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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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主受洗日 p.49 
讀 經 一 

(上主的光榮將顯示出來， 
凡有血肉的都會看見。)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四十，1~5 9~11 

讀 經 二 
(祂藉聖神及更新的洗禮救了我們)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鐸書  
二，11~14；三，4~7 

福   音 
(耶穌也受了洗； 

當祂祈禱的時候，天開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三，15~16 21~22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在善工樓二樓的陽台上停了一艘海洋型的獨木舟，那是六年前一位慕道者得
知我將調往海邊的教堂（佳冬），專程送來的禮物，感謝主！六年過去在佳冬天
主堂從沒淹水嚴重到要出動這艘小船，只有在想像時出現過划船畫面；來到玫瑰
聖殿，就把它再帶來了，停靠在愛的港口。船身寫著：划向深處祈禱工作。以下
就做一些信仰反省與分享。 
    教宗方濟各 1月 9日上午在保祿六世大廳主持公開接見，省思了《路加福音》
的經文（11:9-13）。教宗表示，我們相信天主將俯聽我們的祈禱，一切祈禱都將
獲得俯聽，這就是耶穌邀請我們堅持祈禱的原因。 
    福音記載，耶穌說：“你們求，必要給你們”。教宗強調，因著聖神的恩賜，
祈禱能改變現實或我們的心。因此，“祈禱從現在起是克勝孤獨和絕望的勝
利”。事實上，在生命的盡頭，有一位父親在張開雙臂等待我們。 
    教宗表明：“祈禱能改變現實，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祈禱必將帶來改變，
或者改變事物，或者改變我們的心。祈禱從現在起成了克勝孤獨和失望的勝利。
在祈禱結束時，在我們祈禱的時間結束時，在生命的盡頭：會怎麼樣？有一位父
親張開雙臂等待著我們每一個人。讓我們注視這位父親吧！”我們的天父⋯⋯ 
    關於「工作」，耶穌遂向他們說：「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
（若 5:17）本篤會的座右銘“祈禱、工作和學習”聖本篤在修道院中提倡符合人
性的平衡生活。讓生活中的工作、祈禱維持平衡。正如一艘船的兩邊船槳，一個
祈禱、一個工作，如果只有單單划一邊，只會原地打轉，所以要以祈禱生活與工
作生存，「划向深處」！ 
    接下來談談要划向何處？摘錄上智出版書名：划向深處 — 穿越信仰的低潮
的推薦文：「聖經中耶穌曾向捕魚的老手伯多祿傳授「心得」：划向深處。原來靈
修如捕魚，需要向遠處、深處撒網，划到深處，也是划到我們心底深處，在那裡，
基督與我們會面，走向更深的連結。提及信德的危機，「信德的危機或契機，並
不只是圍繞在我們與基督的關係上，也牽涉到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的鄰居、上
司，以及我們想去幫助的人。」可想而知，不單單抽象地談理論性的神學課題，



而是信仰與生活、人生環環相扣，密不可分，在在挑戰信仰在生活喜與憂中的實
在位置。 
   “Crisis”(危機)是負面的東西，人性使然，沒有人想遇到，但靈修歷程中，
危機必然出現，甚至是靈性進深的必經路徑。迎向危機，與危機相處，邀請基督
與我們划到深(心)處，更明白自己，更肖似祂；更面對自己的不濟，更學會愛自
己、愛天主、愛人。文 ‧ 佳美」 
    天主教在高雄福傳 160 年，玫瑰聖母聖殿做為首站福傳的起點，如同引領三
賢士找到救主耶穌的那顆「異星」，照亮、引領人認識救世主。引用張春申神父
的話：「教會的重要工作之一，即是應用種種方法，促使教外人先對人生最深的
問題，認真地詢問與尋找；並藉著聖言與聖事，引領人朝拜與奉獻。也是一般教
友在同教外人來往中，最應注意的。」四個重點：詢問、尋找、朝拜與奉獻。回
顧以往展望未來，期勉主內一家，划向深處，祈禱、工作！ 

     堂 區 報 告       

1. 需 2018 年抵稅收據證明的教友，依教區新方式，個人若方便提供身分證字

號，公司提供統一編號，將於報稅時電腦自動帶入資料。若有需要者，請於

1月 13 日(本主日)前向堂區秘書或黃瑞珍姐妹登記，以利後續作業。 

   ＊請注意：由於主教公署會計即將關帳，逾期將無法補開收據＊。 

2. 1 月 16 日(三)，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1 月 17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 

4. 1 月 19 日(六)，下午 2:00 陳盈盈姊妹與郭悅恆先生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

撒，請教友參加並給予新人祝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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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自即日起每周五上午 9：00～10:00 舉辦年輕有氧伸展健康操，地點：

