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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八主日 p.228 
讀 經 一 

(在人未發言以前，不要讚美他) 

恭讀德訓篇   

二七，4-7 

讀 經 二 
(天主賜給了我們因耶穌基督 

所獲得的勝利。) 

恭讀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十五，54-58 

福   音 
(人心裏充滿什麼， 

口裏就說什麼。) 

恭讀聖路加福音 

 六，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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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的話》 
  《祭壇》 

 主啊，由祢僕人舉起，破碎的祭壇是由心為材料，眼淚築成 :  

 每一部分皆由祢手所造， 

 並非出於任何工匠之手， 

 唯一以心，當成磐石， 

 並非出於他人，而是由祢來裁切， 

 不論我心的哪一部分，都符合祢手設計，為了要讚揚祢名。 

 因此，若我能持守平安， 

 這些石塊將讚美祢，永不停歇! 

 喔，請讓祢有福的犧牲歸於我， 

 並讓這個成聖的祭壇歸於祢。 

 

－喬治· 赫伯特－ 

這位可敬的英國聖公會的牧人，也是出名的詩人，出身教養優異，他在鄉下

教會服務，在上主的愛裡充滿詩意的神職生活，雖然壯年離世，他依然透過詩集，

宣報主的慈愛永遠長存！ 

    <祈禱外一章>科學告訴你：祈禱的力量有多大？ 

我們平時遇到煩惱，痛苦時，無路可逃時，常會不自覺地禱告。禱告也是基

督宗教的一種重要儀式。那禱告到底又多大的力量呢？科學能否通過實例來證

實？ 

 史托維爾（N.J.STOVELL)是美國一位傑出的科學家，過去是一位無神論者，

曾耗費許多時間與精力跟其他科學家研究原子的秘密，在其工作過程中，他常遭

遇一些無法求得解答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獲得以後，不但有助於科學，也改

變他個人的人生觀。 

 以下是他親自告訴我們的一個實例：神的力量是正的，魔鬼的力量是負的 



我是一名科學家，曾是無神論者。我那時認為：神不過是人們自己想像出的幻影，

我不相信宇宙間有一位愛我的全能真神。 

有一天，我在一家醫院做一個大實驗，想通過這個實驗，瞭解當人瀕死時，

人腦所發生的變化。為此，我們選擇了一位罹患腦癌的婦人，她精神十分正常，

是基督徒，對人友善。她自己知道，將不久於人世。 

我們在她病房裡，放了一個有高度感應性的記錄器，這個儀器可以顯示她死

前的一霎那腦子所發生的變化。另外，我們在她的臥床上，又安置了一個很大的

麥克風，這樣如果在臨終前，她說話，我們可以聽見。我們五位科學家站在隔壁

的房間裡，焦急地等待著。 

那位將死的婦人的最後時刻到了，忽然通過麥克風，我們聽到她在祈禱和讚

美神，她懇求神寬恕所有在她生前冤枉她的人，然後以充滿的信心對神說：「主

啊！你是你僕人唯一可信靠的力量。」她接著感謝上帝在她生前給與力量支持

她，並確信她是屬於耶穌的。她向神應允，不管她如何遭受痛苦，對神的愛決不

改變或減少。她提到耶穌的血赦免了她的罪，她講話時顯示了令人無法形容的幸

福，最後她表示，心裡無限喜悅，並期待將與神見面。 

 我們被這婦人臨終前的禱告深深感動了，她說的話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

我從沒有如此哭過，甚至忘記了我們正在做的實驗。這婦人還在祈禱著，突然從

儀器傳來了滴答聲，只見指針指到了正五百度，並且還要衝過這個最高界限，可

見這個婦人禱告時所放射出的能量，已經超過了我們儀器上的最高刻度。 

這個科學實驗，我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一位向神禱告、與神交通的垂死

婦人，其腦波放射的能量，竟然超過一家對全世界廣播的無線電台輸出能量的五

十倍。這驗證了得過諾貝爾獎的醫學博士卡歐爾曾所講的一句話：「祈禱是產生

能量最強的一種形式。」 

為了完善我們的實驗，我們選擇了一位精神近於瘋狂的人，當我們把儀器安

裝好後，讓護士想辦法激怒這位病人，那病人隨即發怒，不斷辱罵，甚至說出褻

瀆神的話。儀器再度發出滴答聲，我們震驚地發現，指針指到了負五百度，並且

還要超過指針上的限定。 

這兩個實驗，以科學的方法證實了：神的力量是正的，魔鬼的力量是負的。 

就在我聽那位瀕死的婦人向神切切禱告時，我無神論的人生觀開始消失。我想：

如果沒有神，是誰在傾聽她的祈禱呢？我為自己以前的無知感到羞愧。 

我後來接受了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成為了一名充滿喜樂的基督徒。現在我

知道了，藝術家們在耶穌頭的周圍繪上光圈，不是出於他們的想像，而是真實神

性的具體表現。 

耶穌所放出的光輝。今天依舊存在，神的力量在獲得他赦免罪惡者的生命中

顯露了出來。耶穌說過：「聖神將要降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且要

為我做見證。」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答唱詠 詠 92:2-3, 13-14, 15-16 

