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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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聖枝主日 p.(87) 
讀 經 一 

(面對侮辱，我沒有遮掩自己的臉，
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受侮辱。)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五十，4~7 
讀 經 二 

(基督貶抑自己， 
因此天主舉揚了祂。)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二，6~11 
福   音 

(吾主耶穌基督受難史) 
恭讀聖路加福音  

二二，14~二三，56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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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三納」一詞取自聖詠 118 首 25 節，是阿剌美文的音譯，意謂「請你施救」，
「請你開恩」，後來變為歡呼祝賀時的口語，如我們向人歡呼時所說的「萬歲」。聖詠
118 篇是所謂「默西亞的聖詠」原是屬「大讚美詩」（Magnum Hallel 詠 113-118 篇）
的一篇，在四大慶節日內用來詠讚上主仁慈的恩佑；尤其在帳棚節慶期內，民眾歌詠
這篇聖詠，頌謝上主，年成豐收。帳棚節慶期內，每日早祭，百姓舉行遊行，手持棕
櫚、楊柳、桃金娘等樹枝(Lulab)，當肋未人起唱第 118 篇聖詠時，全體民眾揮動手
持的樹枝；唱到第 25節「賀三納」時，再繼續揮動。司祭每日應環繞全燔祭壇遊行
一次；遊行時，揮動手持的樹枝，重唱第 118 篇聖詠第 25節；在旁觀禮的民眾，亦
照樣揮動手持的樹枝。到第七日，司祭應這樣環繞全燔祭壇遊行七次；為此，這一天
稱為「賀三納日」或「大賀三納日」。 
    「賀三納」這句祈禱詞――聖詠 118:25 在舊約期內，猶太人吃踰越節晚餐時，
應當誦念的。在新約期內卻成了歡呼稱慶的感歎詞。這由耶穌榮進耶路撒冷，群眾前
呼後應，「賀三納」不絕於口一事上可以證明。耶穌騎驢進城的那一天，正是陽曆 4
月 2日，離逾越節只不過有五天了。當時由耶里哥至耶路撒冷的這條路上，來京朝聖
過節的人，絡繹不絕；其中自然有不少是來自加里肋亞的人，他們很希望耶穌發顯自
己的威能，給他們增光，自然樂意隨同他一起進城；同時耶路撒冷的居民，知道他快
要進城來過節，就準備歡迎他(若 11:55-56)。 
    公元 30 年 4月 2日，是安息日以後的第一天，人們可以遠行了，耶穌就準備進
城；他一上道自然就有許多人跟他同去。及至見他騎在驢上，門徒兩旁護送向前進行
時，他們久抑在心中的熱忱，再也不能抑制，就乘這機會發洩出來，歡呼若狂，在前
的脫下自己的外衣，舖在路上（列下 9:12,13）。其餘的人或伸手，或上樹砍下樹枝，



撒在地上(加上 13:51;加下 10:7)，齊聲喊說：「賀三納於達味之子！」這一片喊聲響
徹了橄欖山，瀰漫了整個克德龍谷，震撼了全耶路撒冷城。城中的人聽見就出來觀望。
知道是耶穌要進城來了，就前去迎接，夾道歡呼。耶穌這樣被夾在前呼後擁的人群中，
簇擁著浩浩蕩蕩進入了耶路撒冷，顯然像一位奏凱的君主。的確，他是一位君王，先
知早就預言了，他是一位君王。然而他所騎的，不是一匹高大的白馬，而是一匹沒有
金轡彫鞍的小驢；擁護在他前後的，不是持槍荷劍的勇士，而是手握棕梠枝(若
12:13)，為他慈祥所吸引的善良的老百姓，和天真無邪的孩童。他之所以榮進耶路撒
冷，是為受難，要以自己的死亡戰勝死亡。 
    瑪竇在福音裡所用的「賀三納於高天」一句看來，尚保有原意。聖史在此前又加
上「賀三納於達味之子」一句，這是當時百姓稱呼「默西亞」所習用的名稱。民眾所
歡呼的話的意思是說：願你，上主，施惠於達味之子。那因上主之名而來，負有神聖
使命的應受讚美。居於至高天上的上主，請你施惠。新約內一共用了六次「賀三納」
(瑪 21:9[兩次];21:15;谷 11:9,10;若 12:13)，六次都是表示群眾歡迎耶穌入京，興
高采烈唱出的口號。聖教會為表示歡迎復活的主降來祭台，變餅酒的體質為自己的體
血，就在成聖體聖血前，要在場參禮的信眾，三呼聖聖聖後，連呼「賀三納」，有比
響應天上神聖，向即將由天而來的「人子」，連呼「萬歲」，朝賀稱慶（資料來源董思
高聖經中心）。 

