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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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常年期第四主日 p.213 
讀 經 一 

(我選定了你作萬民的先知。) 

恭讀耶肋米亞先知書  

一，4~5 17~19 

讀 經 二 
(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三德， 

但其中最大的是愛。)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十二，31~十三，13 

福   音 
(耶穌正如厄里亞和厄里叟一樣，祂

被遣而來，不只是為了猶太人。) 

恭讀聖路加福音 

 四，21~30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堂 區 報 告       
1. 《玫瑰聖母聖殿深感與有榮焉》  

2019 年巴拿馬世青閉幕彌撒上，來自五大洲青年代表全球青年做奉獻。 

玫瑰聖母聖殿的王思偉弟兄披著本國國旗，代表亞洲青年奉獻酒水，當將獻

禮交到教宗手中的那一刻，有一種巨大的溫暖，五位青年都激動落淚，也感

受到要如同聖母媽媽一般勇敢答覆自己生命的召叫：「主，我在這裡。願照

祢的話，成就於我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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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事平安―團圓來相聚(團聚

茶會)活動】，及闖關活動，請教友踴躍參加。 

3. 2 月 6日(三)，晚上 07:30 慕道班因過年期間暫停一次。 

4. 2 月 7日(四)，因過年期間當日 09:30 守聖時取消。  

5. 過年期間 2月 06 日~10 日，平日及主日彌撒照常舉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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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原訂 2月 3日 (日)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延後至 2月 10 日(日)。 

8.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將於 2月 17 日(日)下午 02:30 開學，家中有五歲以上兒

童請鼓勵來上主日學。 

9. 請教友將家中的聖枝於 2月 17 日前拿來聖堂，以備聖灰禮儀使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 2019 年 1 月份大事錄 § 
1/01(二)  元旦，天主之母節，06:30 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09:00 舉行【天主教在高雄開教 160 週年開幕禮感恩祈福彌撒】。 
1/03(四)  10:30 由胡明良神父帶領香港朝聖團前來舉行彌撒。 
1/04(五)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1/06(日)  1. 主顯節，為宗座傳信善會奉獻。 
         2.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3.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結束。 
1/11(五) 世和旅行社-蘇州教區張家港市後騰天主堂前來參訪。 
1/16(三)  1. 9:00 永航旅行社 20 人參訪。 
         2. 9:30 麥米倫幼兒園三個班級參訪。 
1/19(六)  9:00 為新亡者黃天松弟兄(聖名若瑟)舉行殯葬彌撒。 
1/19(六)  14:00 陳盈盈姊妹與郭悅恆先生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 
1/20(日)  10:30 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1/22(二)  9:00 新竹市退休教師及親友參訪團 39 人參訪。 
1/23(三)  1. 10:30 為新亡者劉瑞麟弟兄(聖名劉方濟) 舉行追思彌撒。 

2. 1/23 有兩位可敬的修女蒙主恩召，聖母聖心會的陳秀美修女
（聖名若翰），聖功會許錦絨修女(聖名 Ambrosia)，同時分別在
1/26 上午舉行殯葬彌撒。特別是陳修女在本堂服務長達十年之
久，當天由林神父、主席及 30 多位教友至台中主教座堂參禮，
公祭禮時獻唱：玫瑰聖母，感念多年服務。 

1/26(六) 9:00 為聖功會許錦絨修女(聖名 Ambrosia) 舉行殯葬彌撒。 
1/29(二) 9:00 花翎旅行社 61 人參訪。       

２０19 玫瑰聖母聖殿春節期間彌撒 
2 月 5 日(二) 上午09:00 春節 

大年初一 
舉行春節彌撒 
暨祭祖典禮 

2 月 7 日(四) 上午06:30 平日彌撒照常舉行 

上午09:30 守聖時暫停一次 

2 月 6-10 日 上午06:30 過年期間 平日彌撒照常舉行 

 

108 年 2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堂訊啟示:二月十日停刊一次              恭恭賀賀新新禧禧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2/02、2/03 225 人類生命的道

