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20 年 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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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主顯節 p.40 
讀 經 一 

(上主的榮耀已照耀在你身上)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十，1~6 
讀 經 二 

(因著基督，眾人都是 
恩許的繼承者)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三，2~3a，5~6 

福   音 

(我們從東方來朝拜君王)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1~12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聖言日三章 
     2020 年為天主聖言年，為鼓勵教友閱讀聖經，每天花一些時間，閱讀天國

說明書；也可以說是天父寫給祂的子女的家書，細細訴說救恩的歷史，「天主的

話是我們腳步前的明燈」，我們每走一步他就光照我們前方的路。一般人常說：「家

家有本難念的經」，但是就是不讀聖經。 

    聖經包含古經和新經兩大部份。古經亦稱為舊約，新經則稱為新約。新舊約

的命名是取自「盟誓之約」。所謂舊約是指天主與以色列民族立約的記錄，新約

則指耶穌基督與全人類立約的記錄。新舊約的分界，凡在耶穌降生前所寫成的聖

經，均稱為「舊約」，在耶穌降生以後所寫成的則稱為「新約」。事實上，新舊約

的內容，都是記載天主和人類相互間關係的事蹟。 

    新舊約全書共有七十三卷，其中舊約四十六卷，新約二十七卷。現時新舊約

各書的編排，是將內容性質來歸類的。舊約內容包括梅瑟五書、歷史書、先知書

和訓誨文學四大類；新約則有四福音、宗徒大事錄、書信和默示錄等書。 

舊約的難題 
    聖保祿宗徒教訓當時的人說：「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督責、

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弟後 3:16） 

 保祿在這裡所指的「聖經」是舊約，因為新約尚未形成。他提出舊約是在默感

下寫成的這句話，是要強調舊約聖經的實在價值，叫我們不要忽略。事實下，今

天我們也是甚少嘗試找出舊約聖經的用處來。一般來說，使用舊約時，也是因為

它被新約引用到的緣故。究竟是甚麼原因，使我們對舊約提不起興趣呢？ 

不同的素材 
    舊約內容眾多，篇幅比新約長三倍，主題上又沒有一個明顯、統一的方向。

事實上，舊約包含著好幾種沒有融合一起的素材，它們雖不是互相衝突，但也不

是純一節整體。舊約內容都朝著一個焦點——耶穌基督，但這個焦點是在舊約範

圍以外的（在新約才出現）。因此，在閱讀時較難集中，難以一氣呵成的往下看。

訊息難明 



    我們深信聖經中的每一個事蹟，都有其特別的訊息教訓，但舊約中的人物眾

多，跨越的時代背景又相當複雜，故此很難掌握到個中要旨。另外在一些聖祖的

事蹟中，出現了相反倫理道德的行為，在得不到專人指導講解時，便可能成為反

面的教材。因此，在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是不鼓勵人讀聖經的；也由於

同的理由，所有天主教出版的聖經，都要附有註釋的。 

舊約的價值 
    舊約是以色列民族的歷史。為一個無信仰的人來看，它只是近東某一國家民

族的歷史事蹟，和其他國家的歷史沒有甚麼不同；但為一個基督徒看來，這雖屬

於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同時亦是天主和整個人類的歷史。當我們讀聖經時，我們

是在面對面的和天主談話，它不單單述過去的事情，而且繼續的在我們現在的生

活中出現，啟迪、教訓我們，就好像昔日天主在聖經中，和先知聖祖談話一樣。

而我們的生活也將成為聖經故事中的一部份。 

結語 
    舊約聖經實在太多姿采了，若純以一種研究的方法來讀它，是無法鑽探出個

中全部寶藏的。每一種方法，或遲或早都會把我們領向基督，但我們不可妄圖找

捷徑，而應該讓聖神帶領我們，按步的研讀祈禱。最主要的是肯拿出時間來細讀。

最後，我們必會發現，天主比我們想像中更好、更偉大！ 

    希望這個「聖言日三章」督促每日讀聖經的堅持，有效幫助我們成為真正的

基督徒。 

    建議閱讀前後的祈禱：天主聖神請袮降臨，充滿袮信者們的心，並在我們心

中燃起愛袮的火焰，阿們！ 

二、如何親近聖言  
    為了深化信友與聖言的關係，教會「應重新努力給予信友們必要

的訓練，一如已在培訓輔祭和非常務送聖體員所實施的方式，使他們

成為真正的聖言宣報者。牧者亦可設法授予聖經或聖經中的一部書給

全體會眾，以表示讀經的重要性：學習如何閱讀和賞析聖經、並透過

操練聖言誦禱，每日用聖經祈禱。要理老師也應該在他們幫助人們增

進信德的職務中，感受到迫切需要透過熟習聖經，使個人獲得更新。

這將幫助他們在慕道者和天主聖言兩者之間，促成真正的交談。」 [3]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依靠聖神的啟發去認識聖經。「絕不可以一成

