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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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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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能想像上主的意願) 

恭讀智慧篇 

九，13~19 

讀 經 二 

(請你收留他，不再當奴隸， 

而做可愛的弟兄)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費肋孟書 

9~10，12~17 

福   音 

(你們中不論誰，如不捨棄他的一切

所有，不能做我的門徒) 

恭讀聖路加福音 

十四，25~33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基督的光榮和受舉揚便是十字架 

（克里特主教聖安德的講道集） 

   『我們慶祝十字架節，因為這十字架曾驅除黑暗而帶來光明。我們慶祝

十字架節，並與「被釘者」一起被高舉，好使我們擺脫罪惡的塵世，而獲得

天上的恩寵。擁有十字架是多麼偉大的事！誰擁有十字架，誰就是擁有一座

寶庫。我所稱的這個寶庫，實在是名副其實的最珍貴的寶庫；因為在它內，

藉著它並為了它，儲蓄著我們救恩的全部富裕，並使我們重新獲得救援。 

    事實上，倘若沒有十字架，基督便不會被釘死。倘若沒有十字架，「生

命」不會被釘在木架上。倘若基督未被釘死，那永生之泉、那淨化世界的血

和水，也不會從祂的肋旁傾流出來；我們的罪券也不會被撕毀，我們不會得

到自由，也不會享受生命樹的果實，樂園的門也不會敞開。倘若沒有十字架，

則死亡不會被摧毀，邪惡的勢力也不會被解除武裝。 

    所以十字架是偉大而寶貴的。它是偉大的：因為十字架帶給我們許多恩

惠，而且基督的奇蹟和痛苦所獲得的勝利越大，我們獲得的恩惠就越多。它

又是寶貴的：因為十字架同時是天主的痛苦和獎品。是天主的痛苦，因為祂

甘心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天主的獎品：因為在十字架上魔鬼被打敗，死亡和

魔鬼一同被戰勝，地獄的門閂也被打斷。十字架成了普世的救援。 

    十字架被稱為基督的光榮和祂的被高舉。十字架被認為是所渴望之杯，

是基督為我們忍受一切痛苦的總結。十字架是基督的光榮，請聽祂親口向我

們說：「現在人子受到了光榮，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榮，並要立刻光



榮祂。」又說：「父啊！請祢用那我在創世之前與祢同享的光榮來光榮我吧！」

又說：「父啊！光榮祢的名吧！」當時就有聲音來自天上：「我已光榮了我的

名，我還要光榮。」這話指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應獲得的光榮。 

    十字架也是基督的受高舉，請聽祂親口說的話：「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

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現在你已看到，十字架確是基督的光榮和被

高舉。』 

十字架與喜悅 

    檢驗一個人是否為真正的基督徒，要看他是否有懷著「喜悅和耐心忍受

屈辱的能力」。（教宗方濟各） 

    教宗說：十字架的絆腳石仍然困住我們所有人。所有人都希望死而復

生，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通過十字架的路得以死而復生。相反，他們

抱怨自己的委屈或遭遇，其言行態度相悖於耶穌的作為和他要求人予以效仿

的教導。 

    耶稣率先走的這條路，始终是謙遜的道路、謙卑和空虚自己的道路；然

後，是復活。 

    基督徒的作風，就是與耶稣一起揹十字架，一同前行。基督信徒的作風，

不能没有十字架、不能没有耶穌。 

    教宗接着說：耶稣给我们做出榜樣；儘管，祂與天主同等，『祂却空虚

自己，為我們成了僕人』。 

    這種作風，能拯救我們给我們喜樂、使我們富有；因爲，這棄绝自己的

道路，是為了給予生命；這是一條向他人開放，给予生命的道路。跟随基督

的作風，意味着，走    上主的道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能力走這條路】，

『給予他人生命，不是給予自己生命』；這是慷慨、大方的精神。 

    教宗說：與耶穌同行，是我們的喜悦；使我們結出果實。别的喜悦不會

使我們結出果實。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堂 區 報 告       

1. 9 月 8日(日)，下午 02:30 本堂主日學開學，邀請家中或鄰居有五歲以上兒

童前來上主日學，開學日也歡迎家長一同前來了解善牧教理課程。國一~高

三的學生也歡迎前來參加學生青年團體。玫瑰聖母聖殿 108 年獎學金，於 9

月 8日下午 04:00 彌撒中頒發。晚上 06:00 聖堂提供場地，請登記參與烤

肉之教友自備餐具及食材共融，一同提前慶祝中秋節。 

2.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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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 月 13(五)，中秋節！上午 6:30 舉行感恩日彌撒，請教友踴躍參與。 

