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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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P297 
讀 經 一 

(納阿曼再回到天主的人那裡， 
承認了上主) 
恭讀列王紀下 
五，14~17 
讀 經 二 

(如果我們堅忍到底， 
也必與祂一同為王)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茂德後書 
二，8~13 
福   音 

(除了這個外邦人，就沒有別人
回來歸光榮於天主嗎？) 

恭讀聖路加福音  
十七，11~19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堂 區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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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月 14 日(一)，晚上 07:30 新開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3.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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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六)，上午 10:00 李俊甫先生與陳姿陵小姐，將於本堂舉行婚禮

祝福，請各位教友參加並為新人祝福。上午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5. 10 月 20 日(日)，上午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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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 26 日舉行九日敬禮，每晚 07:30 晚課，08:00 彌撒。10月 18 日

上午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10 月 27 日(日)，早上 7:00、09:00、11:00 彌撒取消，下午 02:00 於高雄展

覽館由劉振忠總主教主禮感恩聖祭，請教友參加同頌主恩。 

＊因本堂慶祝活動，堂區內停車位不足，請依堂區交管人員指揮至適當自費停

車場或停車格停車，並請儘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機車。 

7. 由於 10/27 主保堂慶本堂報名至高雄展覽館參與人員已達 230 人，但因教區

分配人數只有 160 位，屆時本堂將有視訊轉播方式同步呈現彌撒，倘若原報

名至高雄展覽館之教友願留在本堂，歡迎請告訴秘書或黃瑞珍姊妹；如人數

仍然超過 160 位，預定於 10/20(日)上午彌撒後，由神父公開抽籤。 

 

 



§聖母聖殿聖則濟利亞聖樂團 80 周年團員感言分享§  
7. 主題：將祈禱放在歌聲中/朱瑛姬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個階段皆因身份的變化，加入不同的合唱團體。如今，
身為聖詠團裡的一員，欣逢 80年團慶，實為開心! 
    回想當初，緣於修女的鼓勵及寶桂的推薦，來到聖詠團裡，陌生的環境，真
的不知所措。於是練唱時，將精神集中，專注於詞譜裡，頓時，心平靜了!周遭
的氣氛不再冷漠而是溫暖，原來，那初始的陌生感是源自於內心而非於外圍。 
    初次接觸拉丁文彌撒曲，著實驚訝!那詞曲如此簡單，卻令人覺得在莊嚴中
帶有平靜心神的力量。唱著聽著，有種被安慰的感覺，很難形容那份悸動。 
    在教會裡，聖歌是祈禱的方式之一，誠如 聖奧思定所說／美好的歌唱，就
是加倍的祈禱。／期待自己能繼續地用歌聲祈禱，再迎接 90 年，100 年團慶。 
.....................................................................
8. 男低音部/徐朝亮 
 在結婚後更積極地參與教會活動，在老婆的鼓勵下，從兒子郁然出生後就加
入了聖詠團的行列，至今也有 20多年了。過程中也有因某些原因想要退出，但
在幾番考慮後仍繼續留下來，與各位兄弟姊妹一齊打拼。 
 我唱得不怎麼樣，但我懷著為天主詠嘆的心情，持續不間段的在這個善會努
力著，期盼著能高興、快樂的唱下去。 
............................................................. 
9. 主題：聖樂團的 80 歲生日.....恭喜了! 張理利 

   俗諺:[萬事起頭難] ，感謝李庭茂老師，也就是我的公公，一本初衷，熱愛

天主，頌揚主福音的信望愛讓他風雨無阻，日日心思掛慮聖樂團的成立，時至今

日，聖樂團仍以李老師的初衷拉丁歌曲為主獻唱彌撒，莊嚴悅耳，療癒心靈，多

少迷途羔羊在主的聖樂薰陶下，悟醒歸主。 

    時代的變遷，人口的老化，原始班的團員們也因年紀大而一一歸主，新團員

的加入，廖廖無幾，維持原況實屬不易，所以樂團能維持至 80週年慶，真是主

的奇蹟和恩典。 

    老團員們也真是感念在心，默默承接，努力服侍，因此，讓我們攜手共創下

一個十年的奇蹟，讓主的福廣傳，福滿圓。 
............................................................. 
10.團員/謝淑琴  

    自從我參加聖歌隊，在李庭茂老殷殷教導下，一轉眼已邁入第 40年。有人

說唱歌是雙倍的祈禱，在李老師及歷任的導師教導下，唱歌的技巧及方法進步很

多，姜老師辛勤指導的那段時間，讓我受益無窮，吳老師跟我們上課跟給我們有

絕佳默契，又認真教學，所以每個星期四是我最期待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最快

樂時光。歡迎喜歡唱歌的朋友加入最快樂的聖詠團大家庭。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 調                        讚頌之歌              聖詠九十四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8 年第八次全體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6日 10 時 30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慶中                                  紀錄:楊豐隆  