路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祢 
322 耶穌祢到我心裏 320 主啊!求祢差遣

我 
2/05 207 普天頌揚上主 113 屬於祢 119 渴慕天主 343 歡樂謳歌慈愛

恩主 
2/09、2/10 211 讓我們朝拜上

主 
292 讚美主耶穌 127 除免世罪主羔羊 332 有主與我同在 



除夕感恩禱詞  
    全家在吃團圓飯（年夜飯）之前或其他合適的時間，團聚在家庭中的十字架、
或耶穌聖像、或天主聖三聖像前（可擺鮮花、點蠟燭……），由家長或其他成員
擔任主禮、領導舉行以下儀式。  
【開端禱詞】(主禮者領導劃十字聖號，然後念以下禱文) 
    創造宇宙萬物，掌管人類歲月的天父，在這舊的一年除夕，我們全家團聚在
一起，懷著感恩的心情，追念在過去一年中，祢賜給我們的種種恩惠，向祢獻上
我們的祈禱與讚頌；也求祢降福我們全家，使我們善用祢賞賜的歲月，今生忠實
地侍奉祢，來世與祢在天鄉歡聚。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恭讀聖經】(默禱片刻，然後讀聖經)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五 16, 20-21, 25, 33；六 1, 4）  
    你們要善用每個機會，因為目前的日子很險惡，要努力充滿聖神。要用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之名，為每件事，常常感謝天主父。你們要懷著敬畏基督的心互相
順從。  
    你們作丈夫的，應當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教會捨命。作妻子的
也應該敬重丈夫。你們作兒女的，要聽從父母，這是基督徒的本分。作父母的，
不要惹子女發怒，要用主的規範和訓誡教養他們。－－上主的聖言。  
全體：感謝天主。  
【祈禱文】(讀經後可默思片刻，然後念以下禱詞) 
領：慈愛的天父，感謝祢在過去這一年賜給我們種種恩惠，尤其在此除夕使我們

全家平安地團聚一起。我們讚美祢，衷心感謝祢。  
答：天父，我們永遠讚美祢。  
領：祢恩賜祢的聖子耶穌基督，在過去的歲月裡，作我們的道路，領導我們奔向

天鄉。我們讚美祢，衷心感謝祢。我們自知生活中未盡好身為基督徒的職責，
在這年終的時刻，懇求祢寬恕我們的種種過錯。  

答：上主，求祢垂憐。  
領：祢恩賜我們一個家，使我們在生命的旅途中，能互愛互助，度和諧安定的生

活。我們感謝祢、讚美祢。也求祢寬恕我們家中有時候違反愛德，破壞和
諧安寧的過錯。  

答：上主，求祢寬恕。  
領：祢恩賜我們藉聖經和基督建立的聖事獲得滋養和力量，善度基督徒的生活。

我們感謝祢、讚美祢。但是我們也為在過去一年的生活中，常疏懶怠惰，妄
用祢的恩寵，懇求祢大發慈悲，扶助我們的軟弱。  

答：上主，求祢助祐。  
領：祢恩賜我們全家今晚歡聚一起，共度佳節，特別感謝祢。我們也想到那些破

碎的家庭，以及無家可歸的人們，求祢對他們廣施慈愛，使他們得到善心人
士的關愛與幫助，而享有內心真正的平安與喜樂。  

答：上主，求祢俯聽。 （可加念其他意向） 
【結束禱詞】(然後可以由主禮向聖像獻香（可用線香），獻香後念以下禱詞) 
    慈愛的天父，今晚蒙受祢的鴻恩，使我們全家能團聚在祢台前，為此我們感
念不已；願我們的祈禱與讚頌，猶如馨香上升到祢台前，求祢悅納。在過去的歲
月中，我們所犯的辜恩負義，違背主命種種罪惡，求主寬恕；我們也決心定志，
靠主仁慈助祐，善用祢所賞賜的無數恩惠，努力榮主救靈，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
主基督。阿們。  

然後大家一起念天主經，最後可唱一首合適的歌曲作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