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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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四旬期第二主日 p.58 
讀 經 一 

(天主與亞巴郎立約。) 
恭讀創世紀  

十五，5~12 17~18 
讀 經 二 

(祂必要使我們卑賤的身體，
改變得相似祂光榮的身體。)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三，17~四，1 
福   音 

(當祂祈禱時， 
祂的面容改變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九，28b~36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認識「試探者」與釋放祈禱 

    在我的除了堂區主任外，加上聖母軍海星督察區神師，還有神恩復興運動教區神

師，驅魔分辦師及驅魔禮召集人等，擔任後面這兩個職務，多少跟我信仰的經歷有直接

關係，25 年前我因爲參加聖神內的祈禱研習活動，一次強烈的經驗到真實天主聖神的

感動，就接受了主耶穌基督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救主，承認耶穌是主。從參加活動前準備

外教修道的狂熱，三天後直接轉變成渴望跟隨耶穌的熱血青年，耶穌直接召叫我：「使

我重生，成為門徒」。在我信仰的路上，王敬弘神父是一位特別的導師，雖然蒙主恩召

多年，但他的教導依然記憶猶新，願在聖神內懷念他，引用他的文章，藉以幫助教友們

在四旬期內，多少認識「試探者」的行動。 
 

醫治服務祈禱  王敬弘神父 
神思 第十期 一九九一年 

解除魔鬼壓抑的祈禱 
    耶穌在福音中也多次使附魔的人獲得自由，由於近代社會文化以及科技的發展，對
於魔鬼的存在和牠們能為害人的方式，有了很多的爭議。有些神學家認為魔鬼只是一種
惡勢力的象微，也有些人認為魔鬼完全像聖經文字上所講的一樣，是具有位格性的撒
殫，專門危害人類的。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關於這一點，我們無法在
這一篇短文中加以批判，我只能介紹在神恩復興運動中所有的經驗。 
按天主教傳統的倫理神學來看，魔鬼對一個人的影響和控制是有不同等級的。在傳統
中，所謂的「附魔」（possession）是當一個人被魔鬼控制，他已經沒有辦法自主地生活
了。對於這樣的人，平常主教要指定一位神父去用特定的方式來辨別他是否真的附魔。
一旦確定之後，主教要指定一位神父，專門為這個人用教會特定的驅魔儀式（exorcism）
為他祈禱。這種儀式沒有主教的許可，是不能夠隨意去做的。另外有一種人，他們雖然
受到魔鬼某種程度的影響和控制，但是基本上還能夠維持自己意志的自主性。這種人被
稱為「受魔鬼壓制」（oppressed by the devil）。為了幫助這種人，我們要為他作一個解
除魔鬼束縛的祈禱（prayer for deliverance）。按照傳統的倫理神學，神父、修女和教友，
都可以為別人做這樣的祈禱。但是當然必須知道要如何去做，才能發生實際的效果。 
   在為人作釋放魔鬼束縛的祈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分辨到底這個人的困難只是心



理或精神上的障礙呢？或是真的來自魔鬼的干擾？或是兩者兼而有之。所以面對一個有
精神異常現象的人，我們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用不同的祈禱方法，來看看這個人所受
到的困擾是否出自魔鬼的影響和控制。一般來說，受到魔鬼束縛的人，他自己會有某種
體會，很直覺地說他受到魔鬼的干擾。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並不能夠立刻無條件地接
受這種人的說法，而需要經過一些特殊的試測祈禱，以及藉著聖神引導的分辨，才能確
定他的正確性。一旦確定之後，就可以用解除魔鬼束縛的祈禱來幫助這種人。由於解除
魔鬼束縛的祈禱，牽涉到的神學、心理學和牧靈學的問題很多，對於實際上應該怎樣去
做這樣的辨別和祈禱，沒有辦法在這篇短文中加以介紹。 
可能有人要問：「魔鬼究竟用甚麼樣的方式，給人帶來束縛和壓制呢？」按照我在這方
面十八年的經驗，我體會到使一個人受到魔鬼的束縛和壓制最普通的原因就是迷信；比
如看相、算命、作邪法和巫術、與死人交往等等這一切正是現代科技發達的社會所充斥
的。許多人（包括教友在內），在生活中遇到困境，去尋求這類幫助，希望能夠「指點
迷津」或者「更改命運」。但是他們沒有體會到，在他們所尋求的幫助背後，都有一種
力量。就是這種不可知的力量才能給他指點迷津、更改命運。同時，他們沒有分辨這種
力量的來源到底是甚麼？絕大多數這樣的力量的來源都是那隱藏在後面的撒殫。 
    有的時候，人掉到這種魔鬼的陷阱中還不自覺，結果在生命中發生了一些痛苦的
事。等到他再想法把牠擺脫時，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了。可惜在這一方面，天主教的牧
靈學一直很缺乏研究和教導，使許許多多的教友在這方面上了當，受到相當嚴重的傷害。 
其次，有些人從很惡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從小在人格上就受到了很大的傷害，以致人
格好像有破洞，而使得魔鬼可以乘虛而入。另外，有些人在長大以後，在某些重大的罪
行上連續犯罪，慢慢也會受到魔鬼的控制而不能自拔。（王神父文章到此） 
    最後引用另一相關短文做結束，也是信仰反省： 
宗徒大事錄記錄了一件事：有些猶太驅魔者採用耶穌的名字，卻慘敗了，並且被附了魔
的人制服（宗 19:13-16）。這顯示可能錯誤地採用耶穌的名字，而且「唯有當一個人在
信德中與耶穌結合，並服從天主的旨意，耶穌的名字才揭示其真正的力量」。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108 年 3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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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文花 5,000 張愛敦 10,000 