德恩樓一樓，報名相關內容請洽小鐘修女或堂區秘書。 

7. 3/1(五)將於雲林斗六體育場辦理全國聖體大會，堂區租用一部遊覽車，費

用為每人 500 元，報名截止至 1/20 止(含教區報名 200、午餐+車資+保險) ，

名額以 40 人有限，欲報名參加者，請向堂區秘書或黃瑞珍姊妹報名登記。 

                 ~~~全國聖體大會時間~~~  

    08:30~09:50 「雲林縣立體育館」報到  

    09:50~12:05 致詞、聖體微電影、鄒族舞蹈表演、歌頌讚美、教理、見證     

    12:05~13:15 用餐及休息 

    13:15~16:30 感恩聖祭--聖體聖血節、朝拜聖體、聖體遊行、聖體降福    

8. 明愛券已義賣結束，若有需開立抵稅收據者，請於 1/27 前填妥明愛券左方

「存根聯」，交給明愛組組長或黃瑞珍姊妹。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8 年 1 月 06 日傳協常務第三次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 月 6日 10 時 30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慶中                                    紀錄:楊豐隆  
指導神師:林作舟神父 
出席理事:蔡文隆、許淑貞、徐朝亮、黃彥鈞、宋耀宗、溫菀禎、張理利、許琇 
         慈、陳治榤、黃國泰、黃凱驛、楊豐隆、王昭雯、林新沛         

一、主席報告: 

     1.歡迎新本堂林作舟神父，希望在神父帶領下大家一起共融團結合作。 

     2.為本堂聖誕節禮儀及市集做檢討報告，及今年 160 開教週年規劃。            

二、各組報告: 

   1.牧靈組: 

     a.春節後，將於 2/13 開始安排各區每周三家庭祈禱時間為晚上八點開始。 

     b.今年的四旬期避靜日期，訂於聖母軍 3/9(六)及本堂 3/16(六) 。 

     c.將規劃 4/28~5/10 期間，安排一天為新領洗者及新慕道者靈修朝聖之旅。 

   2.福傳組: 

     a.在聖誕子夜彌撒完成了十位成人三位小孩受洗禮禮儀，其中部分人員還 

       在福傳師帶領下繼續慕道學習及參加讀經班。 

    b.週三的慕道班還持續有八九位成員進行慕道，且經常會帶點心來互相共融 

       分享，相信他們在復活節領洗後，也會參與侍主愛人的工事。 

    c.徵召數名聖殿聖堂清潔志工，來維持聖殿的清潔，使我們有一所乾淨舒適 

      的祈禱聖所，希望大家一起分工合作來維護最珍貴美麗的聖殿。 

  3. 家庭組:教區為慶祝今年 160 周年在 9/29，規劃 160 對重發婚姻聖事，以結 

     婚周年 50、40、 30 以上優先登記，並向教宗申請婚姻降福權狀，申請費 

      用 2000 元。 

  4. 禮儀組:  

a.感謝各組協力，雖然有些小地方不順暢，但也圓滿完成子夜彌撒禮儀， 

  希望大家能共同討論為今年聖誕做規劃準備。【神父指示】:主教建議不須額 

  外製作聖誕禮儀本，以聖祭禮儀本為主，領洗禮儀名單再外加進去即可。 

  另外子夜彌撒可分為兩台晚上八點及十一點，可以吸引更多外教朋友一起參 

  與聖誕節氣氛，禮儀及餐會時間再知會主教。 

   《子夜彌撒及主顯節可由提供教友禮物一起分享共融》 

   b.2/5 過年初一早上 0630 彌撒取消，合併到早上九點春節初一彌撒過年團拜。 

    5.活動組: 

   a.第一次辦聖誕喜樂市集也圓滿成功。【決議】:今年通過繼續辦市集，但 

    市集盈額需與攤販協調，捐出作為公益使用，利於弱勢團體補助。 

   b.今年餐會是否繼續由這次餐點廠商續辦，以及今年的餐會時間。 

  提議:可以用問卷方式詢問教友，及 10/27 160 週年(教區)主保擴大餐會。  



   c.聖誕節餐會可用餐點方式，大家可以一起共融餐聚。 

  6.明愛組:a.明愛劵已在 1/6 全數義賣完畢，感謝大家的支持及認購。 

           b.本月申請急難救助金件數共 3件，其中 2件通過並核發 16000 元 

             急難救助金;另一件因審議不通過未予補助。 

           c.目前各區區長的年曆部分尚未發送完畢，原因是因為有些區民資 

             料錯誤導致發送困難，屆請堂區秘書宛臻統一彙整更新，以利後 

            續作業。 

9. 聖召組:a.今年 3/1 聖體大會，本堂名額 40位，名額人數有限，請教友踴躍 

報名參加，費用為每人 500 元。(含教區報名 200、午餐+車資+保險)欲報名

參加者，請洽堂區秘書宛臻或黃瑞珍姊妹報名登記。 

三、議題討論及決議: 

    1.下個月開會時間 2/3 更改到 2/10，會議後可以自由參加餐會，餐會費用自 

      費參加人數可向傳協秘書菀禎登記，以利訂桌事宜，費用每人 600 元。 

    【決議】:通過 

※日期:2月 10日 會議結束後，春酒共融餐會。地點:海王子(中華三路161號) ※ 

    2.2019 整年度行事曆內容，是否有各善會變更。 【決議】:通過 

    3.本堂指示牌已老舊及會議室的白板更新更換，已請總務作更換工作 

     【決議】:通過。 

    4. 2/5 春節團拜彌撒後可辦共融餐會，可以邀請教友自由提供餐點奉獻，讓 

      過年的氣息更佳完善團聚再一起，由活動組策畫。【決議】:通過 

    5.可以邀請 160 位首次來玫瑰聖殿共祭的神長，帶領教友來朝聖並留下美好 

      的回憶，時間為早上 0630 彌撒及 1730 彌撒。 

    6.2019 台灣青年日＆ 玫瑰聖母聖殿寄宿家庭招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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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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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2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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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27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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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