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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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復活期第三主日 p.158 
讀 經 一 

(我們就是這些事的証人， 
聖神也為此事作証。) 

恭讀宗徒大事錄  
五，27b~32 40b~41 

讀 經 二 
(被宰殺的羔羊配受 
權能和富裕。) 

恭讀聖若望默示錄 
 五，11~14 
福   音 

(耶穌上前拿起餅來，遞給他
們；也同樣拿起魚來， 

遞給他們。) 
恭讀聖若望福音  
二一，1~19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堂 區 報 告       
1. 5 月 5日(主日) ，上午 10:15 傳協會常務理事會議，請常務理事出席開會。 

2. 主日學小朋友為了慶祝母親節，提早於 5月 5日(日)下午 2：30 於天主教中

心二樓舉辦「慶祝母親節表演大會」，邀請各位小朋友表現你的才藝與心意，

給媽媽一個難忘的母親節。 

3. 5 月 8日(三)，晚上 0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5 月 9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5. 2019 國際聖召節「我想和你一起唱」聖歌比賽於 5月 11 日(六)上午 9:00

～下午 4:30 明誠中學若望保祿二世樓三樓舉辦，邀請教友踴躍參加，一起

關心奉獻生活者。 

6. 5 月 12 日(日)，母親節，主日學停課一次。 

7. 本堂區為響應【天主教在高雄開教 160 週年暨主保堂慶 160 週年】，特於 9

月 29 日下午 2點舉辦「愛你依舊久又久」重發婚姻誓約祝福感恩祭活動。

凡結婚滿 30 年以上之夫妻皆可報名，報名費用每對夫妻 2000 元(含餐會費

用)。報名細節及報名表置於後面桌上，請符合資格的教友踴躍參加。 

8. 玫瑰聖母聖殿輕有氧伸展健康操開課：自即日起每周五上午 9：00～10:00，

地點：德恩樓一樓，報名相關內容請洽小鐘修女或秘書。 

9. 五月份聖母月，堂區於主日每台彌撒後為聖母獻花，請教友參加。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神父的快閃咖啡館活動啟示】 
  本堂為促進教友彼此間更加共融，邀請大家主動關懷需要主愛的人與事，

特於 5/5(日)主日起，早上 10:30 在德恩樓設立神父的快閃咖啡館，願藉【神

父的快閃咖啡館】集結眾力再度活化基督信仰！ 

 

■館長：本堂神父 

●5月快閃主題：《向聖母媽媽和所有母親們，致敬美好也值得歡慶的五月。》 

●快閃時間：5月份主日彌撒後 10:30-12:00 

●快閃地點：德恩樓 

●快閃對象：教會朋友，教友，或有機會與自己相遇，與天主相遇的大家。 

●快閃服務：a.館長特選咖啡，飲料，點心 

            b.現場音樂演奏  

            c.館長的心靈時刻與祝福 

●快閃費用：自由奉獻!!! 

●快閃奉獻目標：部分比例捐需用家庭，捐聖堂，付水電費。 

 

●招募：1.煮咖啡，煮花茶，泡茶現場調煮高手  

        2.彈吉他，樂器，現場演奏高手。 

        3.水果點心、杯組器具 

    

                                                                       

   各式各樣的奉獻，像是搭了一座橋樑般的連結，向天主的方向延伸。 

 

   ＊＊＊＊＊＊＊在咖啡館，什麼美好的事都是可能的！＊＊＊＊＊ 

  

 
10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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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5  80 讚頌復活的主 292 讚美主耶穌 117 旅人之糧(二) 238 主永活在我心 

5/11、5/12  84 銘刻於心 254 主今日接觸我 237 我是主羊 231 跟隨我 

5/18、5/19  17 亞肋路亞  09 我主耶穌是生

命源 
 26 耶穌我信祢  08 跟隨我 

5/25、5/26  24 天主的子女  13 奉獻身心(二)  25 耶穌至聖聖體  11 來與我們此路

同行 



§ 2019 年 4 月份大事錄 § 
4/5(五) 清明節墓園追思彌撒。         
         9:00 公念玫瑰經，9:30 高松墓園追思彌撒。 
         19:30 舉行公拜苦路，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4/9(二)  9:30 雲翔旅行社-菲律賓朝聖團 43 位朝聖。 
4/11(四) 10:30 為新亡者安財旺弟兄 (聖名多默)舉行追思彌撒。 
        18:30 於中心二樓舉行逾越晚餐，約 90 位教友與慕道者一同參與。 
4/12(五) 齋戒日當天守大、小齋。 
        9:00 金界郵輪旅遊團 40 位朝聖。 
        20:00 舉行公拜苦路。 
4/13(六) 14:45 南投縣國姓鄉農會 45 位參訪。 
4/14(日) 聖枝主日。 
        8:30 聖枝遊行(河東路→光復二街→市中路)，9:00 彌撒。 
        14:30 主日學小朋友公拜苦路。 
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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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四)  20:00 舉行主的晚餐禮儀。 
4/19(五) 耶穌受難日，當天 14 歲至 59 歲教友守大小齋。 
        15:00 於廣場舉行公拜苦路。 
        20:00 舉行紀念救主受難禮儀。 
4/20(六) 20:00 舉行復活前夕守夜禮彌撒。 
        13 位弟兄姐妹領受入門聖事。 
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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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於德恩樓前廣場舉辦復活節【闖關活動】。 
           11:30 舉行慶祝復活節"一家一菜"活動。 
4/22(一)~ 4/26(五)，下午 2:30 為新亡者謝蒼燦弟兄(聖名保祿)舉行追思彌撒。 
4/23(二)  9:00 香港夫婦培訓班 11 位參訪。 
4/25(四) 16:00 嘉義中華聖母會趙修女與 10 多位修女朝聖。 
4/27(六)  8:30 永航旅行社 27 位參訪。 
         10:00 為新亡者謝蒼燦弟兄(聖名保祿)舉行殯葬彌撒。 
         15:30 省潮中同學會 12 人參訪。 
4/28(日)  9:00 彌撒與花蓮教區若瑟修院院長林國璋神父共祭，林執事，修生六 
         位及一位秘書一同參與彌撒。 



 

《五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每日奉獻禱文 
仁慈的天父， 
在一天的開始， 
我把我今天的祈禱、工作、痛苦和喜樂， 
完全奉獻給你。願這結合於你聖子耶穌 
十字架上犧牲的奉獻， 
透過聖神，並在聖母的助佑中， 
能與今天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聯合， 
達到救贖人靈， 
並實現本月教宗的總意向 
與福傳意向的功效。（說出意向）阿們。 

 

 

 2019 年 5 月福傳意向：為非洲教會，合㇐的種子 
 
    願非洲教會，透過其成員的獻身，能成為該地區各種族合㇐的種
子，和希望的標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