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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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P309 
讀 經 一 

(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們這些
為祂的法律而殉難的人復

活，獲得永生) 
恭讀瑪加伯下 
七，1~2，9~14 

讀 經 二 
(願主鼓勵你們的心，且賜給你
們力量，完成各種聖善的言行)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後書 

二，16~三，5 
福   音 

(祂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 
恭讀聖路加福音  
二十，27~38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聖母聖殿聖則濟利亞聖樂團 80 周年團員感言分享§  
19. 團員/洪艷秋 

    你們應向祂高唱新歌 (詠 33:3) 

    七年前剛領洗，在一次彌撒中聽到天神彌撒垂憐曲，玫瑰堂聖詠團的歌聲聽

起來像在祈禱，也像敘述或讚頌，天主撫慰當時什麼都不懂的我，心內感覺好平

靜啊！玫瑰聖詠團團員個個像玫瑰花吐芬芳，我真心感謝每一位，謝謝幸姬帶我

加入練唱，謝謝吳老師專業又愛心的教導，謝謝貝多芬之手宇芬的司琴，謝謝淑

靜總是好心幫我畫歌譜跟練唱，謝謝前後任部長包容了未能常出席的我，謝謝淑

韻、木麗、玉華、美惠、玉敏、淑琴鼓勵邀約我出來練唱，謝謝淑貞對我說： 「即

使來唱一小時半小時都很好啊！」謝謝妳的鼓舞，我也要謝謝妳和小隆和團長李

齊國理利夫婦，及背後默默付出為歡慶聖歌隊 80 週年的團員們，感謝你們！感

謝徐佑文大哥辛苦的錄音錄影，紀錄歷史真的太重要了。 

    加入玫瑰聖詠團從不懂到能在彌撒中用聖歌感恩讚頌天主，這有多麼美好

啊！感謝主，願天主降福玫瑰聖詠團年年齊向上主高唱新歌，再多更多的 80 年。   
.....................................................................
20. 團員/許家榕 

 第一次踏進玫瑰教堂時，儀式正在進行中，不經意聽到右前方傳來一陣令人

感動的歌聲，好奇的問隔座的一位修女:{請問白衣穿著的那個團體叫什麼？}表

情嚴肅的修女應答說：聖詠團啊！腦海中的幻影開始浮現~{我也是站立那團體內

的一位}似乎很得意自己像似天使般的快樂。 

   因此，在慕道班結識張理利姐妹和陳秀美修女，由於陳修女的“和藹及“無

分別心”的態度，令人敬重與動容。於是 104 年復活節我接受領洗。當天理利姐

妹和她的代女正在討論聖詠團有活動~搭遊覽車到“真福山”之旅！她盛情一同

的邀約我們~好新鮮哦，人與人之間是那麼無距離，那麼的親切，是我從事教職

工作從未經歷過的人生。經過這一趟旅程，感覺良好，順理成章的進到聖詠團。 

   聖詠團是一個大家庭，有家長及弟兄姐妹組成，關係著一個教會的運作與協



調，遇上婚喪禮儀慶典，聖詠團成員有責任參與，當然依繫每週固定時間的練唱。 

   幾年來，每週的練唱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份，聖詠團是教會的基柱，擔負

著福傳重任，更是教會中教友們的精神食糧，成員們！讓我們繼續攜手再和諧團

結邁進~一切光榮歸於主，讚美主！ 

............................................................. 
21. 團員/ 郭炳輝 

一日頓悟進教堂         神的旨意傳遍地 

百年建築立街坊         父啊我們敬拜禰 

六路人馬聚一起         林林總總訴不盡 

十方義人齊朝拜         作為門徒盡義務 

年前受洗成為徒         舟車雖累卻不苦 

堂堂進入第三年         頌揚天主的旨意 

慶賀恰逢百六十         讚美基督我願意 

聖樂響徹玫瑰堂         天天唸串玫瑰經 

樂聲傳達神旨意         主啊基督我愛禰 

團結所有基督徒 

............................................................. 
22. 團員/黃國泰 

   我有幸於兩年前加入了合唱團，這是一個喜樂的團體。常聽說：唱聖歌是雙

倍的祈禱，這是我加入合唱團的初衷。加入之後真的發現唱聖歌還可以去除心理

許多的不愉快，因為在合唱共融時刻，那一份専心使人心靈很安寧，很安慰，聽

見所有團員們的四部合唱的美妙的歌聲，每一個人都是那麼認真的唱著聖歌讚美

天主的最美的時刻，在這時候我正享受聆聽著人間最美的天籟。。 

    感謝天主恩典，讓我活到老學到老，只要我還能動，我會盡我能力，繼續服

侍天主、讚美天主。                                      
............................................................. 
23. 團員/常吉與張蓉 