鐘玉美 3,000 尚素麗 2,000 

無名氏 2,000、無名氏 5,000、無名氏 10,000、無名氏 3,000、無名氏 3,000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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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區 報 告       
1. 3 月 20 日(三)，晚上 0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2. 3 月 21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 10:30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晚上 07:30

新開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3 月 22 日(五)，晚上 08:00 舉行公拜苦路，堂區將於四旬期期間每週五晚

上 08:00 舉行公拜苦路，請教友參加。 
4. 為回應教宗四旬期的邀請，舉行「奉獻 24小時給天主」活動，自 3月 29

日（五）上午 7:00 至 3月 30 日（六）中午 12:00，請各善會團體或個人登
記出席敬禮時間，有意登記的教友可於後面桌子上報名表登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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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邀請楊嘉欽主任來主講，當天同
時也邀請林吉城神父分享 160 週年傳教尋根之旅，欲參加的教友請於 3月
24 日前於教堂後方桌上報名表登記報名，以便統計午餐人數。 

6. 3 月 30 日(六)，第三鐸區舉辦『天主教高雄教區開教 160 周年尋根徒步朝
聖』，劉總主教跟隨由鼓山露德堂 8：30 出發->徒步到會合點：河西路 228
和平公園->10 點祈禱後再徒步到玫瑰堂->11 點泰澤祈禱及聖體降福，請教
友參加。 

7. 若尚未領受堅振聖事之教友，請向鐘修女或秘書登記報名上課，以備六月九
日領堅振。 

8. 四旬期運動開始囉~今年的四旬期主題是「凡受造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
的顯揚」，後面櫃子上放有文宣品、貼紙及奉獻袋，邀請您利用各種行動體
驗，響應台灣明愛會愛德事工！ 

9. 聖方濟沙勿略堂之教友與具深厚聖經學背景及禮儀靈修涵養的杜敬一神
父，花了許多心血，為耶穌的族譜自創世紀起至耶穌為止，整理成一張彩圖，
將是查經的好幫手。目前中華聖經協會已用雙銅紙印製成 43*30 公分的紙
本，費用每張十元（盈餘捐給本堂）。有意者請向小鐘修女購買；數量有限，
欲購從速。 

10. 4 月 16 日(二)司鐸日，10:00 舉行祝聖聖油禮彌撒，12:30 於成功路漢來海
港餐廳共融，欲參加共融的修女、教友費用每人 1000 元，欲參加的教友請
於 4月 8日前向黃瑞珍姊妹登記報名。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8 年 3 月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8 年 3 月 10 日 10 時 15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慶中                                        紀錄：黃重霖 

指導神師：林作舟神父 

出席理事：蔡文隆、許淑貞、徐朝亮、宋耀宗、董佩玲、黃國泰、黃彥鈞、陳治榤、黃重霖、

張理利、楊豐隆、溫菀禎、魏榮傑、黃凱驛。 

一、 主席報告：今天會議重點討論事項如下 
1. 2019 年度活動經費，本堂募款責任額 50萬元。 
2. 160 周年紀念專刊籌畫小組召集人推薦。 
3. 160 周年重發婚姻誓願規劃。 
4. 復活節活動討論。160 周年主保堂慶活動策畫。 
5. 德恩樓廣告設計。 
6. 七月份台青寄宿家庭討論，本堂分配到 40位青年接待工作。 

