宴共融晚會暨辦桌餐會】。 
12/24(一) 21:00 子夜彌撒約有近千位前來參與。 
12/25(二) 6:30 黎明彌撒，20:00 日間(天明) 彌撒。 
12/28(五)14:00 香港在俗道明會 25 位參訪。 
12/29(六) 10:00 為新亡者賴袁樹蘭姊妹 (聖名葛萊蒂)舉行殯葬彌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