 

【答】：上主，歌頌你的聖名，是多麼美好！ 



 

     堂 區 報 告       
1. 原訂 3月 3日 (日)傳協常務理事會議，延後至 3月 10 日(日)。 

2. 3 月 6日(三)，聖灰禮儀日，守大小齋，晚上 08:00 舉行彌撒，並在彌撒中

祝福及撒放聖灰，請教友踴躍參與。上午 06:30 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守大、小齋須知》凡滿十八歲至五十九歲的教友，應守大齋，除了放棄

食熱血動物的肉類外，一天只許食飽正餐，其他二餐可適當進食些許食物，

其他時間（除了三餐外）只許飲流汁飲品。滿十四歲至十八歲的教友，只守

小齋：除了放棄食熱血動物的肉類外，一天三餐按正常用餐。 

3. 3 月 6日(三)，晚上 07:30 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4. 3 月 7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  

5. 自 3月 7日(四)起，晚上 07:30 堂區於中心大樓四樓新開慕道班，請教友介

紹尚未領洗的親朋好友，或是想再慕道的朋友們，一同來參與。 

6. 已申請抵稅證明的收據部分已放置於維持費袋中，尚未拿到的教友請向秘書

拿取，若內容有疑問或錯誤請向秘書詢問。 

7. 3 月 16 日(六)，09:00 四旬期避靜活動，主講人是施炯堃神父，請教友一起

來參與避靜活動。要參加的教友請於 3月 10 日前於教堂後方桌上報名表登

記報名，以便統計午餐人數。 

8. 3 月 30 日(六)，上午 09:00-12:00 於中心二樓舉辦專題講座【整合台灣教

會 160 年來的傳教工作及教會發展史】，將邀請 150 週年專題報導編輯者楊

嘉欽主任來主講，當天同時也邀請林吉城神父分享 160 周年傳教尋根之旅，

歡迎教友踴躍參加。 

 
 
━為教區【天主教在高雄 160 周年全年度活動經費】募款━ 

捐款者 奉獻 捐款者 奉獻 

李凱文 50,000 張美惠 7,000 

林恆雄 1,000 林劉秀菊 1,000 

林英玲 1,000 林英玨 1,000 

楊明翰 500 徐春玉 2,000 

常豫湘 10,000 張花足 3,000 

郭瑞銘 2,000 黃慶中 10,000 

杜楊秀英 1,000 無名氏 8,000 

白淑霞 5,000 傅燕萍 1,000 

  劉怡靈 2,000 

目前已累積募集金額:$246,571，分配募款目標金額仍不足$253,429 元 

~~期望主內弟兄姐妹慷慨解囊~~ 

 



§ 2019 年 2 月份大事錄 § 
02/01(五)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02/02(六)  教區奉獻生活日，神父於佳平法蒂瑪聖母堂舉行共融及進修活動。 

02/05(二) 1.春節大年初一，上午 09:00 舉行春節彌撒暨祭祖典禮。 

          2.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辦【主是平安團圓來相聚(團聚茶會)活動】 

          3.春節期間 2月 6日~10 日，平日及主日彌撒照常舉行。 

02/08(五) 10:00 為周星燉弟兄與楊素珠姊妹賢伉儷舉行金婚感恩彌撒，重發婚 

           姻誓願。 

02/10(日)  10:15 於善工樓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02/13(三)  11:00 宗座聖童善會前來舉行彌撒。 

           20:00 於第六區陳春枝姊妹家中家庭祈禱 

02/17(日)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於下午 02:30 開學。 

02/18(一)  10:30 田中耶穌聖心修女會張總會長，帶領修女們及部分菲律賓教 

        友，陪同越南峴港教區鄧德銀主教及神父朝聖之旅來訪，全團 48位。 

02/23(六)  09:30 樂仁幼兒園平安祝福禮。 

           11:00 印尼信仰團體前來舉行彌撒。 

02/20(三)   1. 9:00 為聖功會黃麗琴修女舉行殯葬彌撒。 

            2. 20:00 於黃瑞珍姊妹家中家庭祈禱。 

02/27(三)  20:00 於第四區陳斯美姊妹家中家庭祈禱。 

02/28(四)  15:00 花蓮天主堂 80 人朝聖。 

           15:00 新竹教區楊梅法蒂瑪天主堂 43 人朝聖。 

           14:00 台東太麻里天主堂 54 人朝聖。 

 

1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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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 292讚美主耶穌 254 主今日接觸我 237 我是主羊 231 跟隨我 

3/9、3/10 57 回歸父家 112 奉獻 333 主我要真心依靠 349 我已經決定 

3/16、3/17 40 苦路頌 14 獻於天主 36 耶穌我等待你 40 十字聖架 

3/23、3/24 64 我心憂傷 109 罪人罪重無可奉獻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32 歸回 

3/30、3/31 68 十字聖架 104 奉獻身心(二) 124 我渴望領主聖體 227 主我願更親近

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