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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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P294 

讀 經 一 

(義人必因祂的信德而生活) 

恭讀哈巴谷先知書 

一，2~3，二，2~4 

讀 經 二 

(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証為恥)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茂德後書 

一，6~8，13~14 

福   音 

(如果你們有信德) 

恭讀聖路加福音  

十七，5~10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信德的奧蹟 

     神父敘述了耶穌的說話：「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執事隨即宣佈「信

德的奧蹟」。信眾不禁大聲高呼：「基督，我們傳報你的聖死，歌頌你的復活，期

待你光榮地來臨。」我們所熟識的歡呼詞，都是聖保祿描述基督的聖體聖血與基

督自我犧牲的關係。自教會的開始至今，基督徒便不斷重演基督的說話及行動。

當我們在感恩祭中「紀念祂」時，就是要在信德中，重演基督的死亡與復活。而

基督的聖死復活，斬斷了罪惡的枷鎖，為我們帶來真正的解放，使我們成為自由

人、天主的子女。所以，當我們宣示這信德的奧蹟時，就是把這奧蹟變成跟前的

事實。我們這群同聲宣認「信德奧蹟」的基督徒，就是解放和自由的標記，向他

人宣示救恩的喜訊。 

    信德的宣示，使我們參與天主的救贖事業，使整個人類、宇宙萬物，在基督

內更新。因此，感恩祭並非只是一種儀式，它實在是一個信德的奧蹟，即基督徒

從救主身上，獲得新生的力量，去跨越一切的障礙－由死到生，由罪惡到皈依，

由分裂到修和，由恨到愛．．．。「信德的奧蹟」是隆重的時刻，信友詠唱歡呼

的答句，正如聖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第十一章第二十六節中所說：「你們每次吃

這餅、喝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他提醒我們自己就是基督的奧體，在世界

面前宣揚祂的喜訊。所以，我們在詠唱此曲的時候，讓我們眾囗同心，以心神和

真理來崇拜在天的大父。 

反省 
    為沒有信德的人，宇宙的奧妙，只是出於自然律的運作。為有信德的人，它

卻是天主造化的奇工。同樣，為沒有信德的人，祝聖後的餅、酒，仍是餅和酒。

為有信德的人，餅、酒形下已是耶穌的體和血。外形雖同，本質已變。 



    在感恩祭中，體認出上主愛的奧秘，祂不但創造了宇宙萬物，而且以十字架

拯救了墮落的人類。誰能覺察到這信德的奧蹟？除非有信德的人！你呢？當你聽

到執事說出信德的奧蹟時，你是否以歡呼之聲歌頌「信德的奧蹟」？抑或充耳不

聞，視若無靚？如果你能以堅強的信念去歌頌，你會繼續進入天主的奧秘中，揭

示愛的本質，且生活在其中，如果你充耳不聞，你就必須追問自己，你的信德何

在？為何變得這麼薄弱？趕快跪下懇求說：「主，我信，請你補助我的無信罷。」

（谷９：２４） 

(資料取自：感恩祭釋義單張，教區更新運動委員會出版，1986) 
 

     堂 區 報 告       

1. 10 月 6日(日)，10:15 召開全體傳協理事會議，屆時請全體理事務必出席。 

2. 10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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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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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提醒有報名參加 10 月 12 日(六)教區於明誠中學舉辦趣味運動會的教友，請

於上午 8:30 至明誠中學操場司令台與玫瑰堂聖樂隊會合。 

5. 因適逢連續假期 10 月 13 日(日)下午 02:30 主日學暫停一次。 

6. 為迎接 160 周年堂慶，急徵召教友們共同奉獻體力來清潔聖堂與周圍的所有

環境，預計於堂慶 27日的前兩個週末，（即 11、 12 日 或 18、 19 日）請

來大掃除。歡迎有興趣參與之教友於教堂後方櫃子上登記，相關內容請參閱

登記表，並與福傳組組長陸淑寬姊妹聯繫。 

7. 10 月 27 日為本堂主保堂慶，10 月 19 日(六)，下午 3:30~5:00 於聖殿內舉

辦『160 週年主保音樂會』，歡迎教友或慕教友共襄盛舉。 

108 年 10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 調                        讚頌之歌              聖詠九十四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0/5、10/6 292 讚美主耶穌 112 奉獻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35 感謝天主 
10/12、10/13 207 普天頌揚上主 254 主今日接觸我 237 我是主羊 231 跟隨我 
10/19、10/20 133 天主的子女 104 奉獻身心(二) 119 渴慕天主 215 因相愛別人認

