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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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p.254 
讀 經 一 

(主，請你不要在你僕人這裡 
不停留就離去。) 

恭讀創世紀 
十八，1~10a 

讀 經 二 
(這道理就是從世世代代以來所
隱藏的奧秘，如今卻顯示給了祂

的聖徒。)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一，24~28 
福   音 

(曼德把耶穌接到家中， 
瑪麗選擇了最好的一分) 

恭讀聖路加福音 
十，38~42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今天教友最普遍的問題不是犯罪，而是靈魂沉睡 

    以前的貧困、迫害讓教會活在苦難中，卻無法摧毀教會；如今的富足讓教會

活在安逸中，卻反而危機四伏，摧毀教會。對比今天的我們，還能重新找回以往

的信德和熱心嗎？ 

    作為基督徒，我們需要捫心自問，自己是不冷不熱的嗎？自己是否對天主的

聲音充耳不聞呢？如果是這樣，天主可能要訓斥你：「你既然是溫的，也不冷，

也不熱，我必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來。」（默 3:16） 
 
以下十個跡象顯示你的靈魂也許過於沉睡： 

1. 去聖堂覺得是一種責任，而不是跟天主的關係。 

2. 整天關注的只是衣食住行，不再關心自己的靈修狀況。 

3. 覺得信仰讓自己蒙羞，所以很少主動跟非教友分享你的信仰。 

4. 你的《聖經》只是放在書架上擺設，看起來似乎是全新的。 

5. 追求現世享受，對你來說更重要過天主的國和義德。 

6.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你已不再關心貧窮和有需要的人。 

7. 只有遇見困難，無力回天後才想起呼求天主。 

8. 即使有經濟能力，也不想幫助聖教會的經費。 

9. 寧願花時間玩手機，也不會想要讀經祈禱。 

10. 對天主在你身上的改變，不再有任何期待。 

    自認是富有的，發了財，什麼也不缺少，很安寧。這種安寧會欺騙人，當一

個教會、家庭、團體和個人的靈魂總是這樣沉睡時，那裡就沒有天主──教宗方

濟各 



    主耶穌，感謝禰賜予我們平安的一天。求禰引領我們在靈修生活上聆聽天主

的聲音，並賞賜一顆熱忱的心，關懷、服務需要幫助的人，使人們願意更接近天

主，獲得重生。阿們！ 

                                               來源：蒲山天主堂公眾號 

 

    在暑假期間有許多的青年活動，教區的重頭是在 7/17 至 21 日承辦台灣青年

日，與會的青年及服務人員有 500 餘位。這次安排寄宿家庭，本堂教友提供給四

十位青年借宿，20 日（六）我們以豐富的午餐款待這些貴賓，青年是教會希望的

實現與活力！在整個活動中，有許多人出錢出力協助活動，去年我剛到玫瑰堂時

收到一筆個人捐贈的金額，請我處理為行哀衿，資助兒童、青年信仰培育，已挪

出部分轉捐給台青活動。感謝這位不願具名的善心「撒瑪黎雅人」。 

    還有為一些急難救助，堂區明愛會的耀宗弟兄盡心盡力，特別是王雲飛姐妹

一家，受祝融之災而重傷住院，有教友捐贈慰問金，各項安排考慮周到。教區為

準備慶祝 160 週年慶台灣開教的活動，準備過程相當繁瑣，我們也記得為服務的

工作人員祈禱。 

 

    七月 22 日為聖瑪利亞瑪達肋納（聖德蓮）慶日，那令人深思耶穌的話：「誰

愛的多，赦免的也多！」（路七：47）禮儀及聖事部表示：伊甸園中的女人厄娃

與看到復活基督的瑪利亞瑪達肋納形成鮮明對比。厄娃在有生命的地方散佈死

亡，瑪利亞瑪達肋納則在死亡之地宣佈復活的生命。基督向她說的話:「你別拉住

我不放」（若 20:17）是在邀請整個教會:不要尋找人性安全和世俗榮銜，而應信靠

復活及永生的基督！ 
 

108 年 7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 調 68                常生之路                     聖詩十四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7/20、7/21 203 上主是我的牧人 107 我的生命吾主獻

給你 
197 我的心靈渴慕平安 
 

236 來與我們此路同

行 

7/27、7/28 133 天主的子女 254 主今日接觸我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17 天主住在我心中 



     堂 區 報 告       
1. 7 月 21 日(日)，早上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2. 請為新亡者吳馬金歐姐妹(聖名亞納)祈禱，7/22(一)~7/25(四)下午 2:30

公唸玫瑰經 下午 3:00 於真福廳舉行追思彌撒，7/26(五)上午 9:00 舉行殯
葬彌撒，請教友參加並通功代禱。上午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3. 7 月 24 日(三)，晚上 07:30 讀經班於原班上課。 
4. 7 月 25 日(四)，守聖時自上午 07:00，至 10:30 聖體降福；晚上 07:30 慕道

班於原班上課。 
5. 10 月 12 日(六)，9:00~16:30，教區將於明誠中學舉辦趣味運動會，(趣味

比賽項目請見教堂後方櫃子)，對象:大人、小孩、資深長者教友都能參與。
有意願參加的教友請於 8/4(日)前，在教堂後方櫃子填妥報名表。 

6. 10 月 27 日(日)，下午 2:00 將於高雄展覽館舉行【慶祝開教 160 周年感恩
聖祭】。有意願參加的教友，請於 8/4(日)前向黃瑞珍姊妹、堂區秘書報名，
彙整參加感恩祭人員名單後，呈報給教區完成報名。 

7. 10 月 27 日(日)，晚間 6:30【慶祝開教 160 周年感恩聖祭】結束後，教區將
於本堂前市中路舉行辦桌共融餐會，費用每人 500 元。有意參與者請於 
8/4(日)前先向黃瑞珍姊妹、堂區秘書登記報名。 

8. 玫瑰聖母聖殿 108 年獎學金申請自即日起至 7 月 30 日止，請各位有繳納維
持費之本堂教友有意申請的弟兄姐妹，將申請表填妥繳回以方便堂區作業 

9. 堂區每周日下午 2:30 新開慕道班，請邀約親朋好友來參與新開慕道班。 
 

    聖堂有許多運行很久的善會，歡迎你選擇想加入的團體，一起充實你的靈性生命吧！ 

每週一  下午 15:00－聖母軍＜玫瑰經之后支團＞    

        下午 15:30－聖母軍＜上天之門支團＞ 

        晚上 07:30－聖母軍＜救世之母支團＞ 

        晚上 08:00－聖母軍<玄義玫瑰支團> 

        晚上 07:00-伯多祿團體 

每週二  早上 09:00－聖母軍探視病人及送聖體   晚上 07:30－新約讀經班 

        晚上 07:30－舊約讀經班  (隔週) 

每週三  早上 10:00－舊約讀經班           

每週四  早上 10:30－長青會(隔週)    晚上 07:30－慕道班 

        晚上 07:30－合唱團 

每週五  早上 09:30－新約讀經班 

        晚上 08:00－第二區讀經班-舊約 (隔週) 

        晚上 07:30－新約讀經班   (隔週) 

每週一~六  聖堂(導覽)志工 上午 9:00 至 12:00   下午 14:00 至 17:00 

每週日 上午 10:30－讀經班  在俗道明會(每月第三週)           

       下午 14:30－慕道班、主日學、學青會    下午 14:30－讀經班 

       下午 14:30－普世博愛運動 (每月第四週)  

       05:30－夫妻成長團體(每月第三週)     晚上 07:30－聖樂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