逾越節及復活節 

    逾越節:--逾越節是猶太人最重要的宗教節日，又稱為無酵節。逾越節和無酵節
原是兩個最古老的節日，前者本是牧人節，後者則是農人節，起 源於牧人及農民祭
殺羔羊及奉獻大麥給天主以祈福。梅瑟以前僑居埃及的以色列人，既以放羊和務農為
生，想必也過了這兩個慶節。由於它們都是在初春慶祝，在梅瑟時代便漸漸合成一個，
加上脫離埃及的事蹟，便成了以色列人每年為紀念獲得天主拯救，得享自由的宗教節
日。在耶穌時代，逾越節亦是猶太人一年中三次需往耶路撒冷朝聖的節日中的其中一
個。 
    根據出谷紀的記載，逾越節應在猶太曆尼散月的十五日舉行。原則上，這是春分
後第一個月圓的日子(猶太人是用陰曆的)。在慶節前的一晚，即十四日晚舉行逾越節
晚餐。十五日至廿一日晚是為無酵節，在這七天內，猶太人不會吃帶有酵子的食物。
現時猶太人慶祝逾越節，主要是紀念他們 的祖先原是在埃及作奴隸，但天主用了各
種奇能異事，派遣了梅瑟，把他們從罪惡的境地中拯救出來，並帶領他們渡過紅海，
到達所預許的福地，更賜給了他們法律，使他們成為天主的子民。其中在殺長子的事
件中，天主更藉羔羊的血，「越過」了以色列人的家，不但不加害，反而拯救了他 們
(出 12:13-27)。而無酵節則是紀念以色列的祖先在出離埃及時，因需急速離開，來
不及準備行糧，只能帶著未發酵麵團所烤成的無酵餅作為食糧。 
    為我們基督徒來說，逾越節也是最重要的節日。根據對觀福音的記載，耶穌被釘
死的日子，正是猶太人的逾越節;而耶穌與門徒們所吃的最後晚餐， 也是猶太人的逾
越節晚餐。(耶穌與門徒們吃完晚餐後，翌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在晚餐中，耶穌建
立了聖體聖事，更給了我們彼此相愛的誡命。 事實上，初期不少地方教會的基督徒
仍沿用猶太人逾越節的正日作為基督 逾越的紀念，直到公元三二五年的尼賽亞大公
會議中，教會才一致決定以 每年春分後首次月圓之後的首主日，作為週年慶祝基督
死而復活的逾越奧 蹟的紀念。(以 2006 年為例，春分日是在陽曆 3月 21 日。春分後
的月圓日〔陰 曆十五〕是陽曆 4月 12 日，而天主教會則在這天之後的首個星期日〔陽
曆 4 月 16 日〕-慶祝主耶穌的復活節。) 
    耶穌死而復活的奧蹟發生在以民的逾越節，並不是巧合，事實上，兩者間有著密



