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19 年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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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年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P313 
讀 經 一 

(正義的太陽將為你們升起) 

恭讀瑪拉基亞先知書 

三，19~20a 

讀 經 二 

(誰若不願意工作，就不應當吃飯)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後書 

三，7~12 

福   音 

(你們要堅忍到底，就可保全你

們的生命) 

恭讀聖路加福音  

二十一，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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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團員/江玉敏   主題：光陰似箭回顧 

    感覺不久前才剛慶祝聖詠團七十週年慶，怎麼現在又到了 

要慶祝八十週年慶真的光陰似箭！ 

    想想這十年來我學習到什麼？想起來也慚愧，常會被魔鬼 

的誘惑，而借故不來練唱真不好意思，現在我發現當我來到聖堂 

練聖歌的時候，心情真的不一樣，會感覺到平安與喜樂！ 

相信聖詠團每位成員都有同感。 

    在這十年來感謝姜老師與吳晨潔老師用心教導我們，進步很多， 

也要感謝團長及各位幹部熱心的服務，讓我們感覺到在這大家庭裡有 

很多的愛與包容，願我們未來的十年會更好！ 

祝福大家！在主內能以歌聲讚美並光榮天主，真是有福！  
.....................................................................
26. 團員/陳木麗      
   我喜歡音樂，最小的兒子上大學後，我與先生開始加入聖詠團，韶光易逝轉
眼已過 22 年；剛開始唱拉丁彌撒曲，覺得很困難，因為那些發音都要重新學起， 
但因旋律優美，唱起來覺得莊嚴且悅耳動聽，深怕音高抓不準而無法融入團體氛
圍中，在家有空就用鋼琴彈奏練習，以免荒腔走板。歌曲練習熟了，每首曲子用
感情唱起來，就覺得很有成就感，也享受音樂的美，尤其在心情低落時更具療效。
團員很有榮譽心，尤其要上台演出時，都卯足勁練習，發揮爆發力，每次都有好
的表現，比平常練習還要出色一致，可謂是一群可愛又可敬的同學。 
     尼采說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音樂會讓我們身心靈健康，尤其聖奧
斯丁說唱聖歌是雙倍的祈禱，希望更多教友加入聖詠團，一起唱聖歌，歌頌讚美
天主！ 

............................................................. 



27. 團員/楊豐隆 

    距離剛領洗的時間流逝也經過了兩年多了，在主愛陪同下就好像剛在復活節

剛領洗一般，在領洗的首年天主召喚進入了讀經班研讀聖經中，福音之中的奧

妙，由淺而深入了解天主要對我們所表達的話，就這樣地慢慢地融入教會各種的

善會活動，又隔了一年天主召喚了，在我耳邊不斷出現拉丁或者聖歌的音樂，在

聲音中很溫柔充滿了喜樂有時就會不自覺地唱出，自己心裡想著自己本身對音樂

是一竅不通的，而音樂律動卻能在拍子上，這或許是天主派遣聖神引導我要用歌

聲去讚美天主，就這樣進入了聖堂的聖詠團，時間流逝很快彷彿就是昨天的事一

樣，學習了很多曲子及拉丁彌撒曲也快一年了，雖然團員的年紀都是年長的，但

在一起練唱時，如同聖神降臨在每一個人身上將 天籟之音傳入每個人的耳裡，

感謝讚美主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天主派遣的各種旨意。 

............................................................. 
28. 團員/盧麗如 
    時光過得飛快，聖歌隊 70年剛過不久已要邁入 80年。記得我進入聖歌隊時

還是一個小女生，如今也變成資深"霉"女了，雖然其中有進進出出，但是参與時

間也蠻長的，其中要感謝李庭茂老師的夫人邱芳蘭女士，一直叫我回聖歌隊練

習，所以讓我脫隊沒太久，繼續在這個團隊待到現在(感恩)，也感謝這麼長時間

來，有很多優秀的老師認真指導我們唱歌技巧，老師們都不私藏(識譜方面)，讓

我有所進步，感謝在這團隊內認識很多兄姊，大家相互關懷讓我在聖歌隊裡覺得

快樂，(尤其練習新歌曲會唱，覺得很有成就感)，在每個星期四練唱是我的快樂

時光，希望今後能繼續唱下去。。                                      
............................................................. 
29. 團員/聖樂隊/鐘承業老師 