二、 副主席報告：160 周年尋找失聯的羊，戶籍總體檢。是否有教友需要特別關
懷。請區長全力配合此活動。 

1. 第六區。本區至少有 20戶連絡不到，區長只有一人，力有未逮。 
2. 第四區。本區有 10 戶連絡不到，按電鈴也找不到人。 
3. 第二區。建議區民間要辦活動，是否可以發動各區的聯誼活動。 
4. 『決議』：未來區長交接時，要有交接資料，有失聯的教友要特別註記，

避免新任區長從頭找起，事倍功半。區民資料可以請堂區祕書幫忙。 



5. 『決議』：由蔡副主席負責聯繫區長，在 4 月份全體理事會議後，加開區
長便當會討論可行方案。 

三、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2019 年度活動經費，已募足責任額五十萬元。 
2. 160 周年玫瑰堂紀念專刊編輯小組召集人推薦。『決議』：本堂成立編輯小

組，將收集齊全的資料交由聞道出版社來負責編輯。『神父指示』：經多方
諮詢，將委由杜巧玲姊妹擔任本堂編輯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有曾麗惠老
師、林作舟神父、主席、兩位副主席一同參與收集資料重任。 

3. 160 週年 160 對重發婚姻誓願報告（家庭組、明愛組）。9/29(日)，
14:00~16:00。 
a. 3/14(四)，鐸區會議將印出初稿做報告。預計 4/1 起開始接受報名及

相關宣傳活動。 
b. 9/14(六)，下午 14:00 預演。 
c. 正式計畫出爐後，將開始預支經費使用。依 2月份全體理事會議決議，

將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向參加者收費，預支經費將還回，不會動支
本堂經費。 

d. 『決議』：若家庭組與明愛組人力吃緊請提出，各組將全力支援舉辦此
活動。 

4. 復活節活動討論。 
a. 『禮儀組』：聖週需確認主教是否主持禮儀。禮儀人員已安排妥當。 
b. 4/14 聖枝主日是否遊行。『決議』：遊行將採出大門後向右出發，繞經

英雄路、海邊路，繞行教堂一周的方式進行。 
c. 復活節在即，建議加開臨時會議討論活動細節。 

 
『決議』：通過，請各組組長敲定時間出席討論。 

5. 主保堂慶活動討論。 
a. 是否於彌撒後提供餐盒共融。『決議』：當日為辦桌共融，不再提供餐

盒。參加者自行付費，每人 500 元。 
b. 是否設計製作聖殿紀念品。『決議』：委由張理利姊妹統籌，不只為了

160 周年活動，可以讓設計出來的紀念品，常年可以贈與貴賓或是販
售給遊客使用。 

6. 德恩樓大樓廣告設計討論。 
『決議』：若無法找到本堂教友負責設計，將委由專業廣告設計公司製作。 

7. 七月份台青寄宿家庭討論。『牧靈組報告進度』：已找到 4 個家庭，可提供
10 位住宿。『決議』：請牧靈組繼續聯繫有意願家庭。如果最後沒辦法找足
寄宿家庭，備案就是借用德恩樓住宿。 

四、 各組報告 
1. 牧靈組。4/27(六)，新領洗者一日朝聖之旅，車資一萬元，請問可申請多

少補助。『決議』：依本堂辦法，車資補助 8,000 元。 
2. 聖召組。5/11(六)，09:00~16:30 在明誠中學舉行國際聖召節聖歌比賽，

費用是每人 100 元。請向李皇英、王韶婕姊妹報名。 
3. 總務組。目前總務組重點在於教堂省電的改善計畫。目前聖殿上方高空水

銀燈和聖殿外牆景觀燈還未施作，還在想辦法。 
4. 福傳組。復活節領洗人數為九位。新慕道班目前只有一位，還請各位理事

多多宣傳。 
五、 臨時動議： 

1. 3/30(六)，楊嘉欽主任演講活動，是否由本堂準備便當。 
『決議』：由本堂準備便當給參加者。 

2. 四月份復活節在即，有諸多代辦事項將討論。4 月份全體理事會議適逢連
續假期，是否提前召開。 
『決議』：4月份全體理事會議提前到 3/31(日)，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