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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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常年期第二主日 p.205 
讀 經 一 

(新郎怎樣喜愛新娘， 
你的天主也要怎樣喜愛你。)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二，1~5 
讀 經 二 

(一切神恩，都由唯一而又同一的
聖神，隨心所欲，分給每個人)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十二，4~11 
福   音 

(這是耶穌顯的第一個奇蹟， 
是在加里肋亞的加納行的) 

恭讀聖若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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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的行為始於相信謊言 

   我們必須與婚姻中的各種謊言進行鬥爭。真理會讓我們得自由(若 8:32)。天

主能夠拯救一切! 

作者：比爾·艾利夫 (Bill Elliff) 

文章來自：家庭生活 
    試想一下，如果你在一對未婚夫妻結婚前幾周見到他們，多半他們會激動
不已地描述他們是怎樣地相識相戀，準新郎會驕傲地講述他是如何安排了一個
完美的浪漫夜晚，來提出那個重大的人生問題。 
    然而，接著他們卻讓你大吃一驚：“所以我們想結婚，生幾個孩子。一開
始我們會非常地相愛;然後我們會開始爭吵，討厭對方;再過幾年，我們就會離
婚。” 
    有誰會為了離婚而結婚呢?然而，現在的離婚率確實驚人。在我們教會，
有相當多的人曾被離婚深深地傷害過。他們要麼是自己離過婚，要麼是感受過
父母離婚、親人離婚的痛楚。 
    雖然離婚是如此地普遍，但我還是相信，大多數的離婚原本是可以避免
的。請將這句話牢記在你的心版上：每一個錯誤的行為都開始於對謊言的相
信。我們的文化催生出很多欺騙人的言論，能迅速地摧毀婚姻。以下就是這方
面的八大謊言： 
謊言一：“我的幸福是婚姻中最重要的東西。” 
    作為一名牧師，我數不清有多少人曾對婚姻的破裂進行過這樣的辯解：
“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天主希望我幸福。” 
    然而，根據天主的話語，配偶個人的幸福並不是婚姻的目的。 
聖經《哥羅森書》3章 17 節說：“你們無論作什麼，在言語上或在行為上，
一切都該因主耶穌的名而作，藉著他感謝天主聖父。雖然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
為了榮耀天主，然而唯有人類是按照天主自己的形象被造的。通過婚姻，丈夫
與妻子要反映出天主的品性，生養的兒女也要反映出天主的品性……直到永
遠。 
    其實每樁婚姻中都有煩惱，每樁婚姻中都有衝突，每樁婚姻中都有困難。
但是，只要定睛在天主的旨意和他的榮耀上，而非定睛在個人的幸福上，那麼
每個人都可以在婚姻中活出喜樂。 



謊言二：”如果我不再愛我的配偶了，就應該離婚。” 
    婚姻失去了愛是件很悲慘的事，然而失去了人的愛卻能叫我們進入一種更
深的愛，那就是神的愛。那種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永不止息(格前 13
章)，甚至會去關心自己的仇敵。 
    在婚姻中，當來自人的愛消亡的時候，夫妻能夠進入他們一生中最為激動
的探險之旅：學習怎樣去用天主的愛來愛對方。《羅馬書》5 章 5節告訴我們：
“聖神將天主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謊言三：“我私底下的淫行不會對我的婚姻造成影響。” 
    很多人以為，我可以在家裏私下觀看色情內容。那只關系到我和我的雜
誌、電腦……不會影響到我的婚姻。 
    事實上，婚姻中的合一正在受到淫亂的劫持。保祿在《格林多前書》6 章
15 節中說道：“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
娼妓的肢體嗎?” 
    在二十一世紀，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讓人與娼妓聯合：通過身體，通過雜誌，
通過電腦影像等等。保祿的建議對於今天來說仍然和幾千年前一樣，那就是要
逃避淫行(格前 6:18)。 
    如果你將自己情感方面和性方面的精力都用在了別人身上，那麼就不會再
有什麼留給自己的配偶了。那些不斷地觀看色情內容或進行性幻想的人其實是
在把自己孤立起來。 
謊言四：”我的罪(或配偶的罪)如此地深重，我只有離婚了。” 
    事實上，天主可以修補我們的失敗——無論是怎樣的失敗。聖經說要彼此
饒恕，就像主在基督裏饒恕了我們一樣(哥 3:13)。如果有人對某人有什麼怨
恨的事，要彼此擔待，互相寬恕；就如主怎樣寬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寬恕
人。 
“但是，”你可能會問，“《瑪竇福音》19:9 不是說了嗎，當存在淫亂的情
況下，天主是允許離婚的?”是的，我相信確實如此，不過，那指的是經過一
段比較長的時間都沒有悔改。同時，那段經文裏沒有任何地方指出天主命令人
要離婚。當存在性犯罪的時候，我們應該設法挽回婚姻，從而表現出天主的饒
恕是何等地長闊高深。 
    從性犯罪中悔改的人，與饒恕了他們的配偶之間的婚姻，讓我學到一些最
偉大的生命信息。他們今天的生活，就是對《岳厄爾書》2 章 25 節所說真理
的鮮活見證：“……(蝗蟲)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 
謊言五：“我嫁/娶錯了人。” 
    很多人曾跟我這麼說，比如，因為他們的配偶不信主，所以他們可以自由
地離婚。“我原本以為他/她會成為一名基督徒，但是並沒有，所以我們就得
離婚了。”他們想起自己當初就知道這是一個錯誤，但還是選擇了結婚，希望
錯誤能夠得到糾正。還有一些人則聲稱他們的結婚對象與自己不太般配，對方
並不是自己真正的“靈魂伴侶”。 
    然而，在婚姻中，錯誤的開始並不能成為下一個錯誤的正當理由。“我們
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羅馬人書》8章 28 節說，“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
愛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 
    為人這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天主告訴我們不要效法
這個世界。相反，我們要被改變，首先從我們的心思意念開始。這樣，天主就
會把我們生活中真正的需要賜給我們。天主對我們的旨意是善良、純全、可喜
悅的(羅 12:1-2)。 
    對於已婚人士來說，關鍵是：聖經清楚地講明了不要離婚(除非是在性犯
罪方面很長時間都不悔改)。只要我們願意信靠天主，天主能叫我們生命中最
糟糕的事情互相效力，使我們得益處。 
謊言六：“我的配偶跟我性格不合。” 
    我並沒見過多少丈夫與妻子真的剛結婚就合得來。在婚姻中，天主把兩個
有缺陷的人聯合在一起。 