    1962 年（民國 51 年）按算是傳教 100 週年過後 3年，當時正讀初中（現在

的國中），在一次偶然機會我和聖樂隊邂垢於聖堂道理廳（現中心大樓），受李庭

茂老師的鼓勵參加了聖樂團聖樂隊，後來也參加了聖歌隊（當時聖樂團的編制是

一團二隊，分別為聖樂隊和聖歌隊），就這樣音樂影響我的一生，也陪伴了我一

生，在李老師的啟蒙教導下，我感覺天主給了我一定程度的音樂天賦，感謝天主

讓我不但耳能聽出音樂的美，心也能悟到音樂裡主的愛，所謂以音樂歌頌、讚美

天主，在吹奏與歌唱時，完全不言可喻。 

    因為有了這段豐富而值得懷念的過去，感覺ㄧ路走來心靈一直非常舒坦，而

過了這一段漫長的歲月後，如今聖樂團已創團 80 年了，除了懷念這段與音樂共

渡的時光外，現在心裡想的一直都是如何把學習音樂能充實人生的精神生活和以

音樂歌頌天主的概念、以音樂和天主交心的所有最美好的事，透過經驗的分享、

技巧的學習讓有緣參與樂團的主內弟兄姊妹、甚或教外的朋友，能因人生有了音

樂而喜樂倍增，不但在主內的生命價值昇華，也因此更認識天主，在此之時祈求

天主賜與所有參與樂團的幹部、團員都充滿智慧、向心力、毅力、同時召換更多

的新人參與，讓樂團再繼續無數的 80年以音樂讚美、歌頌主。     

                            

 



     堂 區 報 告       

1. 11 月 17 日(日)，上午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2. 11 月 18 日(一)，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3. 11 月 21 日(四)，上午 7:0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晚上 0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11 月 30 日(六)，上午 09:00 舉行將臨期避靜活動，此次的主題是「降臨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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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 月 8日(日)上午 10:00 萬金聖母聖殿舉行開教 158 周年感恩彌撒，本堂開

放 60 位教友報名前往，額滿為止，有興趣前往的教友，請向黃瑞珍姐妹報名，

費用每人 100 元報名。 

 

108 年 11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8 年 11 月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8 年 11 月 13 日 18 時 30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慶中                              紀錄：黃重霖 
指導神師：林作舟神父 
出席理事：許淑貞、許琇慈、陸淑寬、林新沛、徐朝亮、宋耀宗、黃國泰、黃彥
鈞、黃重霖、張理利、楊豐隆。 

一、 主席報告：非常感謝大家開教 160 周年慶典的付出。明年度行事曆有需要

更改的部分，請盡速提出。 

二、 各組報告： 

1. 活動組： 

a. 聖誕節馬槽佈置。『決議』：楊豐隆弟兄為統籌，各組及堂區兄姊全力

支援。 

b. 聖誕節活動規劃。今年不辦聖誕市集活動。12/29(日)聖家節，

13:00~16:00，於德恩樓舉辦音樂會，將邀約團體演出，有意願參與演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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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團體或個人請向活動組報名，規劃以野餐音樂會形式辦理。 

c. 2020/1/12(日)，主日彌撒後，將在德恩樓舉辦書法現場揮毫春聯義賣

活動，活動義賣所得，將配合明愛組舉辦關懷弱勢，愛心年菜傳遞溫

暖過好年活動。以本堂及社區弱勢家庭為關懷對象。『神父指示』：請

以五十組家庭為目標。『決議』：同場舉辦二手市集義賣活動。 

d. 2020/1/25(六)，大年初一，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辦新春團拜茶會。 

2. 牧靈組： 

a. 11/30(六)，於中心二樓舉辦將臨期避靜，杜勇雄神父主講，主題是「降

臨於我」。活動於 9:00 報到，9:30 開始。 

b. 12/14(六)，舉辦新領洗者朝聖之旅。 

3. 明愛組： 

a. 9/29 重發婚姻誓願活動申請的降福狀已經製作完成，將盡快整理後轉

發到各堂區。本堂教友將擇期於彌撒中頒贈。 

b. 明愛券已拿到，總金額為 10,1000 元。請各組及各善會協助明愛組義

賣。 

4. 福傳組：本堂有四位新領洗者於開教 160 周年慶典當天在高雄展覽館會場

領洗，本堂將補送聖經。 

5. 禮儀組：12/24(二)，子夜彌撒 21:00。12/25(三)，黎明彌撒 7:00，天明

彌撒 20:00。 

6. 總務組：目前工作重點在於規劃聖殿內冷氣主機汰舊更新計畫。『決議』：

請先估價並評估可節省的電費。聖殿二樓地毯已更換完成。 

7. 聖樂團：聖詠團及聖樂隊將於 11/23(六)~11/24(日)，舉辦北部朝聖之旅，

將依本堂規定申請車資補助。『決議』：通過。 

三、 議題討論 

1. 12/8(日)，萬金聖母聖殿歡慶 158 週年主保堂慶。本堂開放 60 位教友報

名前往，報名費 100 元/人，請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2. 討論堂區推動福傳大會活動小組成員。『決議』：神父、主席、副主席、福

傳組長、牧靈組長、楊豐隆、修女為小組成員。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調                            歌頌萬民的救主                        聖詠九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