切的關係。耶穌基督藉著自己的死亡與復活，領導我們「死於罪惡、活於天主」，擺
脫罪惡的奴役，獲得新生命與自由，這是一個新的「逾越」。正如以色列子民藉羔羊
的血獲得拯救，新約的選民藉著耶穌--真的無罪羔羊(若 1:29)的血獲得新生。耶穌
在十字架上為人類流盡衪的寶血，作了贖罪的犧牲，使人再成為天主自由的子女。「因
為基督真是消除世罪的羔羊，衪以聖死摧毀了我們的死亡。」(復活節頌謝詞)所以，
舊約的逾越節正是耶穌復活節的預像或象徵，復活節是逾越節的實現，因為我們藉 著
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所得到的，才是真的新生、真的自由。 
    除此以外，耶穌的死亡，並非失敗，而是衪勝利(復活)的先聲。因為衪的死亡和
復活同屬一個奧蹟，不可分割。耶穌藉著自己的死亡和復活，戰勝了罪惡:原祖父母
因驕傲與自私的罪過，喪失了天父的厚愛，造成了天主與人類間的分裂;而耶穌卻藉
愛與服從，補償了我們的罪過，恢復了天人之間的親情。耶穌也為我們戰勝了死亡，
使人重獲失去了的超性生命。所以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是真正的「逾越奧蹟」，衪以自
己的體血取代了舊約的逾越節犧牲，確立了新而永久的盟約。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是衪
的勝利，也是我們得救的基礎和保證。所以我們每年慶祝復活節，不只是紀念基督 的
勝利，更是分享衪的救贖和勝利的果實，跟隨衪經過死亡以獲得復活的光榮，也是與
衪同死同生(逾越)，在衪內開始一個新的生命。 
    從教會初期開始，逾越節便是舉行入教(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 的日子。
因為入門聖事就是基督逾越奧蹟在我們身上的實現。藉著洗禮，我們因水和聖神而重
生，在基督內出死入生，加入了得救的行列。「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與衪同葬了，
為了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 中復活，我們也要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
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在基督耶穌內活於天主的人。」(羅 6:3-14)藉
著堅振傅油，重生者領受了「基督」的聖神，作為「基督」的傳人，同時「傅油」也
表明 重生者受聖神印證，承擔「基督」(默西亞、受傅者)的使命。藉著聖體聖事，
重生者進入「基督奧蹟」的高峰，與救主的體血具體地結合，與衪的生命合而為一，
在衪內與教會(基督的肢體)相通，成為衪在世的活肢體。故此，聖奧斯定認為逾越節
之所以有聖事效果，是因為舉行入門聖事 --為受洗者，是在基督內死而復活的事實，
為已受洗者，也藉著參與入教聖事的施行，重新經歷在基督內的逾越，更與逾越奧蹟
同化。 
    除此以外，耶穌的死亡，並非失敗，而是衪勝利(復活)的先聲。因為衪的死亡和
復活同屬一個奧蹟，不可分割。耶穌藉著自己的死亡和復活，戰勝了罪惡:原祖父母
因驕傲與自私的罪過，喪失了天父的厚愛，造成了天主與人類間的分裂;而耶穌卻藉
愛與服從，補償了我們的罪過，恢復了天人之間的親情。耶穌也為我們戰勝了死亡，
使人重獲失去了的超性生命。 所以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是真正的「逾越奧蹟」，衪以自
己的體血取代了舊約的逾越節犧牲，確立了新而永久的盟約。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是衪
的勝利，也是我們得救的基礎和保證。所以我們每年慶祝復活節，不只是紀念基督的
勝利，更是分享衪的救贖和勝利的果實，跟隨衪經過死亡以獲得復活的 光榮，也是
與衪同死同生(逾越)，在衪內開始一個新的生命。 
   從教會初期開始，逾越節便是舉行入教(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 的日子。因
為入門聖事就是基督逾越奧蹟在我們身上的實現。藉著洗禮，我們因水和聖神而重
生，在基督內出死入生，加入了得救的行列。「我們 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與衪同葬了，
為了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 中復活，我們也要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
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 罪惡，在基督耶穌內活於天主的人。」(羅 6:3-14)藉
著堅振傅油，重生者領受了「基督」的聖神，作為「基督」的傳人，同時「傅油」也
表明重生者受聖神印證，承擔「基督」(默西亞、受傅者)的使命。藉著聖體聖事，重
生者進入「基督奧蹟」的高峰，與救主的體血具體地結合，與衪的生命合而為一，在



衪內與教會(基督的肢體)相通，成為衪在世的活肢體。故此，聖奧斯定認為逾越節之
所以有聖事效果，是因為舉行入門聖事 --為受洗者，是在基督內死而復活的事實，
為已受洗者，也藉著參與入教聖事的施行，重新經歷在基督內的逾越，更與逾越奧蹟
同化。 
    最後，希望各位兄弟姊妹能記得，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是因為我們已參與了
基督死而復活的逾越奧蹟，與衪一起出死入生。故此，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蹟是我們宣
講福音的中心，也是我們生活與禮儀的中心。基督的逾越節是我們唯一的慶典，每一
主日及其他慶節都應指向這唯一的逾越節而舉行。透過逾越奧蹟的慶祝，上主親臨於
衪的子民中，使我們的生活不斷與死而復活的基督同化。本文見報之日，聖週已臨近，
希望各位兄弟姊妹都能準備好自己的心靈，熱心參與聖週各日的禮儀，並特別為候洗
的兄弟姊妹祈禱，希望大家都能在主基督內一起逾越，同死同生。（文章節錄香港刻
法的網頁） 