    如果我想對配偶的軟弱之處做出正確的回應，那麼天主就會教我饒恕、恩
典、無條件的愛、憐憫、謙卑，以及破碎。一個相信耶穌基督的人生命有所長
進，不僅是因為對幸福的回應，還有對困難的回應。那些軟弱之處正是困難的
一部分。 
所以，《哥羅森書》3章 12-13 節教導我們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
忍耐的心。……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配偶的軟弱之處其實並不是障礙，
相反，它們是通往靈性成長的途徑。這就是讓人得自由的真理。 
    如果我願意無條件地接納配偶的缺點，那麼我的愛就不會再以對方的表現
為基礎了，我就不再會說：“你不能辜負這些期望”。我能夠接納我的配偶，
包括 
接納他的軟弱在內。這種接納將會打開轉變之門，不僅是為配偶，也為我自己。 
謊言七：“破壞婚姻的盟約並不會讓我和孩子們受到傷害。” 
一個家庭中一旦發生了離婚事件，總是會留下傷痕的。這方面我有親身感受。
雖然在我父親搞外遇、同我母親離婚的時候，我已經是個成年人了，但這件事
的影響幾十年後仍然還在。離婚引起的很多後果從來沒有消失過。 
    布雷克·哈德斯佩斯是教會的青少年牧師，他也很能理解離婚之痛。當他
父母離婚的時候，他才 5歲，所以對他來說，很難理解神作為天父的概念，很
難相信其他的人。“我最為相信的兩個人分開了。”他還曾覺得很難接受來自
他人的愛：“因為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正地愛我”。不僅如此，布雷克還因此
對婚姻產生了恐懼：“我是否也會步入離婚的浪潮?因為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
離婚了。” 
    布雷克的父親甚至還給他寫過信，說：“這是我一生當中所做的最糟糕的
決定。真的很糟糕，傷害了你，傷害了我們的家庭。當我和你母親離婚的時候，
我其實是和我們的家庭離婚了，因為我破壞了盟約，而我們都是這個盟約的一
部分。” 
    他的父母後來都各自再婚了。布雷克說他們都接受了福音，因此他很願意
接受來自他們的建議和鼓勵。他說：“看到福音在我母親和父親身上發揮出顯
著的作用。” 
謊言八：”我的婚姻沒有希望，無可救藥了。” 
    這可能是所有謊言中最具毀滅性的一個。在超過四十多年的婚姻輔導當
中，我看到神幾千次地施行看似不可能的拯救。在每樁垂死的婚姻中，他需要
的僅僅是兩個願意信靠的人。神知道如何帶領我們走出自己陷入的泥潭。 
    我會跟這些人說起查克和安這樣的夫婦，他們曾經陷入毒品和酒精當中，
後來天主重建了他們的家庭。還有李和格雷格，他們曾捲入多起婚外情當中，
天主把他們帶回到基督裏，也帶回到彼此的身邊，現在他們有六個孩子，還有
一個婚姻事工。吉姆和卡羅爾夫婦原本都已摘下了婚戒，住在不同的臥室，準
備分居，然而天主救贖了他們。 
    當你開始覺得自己的婚姻沒有希望了，要想到，“為人這是不可能的；但
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瑪 19:26) 
    我們必須與婚姻中的各種謊言進行鬥爭。真理會讓我們得自由(若 8:32)。
天主能夠拯救一切!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堂 區 報 告       

1. 1 月 20 日(主日)，早上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2. 1 月 23 日(三)，上午 10:30 為新亡者劉瑞麟弟兄 (聖名劉方濟)舉行殯葬彌

撒，請教友參加並通功代禱。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1 月 24 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4. 3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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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名額以 40 人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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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0 於玫瑰聖母聖殿集合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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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 賦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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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月 5日(二)，春節大年初一，上午 09:00 舉行春節彌撒暨祭祖典禮，邀請

教友一起向天主拜年，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辦【豬事(主是)平安―團圓來相聚

(團聚茶會)活動】，及闖關活動，凡於時間內完成闖關任務者，即可獲得「大

吉大利小福袋」乙份，(限量 15 份)，歡迎組隊參加，每隊人數 4 名，提早

報名將可於當天領取小禮物一份，請教友踴躍參加。 

7. 過年期間 2月 06 日~10 日，平日及主日彌撒照常舉行。 

8. 2/19-3/3 台灣燈會將在屏東大鵬灣舉行，天主教將設 100 坪的展區，耗資

300 多萬元，請教友踴躍捐款。 

10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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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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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大鍾、小鐘修女祈禱】 

大鍾、小鐘修女回台中參加年避靜：1/2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