我和內人都喜歡歌唱，雖無天籟之音，但由於身為基督徒，常年參與教會活動，

耳濡目染早就愛上了那旋律優揚、辭藻華美的聖歌。但因無名師指導也只限於國

語聖歌而已，未能精進。記得在 2012 年左右，與好友夫婦聊及此，後經其介紹

加入玫瑰聖樂團。剛到了新環境，像是劉佬佬逛大觀園，一切在靦腆中摸索;倖

好每位兄姊都很熱誠的帶領協助及前後兩位姜老師、吳老師的指導，漸漸地，我

們也熟悉了四部合唱，愛上拉丁彌撒聖樂;每每下課回來，都在家兩人就妳彈我

唱，反覆練習;並引頸期盼著下次上課時間的到來。 

玫瑰聖樂團由於有優良的傳統背景，加上名師的細心雕琢，學員的用心學習，歌

唱技巧已遂年精進。除了協助各堂區外，也經常為福傳而受邀參與演出，蜚聲外

界。 

玫瑰聖樂團亦如一大家庭，40 多個團員，雖大都已是祖父母級了，但因為太愛唱

歌了，一加入就忘了離開。有時出遊到外縣市養老院等，車內的歡笑聲總是一路

到底、綿延無際，因為愛在我們心中滋長、永不抹滅。 

去年，我從職場退休，卻因遷回故鄉，不能再與各位兄姊相互砌磋，齊聚高歌讚



頌上主;也强忍心中的不捨，離開了撫育我 6年多的溫馨的家。 

值此團慶前夕，除了感謝過去漫長日子裡，老師、兄姊對我們的細心指導外;也

期盼玫瑰聖樂團松柏長青，永遠平安喜樂！」 

............................................................. 
24. 團員/張榮華/張英華 

    今年三月有幸參與一場拉丁彌撒聖祭，在一陣陣優美的合唱聲中， 

感受聖祭濔漫著濃厚的人神共融的氛圍。 

    那不是語言，那不是文字，那是人心深處的祈求！ 

原來那首憾動吾心的樂曲正是”天神彌撒曲”中的…Kyrie…， 

這音符跳躍在腦中似浪滾捲在未散之際，耳邊又忽聞另一首聖樂 

Lord,here I am，這不是華麗，這不是優美的旋律，這是人心深度的渴望｡ 

   我醉了！好像啜飲著心靈的美酒，醇厚而甘甜，餘韻不散，此刻時間 

是靜止的，祗有天主與我同在…in mor…慶祝玫瑰聖樂團八十周年的今天， 

我願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舉筆寫下才入團僅四個月資歷淺薄新生團員的感

言： 

榮華：感謝玫瑰聖樂團，願意開啓迎新大門接纳新生， 

如果嬰兒應該向搖籃說些什麼，那便是此刻我的感激， 

是這些大哥哥及大姊姊們不棄提攜賜教，帶我走進人生另一層不同的領域。 

英華：感謝玫瑰聖樂團，給予我一窺聖詠瑰麗的機會， 

其中團練的快樂化成音符，激化我學習的樂趣，凡事持恆難， 

在大哥哥及大姊姊們身上，我看到學習是以年計算， 

我才四個月正是邁步向前的開始，仰望您們音樂高度， 

正是我學習的目標｡ 
 

     堂 區 報 告       

1. 11 月 10 日(日)，玫瑰聖母聖殿聖則濟利亞聖樂團成立 80週年，上午 9:00

感恩祭，11:00 於德恩樓舉辦感恩回顧展，歡迎教友踴躍參與。 

2. 11 月 11 日(一)，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3. 11 月 13 日(三)，晚上 6:00 用餐，6:30 於善工樓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請

常務理事務必出席開會。 

4. 11 月 14 日(四)，上午 7:00 守聖時；晚上 0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5. 11 月 30 日(六)，上午 09:00 舉行將臨期避靜活動，主講人是杜勇雄神父，

請教友一起來參與避靜活動，要參加的教友請於 11 月 23 日前於教堂後方桌

上報名表登記報名，以便堂區統計午餐人數。為響應教會的呼籲，避靜將不

提供瓶裝水及餐具，請參加者自備餐具及水瓶。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調                         無辜者的懇禱           聖詠十六 



§ 2019 年 10 月份大事錄 § 
10/4(五)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10/5(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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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 桃源聖方濟天主堂舉行建堂 60 周年感恩聖祭，本堂教友約 80 

           位前往。 

10/6(日)  9:00 彌撒中慶祝李幸珠修女 80歲大壽。 

          10:15 召開全體傳協理事會議。 

10/11(五) 台北新店聖母軍支團前來朝聖。 

10/12(六) 教區於明誠中學舉辦趣味運動會，本堂教友約 30 位前往。 

10/15(二) 10:00 天主教若瑟醫院前來舉行彌撒。 

          14:00 香港朝聖團前來舉行彌撒。 

10/19(六) 1. 10:00 李俊甫先生與陳姿陵小姐，於本堂舉行婚禮祝福。 

          2. 15:30~17:00 於聖殿內舉辦『160 週年主保音樂會』。 

1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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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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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四) 11:00 廈門教區后坂玫瑰聖母堂劉恆平神父帶領 37位教友朝聖。 

          15:00 日本團體前來舉行彌撒。 

10/25(五) 11:00 南屯天主堂前來朝聖祈禱。 

          14:00 國際海員會議閉幕。 

10/26(六) 10:30 聖功修女會-杜思修女封聖感恩彌撒。 

10/27(日) 早上 7:00、09:00、11:00 彌撒取消， 

          14:00 於高雄展覽館由劉振忠總主教主禮感恩聖祭。 

          19:30 舉行主保共融辦桌餐會。 

10/29(二) 14:30 台中教區羅娜天主堂神父帶領教友朝聖。 

10/31(四) 20：00 舉行追思煉靈月敬禮，為追思亡者祈禱及彌撒。 
 

10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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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11/06 197 我的心靈渴慕平

安 
113 屬於祢 127 除免世罪主羔羊 234 在主內常喜樂 

11/16、11/17 227 主我願更親近

你 
105 隨同神父 283 接近天主 257 慈光歌 

11/23、11/30 131 基督君王的侍衛 112 奉獻 341 耶穌我等待你 326 你是榮耀君王 

11/30、12/1 26 快來至聖默西亞 109 罪人罪重無可奉

獻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8 天主聖子懇求

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