     堂 區 報 告       
1. 4 月 14 日(日)，聖枝主日。上午 8:30 聖枝遊行(河東路→光復二街→市中

路)，9:00 彌撒。上午 07：00 彌撒暫停 

提醒:聖枝遊行請於 8:20 集合完畢，聖枝每人一枝為限。 

下午 02:30 主日學小朋友公拜苦路，請主日學家長及各位教友踴躍參加。 

2. 4 月 16 日(二)，司鐸日，上午 06：30 平日彌撒暫停，10:00 舉行祝聖聖油

禮，請教友踴躍參加並為神父祈禱、感謝。 

3. 4 月 17 日(三)，晚上 0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4 月 18 日(四)，上午 06：30 平日彌撒及 09:30 守聖時暫停，晚上 08:00 舉

行主的晚餐禮儀，請教友參加。禮儀結束後請守靜默，守聖時可至 12點。 

5. 從 4月 18 日晚上主的晚餐彌撒後至 4月 19 日下午 5點，各善會團體或個人

可於後面桌子上報名表登記守聖時的時間。 

6. 4 月 19 日(五)，耶穌受難日，當天 14 歲至 59歲教友應守大小齋。下午 03:00

於廣場舉行公拜苦路，晚上 08:00 舉行紀念救主受難禮儀。 

7. 4 月 20 日(六)，晚上 8:00 舉行復活前夕守夜禮彌撒。 

～在復活的前夕～讓我們一起為 13 位弟兄姐妹將領受入門聖事祈禱，希望

他們在愛中找到自己，活出新生命！ 

8. 4 月 21 日(復活節)，舉行「一家一菜」共融活動，參與之每個家庭提供一

道菜，為避免菜色相同，以先登記為優先。登記表放置在後面櫃子上，歡迎

各位教友踴躍參加。 

9. 4 月 21 日(復活節)，上午 07:00 彌撒暫停乙次；下午 4點彌撒合併至上午 9

點；上午彌撒後 10:30 於德恩樓前廣場舉辦復活節【闖關活動】，11:30 舉

行"一家一菜"活動，歡迎各位教友踴躍參加。＊為環保和衛生，請自備餐具 

10. 四旬期運動 ~請於復活節彌撒中將存的保特瓶帶來奉獻！ 

11. 為幫助教友瞭解如何研讀聖經及進行小組讀經，教區聖經協會將於 5月 4

日(六)，於明誠中學舉辦 2019 年讀經班帶領人研習，費用自由奉獻，歡迎

教友報名參加。有意者請向本堂聖經組長林新沛或堂區秘書楊宛臻報名。 



聖水 

祝聖聖水是為了聖化人靈專用，勿當飲用水或解渴用， 

請珍惜使用!! 
 

※4/14 聖枝主日、4/16 祝聖聖油禮、4/20 耶穌復活前夕、4/21 復活節，

若堂區內停車額滿，請依堂區交管人員指揮至適當自費停車場停車，並請儘

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機車。 

…………………………………………………………………………………… 

【復活節慶祝活動啟示】 
1. 4 月 21 日(日)當天 11:30 參加"一家一菜"活動的教友，為響應環保，請

務必自行攜帶餐具、碗筷；若忘記攜帶者，教堂僅提供不銹鋼碗筷和餐具，

用餐後請自行洗淨歸還，以利日後兒童營的小朋友繼續使用，謝謝教友的配

合。 

2.復活節當日上午彌撒後在德恩樓舉辦各項活動，歡迎教友和主日學的家長

參加。 

 

 
我們有 13 位弟兄姐妹將領受入門聖事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洪聖崴、李偉嘉、陳政雍、洪國強、劉宥㚬、許芳慈、楊泓廷 

、林慧美、郭佩芳、李嘉琳、黃榮、白昕諭(小朋友)、白峻維(小朋友) 

讓我們一起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在愛中找到自己，活出新生命！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10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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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14  01 噢撒納達味之子  13 奉獻身心(二)  26 耶穌我信祢  10 基督的靈魂 

4/20、4/21  28 眾教友歡唱  14 獻於天主  36 耶穌我等待你  30 基督勝利 

4/27、4/28  18 教友喜樂  12 奉獻身心(一)  35 我們雖然眾多  19 我們聖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