出我們是基督徒 

10/26、10/27 211 讓我們來朝拜

上主 
106 奉獻歌 200 司祭子民 294 你們應當稱謝

天主 



§聖母聖殿聖則濟利亞聖樂團 80 周年團員感言分享§ 
 
4. 主題：活泉注入我心中/ 女高音部：吳素敏 

    記得有一年，我和梅瑟到朋友家聊天喝茶，朋友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對

於教會的服事工作更是不遺餘力。在他們客廳的牆上，掛了一幅畫，漂亮的背景

中，一個酒杯，酒杯裡面的酒溢出來了。畫上斗大的四個字"福杯滿溢"。那個時

候的我尚未領洗，無法體會那四個字的具體涵義。 

    及至我加入了玫瑰堂聖詠團，才知道原來聖歌是這麼富於變化、多樣性、好

聽、耐聽之外，甚至更能感動人的心靈。而藉著每週一次的練唱，是我最期待的

時刻，看到每位兄姐們都這麼全神貫注，努力的要把聖歌練好的這一份精神，更

是令人感動。每當下課的時候，我總是帶著滿懷感恩和喜悅的心情回家，我終於

懂了"福杯滿溢"的深刻意義了。 

    詠唱聖歌有如天主給的活泉注入心中，聖經記載著:耶穌回答撒瑪利亞婦人

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渇；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永遠不渴；並且我賜

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若望福音 4:13) 
    我多麼的感恩與榮幸能加入聖詠團的大家庭中，也期盼未來的日子，能學習

更多的聖歌，藉著詠唱聖詩獻於天主，讚美並光榮天主。也祝聖詠團的兄姐們平

安喜樂，福杯滿溢。 
.....................................................................

5. 團員/女高音部 卓玉紅 

 25 年前與我老公朝亮結婚，雖是高齡也順利地生下兒子郁然。在還未領洗前

我都會跟著老公上教堂，在彌撒進行中聽著聖歌隊詠唱著拉丁彌撒曲，深深的被

這優美的旋律吸引住，本來就很喜歡唱歌的我就下了決定，等兒子長大一些就要

加入這個大家庭，用歌聲一齊來讚美天主。 
 回想著郁然 3歲左右，每逢練唱時就得帶著他，當時我們很認真地練唱著，

這小搗蛋也整場地跑來跑去，多少影響了團員的練習，但在大家的愛與包容下，

我與老公得以持續不中斷的用歌聲來呵咾天主。 

 今年聖詠團已邁向 80周年，多麼不容易啊！大家懷著歡喜的心情迎接這個日

子的到來，期盼著這個大家庭的每個成員都能歡喜的、快樂的一直唱下去。 
.............................................................. 
6.團員/徐佑文 
    個人一向熱愛歌劇、聖樂，篤信最適合歌唱的語言是意大利文和拉丁文，能

夠參與聖則濟利亞聖詠團練唱，和每月演唱一次拉丁彌撒曲，深感榮幸；且在彌

撒參與答唱詠之獻唱，則是學會唱歌之快速方法，尤其須背誦練唱以避免失誤，

更是睡覺時迅速入眠之利器；復健時以手機和耳機，進入 Youtube 之”玫瑰聖母

聖殿聖則濟利亞聖詠團”頻道，則可持續聽拉丁彌撒曲，不失妙方；凡此歌頌讚

美天主、祈禱永生、嗜好和宗教契合，應屬莫大之喜樂！一群熱愛聖樂的團員，

用盡心力奉獻時間和心血，使彌撒禮儀能夠溫馨感人，使教友都融入彌撒氛圍

中；團員不乏日薄西山者，真不知是否有緣參與 90周年慶典？歌喉為天主所賜，

玫瑰堂熱愛聖歌頗眾，冀望不吝參與，增添新血以為傳承！ 
 
 



§ 2019 年 9 月份大事錄 § 
9/4(三)  18:30 於善工樓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9/6(五)  19:30 唸玫瑰經，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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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2:00 聖母軍大會       

9/8(日) 1.堂區禮儀組舉行禮儀人員培訓課程 

        2.下午 02:30 本堂主日學開學。 

          玫瑰聖母聖殿 108 年獎學金，於下午 4:00 彌撒中頒發。 

        3. 提前慶祝中秋節，晚上 06:00 聖堂提供場地供大家聯誼 

9/11(三) 09:30 樂仁幼兒園平安祝福禮。 

9/13(五) 中秋節！上午 6:30 舉行感恩日彌撒 

9/14(六) 14:00 於本堂舉行重發婚姻誓約祝福感恩祭活動預演。  

9/16(一)  19:30 本堂新開慕道班。 

9/17(二)  9:30 西班牙何主教前來舉行感恩祭 

9/21(六)  10:00 福傳大會開幕禮感恩祭，由劉總主教主禮 

9/28(六)）晚上 7：30 及 9/29（日）早上 09：00 彌撒中，為 65歲以上弟兄姐妹 

         或有重病之教友傅油 

9/29(日) 1.14:00 舉辦「愛你依舊久又久」重發婚姻誓約祝福感恩祭活動。 

    2. 14:30 主日學及 4:00 彌撒暫停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