指導神師:林作舟神父 

出席理事:蔡文隆、許淑貞、徐朝亮、黃彥鈞、宋耀宗、張理利、許琇慈 

         、黃國泰、黃凱驛、楊豐隆、董佩玲、林新沛、趙詠淇、陸淑寬          

會前禱:(略)         讀經:(略) 
一、主席報告:1、為本堂 108 年度事工準備工作及 160 週年堂慶籌劃工作順利推 

                動。 

               2、2020 年度行事曆規劃做準備。 

二、各組報告: 

  1.牧靈組:a. 今年的將臨期避靜，訂於 11 月 30 日，並準備規   

             劃明年四旬期避靜。 

           b.原定規劃 2019 年新領洗朝聖之旅，將與聖樂團  

            一同參與聖誕前夕報佳音，日期規劃在聖誕前夕。   

   2.福傳組:a.160 主保堂慶確定 4位領洗者，並規劃領洗前懇禱禮。 

            b.規劃聖堂內外大清掃，迎接 160 年殿慶，時間為 11、12 日或 18、 

               19 日，做清潔工作。 

            C.感謝在張靜枝老師花藝助佑下，完成聖母亭內花飾擺設，也為 

               她祈禱求主恩賜張老師有一個堅忍有力的身體。 

   3.活動組: 

             a.主保堂慶音樂會定於10月 19日下午15:30~17:00 &活動結束並 

               有小茶會餐點共融。 

             b.規劃今年的聖誕市集。 

             c.籌備明年一系列活動(春節、復活節...等) 

   4.總務組: 

             a.聖母亭外部修繕工作已完工，並在陸淑寬姊妹協助下完成內部 

               花卉布置。 

             b.我們開教基石”天主堂”也懸掛在門房屋頂，增添新的亮點。 

             c.聖堂外部景觀燈已經完成更新，另外有 24 組壞掉保固一年，廠 

               商會更換新品歸還。 

   5.明愛組: 
           a. 籌備並承辦愛你依舊久又久重發婚姻誓約活動，報名夫妻共 80 對，當 

               日有 3對夫妻請假。 

             b. 贈送中秋節米、油物資給弱勢家庭，共六個家庭，支出費用共 1,788 

                元。 

             c. 協助教區明愛會籌備 10/22 的九日敬禮。 

             d 教區明愛會預訂於 11/9 舉辦善終祝禱團年度追思，將公告並邀請本年 



                度亡者家屬及善終祝禱成員。 

             e. 教區明愛會預訂於 11/17 舉辦愛的饗宴，地點在小港聖若瑟堂。目前 

                以第二總鐸區優先報名，待 10/15 之後才開放其它鐸區報名。 

  6.聖母會:左營一塊空地雜草重生，日前請人除草整地。  
  7.聖樂團:本團訂於 2019 年 11 月 10 日慶祝聖樂團創立 80 周年，於主日九點 

            感恩彌撒，11點於德恩樓 80周年回顧展開幕式。 

  8.各區區長:重陽節敬老金已發放差不多了。             

 三、議題討論及決議: 
        1、10 月 12 日教區趣味運動競賽。 

           決議:10 月 12 日當天到聖樂隊所在地集合，再一起進場。 

        2、10 月 27 日 160 週年主保堂慶九日敬禮及餐會籌備工作（蔡副主席） 

          如同上次會議討論，各項準備工作及九日敬禮各善會早課及服務人員

已安排，餐會當天要加派服務人員引導用餐人員至對面餐會會場，並

做好人員進場控管，餐會飯前禱由 (李步壘後裔)李齊國弟兄帶領，

劉總主教餐前降福。 

         3、2020 年度行事曆，請各善會組長提出計畫報告（各組長） 

           明年度與教區行事曆已經排列，請各善會要安排活動行程，盡快將 

           明年度規劃排列出來以利於後續工作的推動。 

         4.因各項準備工作討論事項多，於 10 月 20 日再開一次全體理事會議， 

           請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為堂區一切的事項作好完善的準備。 

           決議【通過】。 

10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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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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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清潔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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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19 日或 26日上午 8點~9 點，或 25 日(五)的 8 點~9 點，

或 9~10 點（請來大掃除。歡迎有意願參與之教友，請與福傳組組長陸淑寬姊妹聯

繫。共同來為主的住所提供愛德服務，天父必定歡喜並降福這項善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