4. 因適逢連續假期 9月 15 日(日)下午 02:30 主日學暫停一次。 

5. 提醒有報名參與「愛你依舊久又久」重發婚姻誓約之教友： 

＊9月 14 日(六)，下午 02:00 於本堂舉行重發婚姻誓約祝福感恩祭活動預演。  

＊9月 29 日(日)，下午 2:00 舉辦「愛你依舊久又久」重發婚姻誓約祝福感恩

祭活動。 
＊9 月 29 日(日)，下午 02:30 主日學及 4:00 彌撒暫停一次。 

6. 堂區將於 9月 16 日(一)，晚上 07:30 新開慕道班，請邀約親朋好友來參與

新開慕道班。 

 

108 年 9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新開慕道班開始囉！請大家告訴大家～ 
時    間：9 月 16 日起 每週一 晚上七點半 
地    點：天主教中心大樓四樓(五福三路 149-1 號) 
對    象：尚未領洗的親朋好友或是願意再慕道者皆可 
課程內容：尋找生命的活力、開發靈性視力、 
          找到自我昇華的捷徑 
報名專線：(07)282-3860   聯絡人：鐘修女或秘書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9/7、9/8 216 基督之光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你 
364 如鹿切慕溪水 332 有主與我同在 

9/14、9/15 197 我的心靈渴慕平安 111 我們在唱，我主 226 奇異恩典 217 天主住在我心中 

9/21、9/22 227 主我願更親近

你 
106 奉獻歌 262 讚美生活的天

主 
266 信賴耶穌心中

就有平安 

9/28、9/29 212 我主耶穌是生命源 104 奉獻身心(二)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25 人類生命的道路 

好消息 



§ 2019 年 8 月份大事錄 § 
8/2(五)  19:30 唸玫瑰經，08: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8/3(六)  首星期六特敬聖母無玷聖心。 

         6:30 恭唸玫瑰經及舉行彌撒聖祭。 

         14:00 高雄第一社區大學- 從愛河看高雄 活動 15人參訪 

8/4(日)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下午彌撒後夫妻團體於德恩樓聚會。 

8/5(一)  20:00 陳監牧若瑟逝世 40 週年，於聖道明堂舉行追思彌撒 

8/6(二)  6:30 陝西天主教朝聖團體 42人參與平日彌撒 

8/9(五) 16:00 輔仁大學鐵馬環台車隊 85人接受總主教降福 

8/10(六) 9:00 香港朝聖團 30位前來舉行彌撒 

         10:20台中教區彰化縣和美天主堂由神父隨行帶領34位教友舉行彌撒 

8/13(二) 葉總主教偕同孝愛仁愛之家修女及大陸閩東教區教友參訪 

8/15(四) 14:00 英皇國際外語學院 30 位參訪 

8/18(日) 13:00 於明誠中學活動中心 3樓愛德館舉辦查經共融，本堂組三 

        隊參加。 【創出奇蹟隊】榮獲第一名，【快樂共融隊】榮 

        獲第五名，【路加分隊】榮獲第六名！ 

8/22(四) 19:30 教區在本堂舉行「紀念鄭天祥總主教逝世 29週年及單國璽 

        樞機主教逝世 7 週年追思彌撒」 

8/24(六) 13:00-16:30，於高苑工商職校舉行第五鐸區傳教史與傳承一甲 

        子感恩與祈禱會 

8/27(二) 9:00 台中曉明女中學生參訪 

8/31(六) 15:00 蘇恒毅先生與陳鑕靂小姐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