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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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普世傳教節 P.141 
讀 經 一 

(你的眾子要從遠方而來)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十，1~6 
讀 經 二 

(你們要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到各

地為我作證) 
恭讀宗徒大事錄 

一，3~8 
福   音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十八，16~20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2019 教區主保暨玫瑰聖母聖殿主保堂慶九日敬禮時間表】 

 
(每晚 07:30 晚課，08:00 彌撒) 

日期 時間 負責善會 配合鐸區 主禮神長 

10/18(五) 
 

晚上 8:00~9:00 聖母軍 第一鐸區 林作舟神父 

10/19(六) 
 

晚上 8:00~9:00 青使中聯 第二鐸區 謝聰智神父 

10/20(日) 
 

晚上 8:00~9:00 聖召會 第三鐸區 林吉城神父 

10/21(一) 
 

晚上 8:00~9:00 聖經協會 第四鐸區 林奕臻神父 

10/22(二) 
 

晚上 8:00~9:00 明愛會 第五鐸區 錢盛義神父 

10/23(三) 
 

晚上 8:00~9:00 新慕道團 第六鐸區 龔寒山神父 

10/24(四) 
 

晚上 8:00~9:00 婦女會 第七鐸區 黃忠偉神父 

10/25(五) 
 

晚上 8:00~9:00 
基督活力運動 第八鐸區 杜勇雄神父 

10/26(六) 
 

晚上 8:00~9:00 
家庭委員會 第九鐸區 黃東昇神父 

10/27(日) 
 

早上 7:00、09:00、11:00 彌撒取消 

    下午 02:00 於高雄展覽館舉行 

主保感恩聖祭 

劉振忠總主教 

10 月 21 日(一)~25 日(五)上午 7:30 由於國際基督徒海事協會世界會議

於本堂舉行英文彌撒，因此除 10/22(二) 照常舉行，其餘平日彌撒暫停。 

 

  

 



     堂 區 報 告       

1. 10 月 20 日(日)，上午彌撒後傳協召開臨時會議於善工樓開會。在俗道明會

於中心大樓四樓 403 開會。 

2. 10 月 24 日(四)，守聖時及長青會聚會暫停一次。 

3. 10 月 26 日(六)，上午 10:30 聖功修女會-杜思修女封聖感恩彌撒，請教友踴

躍參與，上午平日彌撒暫停一次。 

4. 10 月 27 日為本堂主保堂慶： 

＊10 月 20 日~ 26 日舉行九日敬禮，每晚 07:30 晚課，08:00 彌撒。10月 21~25

日，上午 7:30 由於國際基督徒海事協會世界會議於本堂舉行英文彌撒，因此除

10/22(二)6:30 照常舉行，其餘平日彌撒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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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7 日(日)，下午 02:00 請主日學家長陪同孩子們於玫瑰堂觀看視訊轉播   

   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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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27 參與至高雄展覽館主保堂慶，為了活動進行的順暢，請各位弟兄姐

妹們配合教區要求宣導事宜： 

(1) 有報名參與 10/27 主保堂慶至高雄展覽館之教友，請向秘書或黃瑞珍姊 

       妹領取入場識別貼紙，拿到請妥善保管，當天 10/27 入場只認入場識別 

       貼紙，貼紙務必貼在最外面的衣服明顯處。 

   (2) 請務必於 12:30 前抵達會場 3樓，堂區集合人員不可在三樓集合，一律於 

       三樓以下。 

   (3) 領洗者/代父母/天使勇士的報到入場貼紙都一律當天報到領取入場，工 

       作人員沒有入場通行貼紙，一樣無法進入。 

   (4) 當日請教友不要拿手機拍照，專心於禮儀中 

   (5) 因無入場識別貼紙將無法至展覽館的兄姐們，請留在玫瑰堂觀看視訊轉播 

       方式同步呈現彌撒。 

   (6) 參與高雄展覽館之教友，彌撒結束後將隨同遊行回玫瑰堂，(遊行時間預 

       估兩小時) 。 

    ~為使 160 年活動順利，感謝所有教友的配合與奉獻，天主保佑 謝謝!~ 

6. 有報名登記 10/27(日)主保共融辦桌餐會之教友，請憑繳費收據向秘書或黃

瑞珍姊妹領取餐券，餐會座位圖請見公布欄。(目前餐桌座位已安排，恕無法

接受協助置換座位，如需換位請自行協調，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7. 劉總主教晉牧 25 週年，將於 11 月 3 日(日)18:00 香蕉碼頭舉辦餐會，費用

每位$1000，目前尚有 10個名額，有意報名者請向秘書或黃瑞珍姊妹登記並

繳費。 

 



§聖母聖殿聖則濟利亞聖樂團 80 周年團員感言分享§  
11. 團員/戴瑞堂 
感謝聖詠團我已經在這裡參加樂隊和聖歌團將近 60 年的歷史,在這舒適的環境
裡，對我的身體很有幫助，這裡使我放鬆心情，還有跟大家開心的在一起及互相
幫忙跟照顧，像是一個溫暖的家，感謝天主，感謝聖母瑪利亞。 
.....................................................................
12. 團員/蘇寶桂 
 進入樂團.資歷不深.七年，有幸在姜宜君老師的啟蒙與指導… 
想起第一次學習拉丁聖歌.感覺“酷”，雖很吃力.但依然勤練.感恩淑琴大姐在
旁、吸氣、轉氣、吐氣、分享“聲悅”，唱出輕鬆柔和的歌聲，每星期四的團練.
是非常愉快的夜晚.舒心.從旋律中讚美主的慈愛，在團裡大家和氣互相鼓勵與支
持.關愛.讓我感受喜樂、富足… 
   有個身影.特別感動；常遞譜.照顧新進團員.他是現任齊國團長.感謝主的恩
典、讓我們用歌聲.“謳咾天主”。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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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主題：最美好的回應 / 女高音部：戴淑韻 

   有句話說：「聖經是天主啟示人類的話語，聖歌是人類回應天主的聲音；音樂

是天主給予人類最美好的禮物。」所以，有「樂聖」之稱的貝多芬，曾以基督徒

音樂家的角度說：「音樂是天主的語言，我們讀得出天主的唇語，聽得到天主的

聲音，我們是最接近天主的人，我們音樂人的天職就是藉由我們聆聽天主的聲音

來傳遞給人們，來告知人們天主的想法。」可見，為何人要用音樂來讚美天主。 

    聖歌與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音樂是天主的語言，

也是穩定人心的力量。真的難以想像，世上若沒有音樂，不知會是如何？感謝的

是，天主不但給人類美妙的音樂做為禮物，還給了玫瑰堂聖詠團許多的音樂人

才，提昇教會音樂敬拜的氣氛，將優美的聖歌旋律融入禮儀當中，用音樂向更多

人宣揚天主的愛，透過音樂讓更多人認識天國的福音和好消息。可見，用音樂來

回應天主，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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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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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 調                            讚主頌                   聖詠十八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