不變的方式解讀天主聖言（ a fundamentalist reading, which needs to be 
avoided），否則我們就違逆了聖經所具有的啟示性、活潑性和靈修

性……聖經『既由聖神寫成，就該遵照同一的聖神去閱讀去領悟。』」 
                                              (未完，下週待續)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堂 區 報 告       

1. 1 月 5日(日) 主顯節，為教廷萬民福音部聖童善會奉獻，請教友多多參與教
宗為幫助全世界受苦的兒童慈善工作祈禱，奉獻袋放在後面櫃子上請教友慷
慨奉獻；上午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請常務理事務必出席。 

2. 1 月 6日(一)，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3. 1 月 9日(四)，上午 7:00 明供聖體守聖時；晚上 0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1 月 12 日(日)，上午 10:30~12:00 堂區將於德恩樓舉辦【循環城市˙大師揮

毫迎新年】活動，當場有中式春聯、法式春聯以及西式明信片揮毫，當天
10:30~18:00 亦有二手義賣，所有義賣的金額將作為“為弱勢家庭年菜經
費”運用，請各位教友多多參與，讓愛在需要的角落發光!! 

5. 本堂本學期主日學於 1月 12 日(日)結束，下學期將於 2月 16 日(日)下午
02:30 開學，寒假期間請督促孩子與家人一同參與彌撒。 

6. 需 2019 年抵稅收據證明的教友，請於 1月 19 日前向秘書或黃瑞珍姐妹登記。 
7. 2020 年高雄教區寒假兒童生活營，希望家長踴躍鼓勵家中 3-6 年級學生參

加，費用 2500 元；報名截止日期至 1/20，欲報名者請向鐘修女或秘書宛臻
拿取報名表。 

8. 109 年維持費捐獻袋已全數放置完畢，如有遺漏或錯誤的教友，請告知秘書，

將盡速為各位補上。 

9. 為鼓勵大家讀完整部聖經，本堂推出一項「聖言日三章」活動，希望教友能

每天在家閱讀三章聖經。如此我們大概會在明年復活節前讀完整部聖經。此

活動是自本年一月五日（主顯節）開始，第一週讀的是創世紀第一至二十一

章，請大家踴躍參與。 

 月 日 星期 經書範圍 

一   5 日 創 1-3 

     6 一 創 4-6 

     7 二 創 7-9 

     8 三 創 10-12 

     9 四 創 13-15 

    10 五 創 16-18 

    11 六 創 19-21            

10. 天主聖言日（1月 26 日）本堂須於安排教友一天內恭讀整部創世紀。因當天
適逢年初二，故人力須事先安排。請有意當天擔任宣讀員，恭讀創世紀的教
友踴躍報名，欲報名者請填寫教堂後方桌子上的登記表。請在登記表填上您
的姓名、電話。 

★宣讀員必須於 1月 10 日前試讀其負責章節，並紀錄以正常速度（不緩不急）
讀完該章所需時間，向聖經組長林新沛回報（回報方式請見登記表最後一
頁）。以便本堂於 2020 年 1月 12 日確認及公告各章宣讀時段。 

11. 教區傳協會今年發起【一人壹仟˙福傳萬千】支援教區年度各種活動費用及

必要支出經費，按照教區邀請每位教友(凡領洗的教友不分老幼) ，每人每年

至少奉獻一千元給教區，請於大年初一(1/25)當天，或是一年的任何一天，

給天主一個千元紅包，使教區推動的計畫與活動能順利推展。 

 
 



§ 2019 年 12 月份大事錄 § 
 
12/01(日)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12/06(五) 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12/08(日) 本堂約 90 位教友前往參加萬金聖母聖殿主保慶典。 
12/09(一) 10:00 壽山國小六年級生參訪。 
12/06~12/14 為舉行福傳大會，每晚 8:00 進行九日敬禮。 
12/09(一)無染原罪聖母彌撒，12/10 (二)傳道員分享， 
12/11 (三)聖經與福傳 聖經組長，12/12 (四)幸福小組講習 高健仁 
12/13 (五)彌撒，12/14 (六)彌撒 
12/14(六) 14: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台東服務處 8 位參訪。 
         15:00 彰化印刷工會 26 位參訪。 
12/15(日) 10:00 彌撒後將於天主教中心二樓召開教友福傳大會。 
12/16(一) 16:00 高雄餐旅大學 3 位參訪。 
12/17(二) 11:00 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學院 75 人參訪。 
12/18(三) 20:00 於王昭雯姊妹家中家庭祈禱。 
12/21(六) 08:30 樂仁幼稚園聖誕節慶祝儀式。 
12/21(六)、22(日)3 台彌撒後，由各區區長於德恩樓前設攤現場進行發放今 
        年月曆。 
12/24(二) 21:00 子夜彌撒。 
12/25(三) 07:00 黎明彌撒，晚上 8:00 天明彌撒。 
         14:30 菲律賓朝聖團 9 位。  
12/27(五) 09:00 香港仔工業學校 23 位參訪。 
         13 :30 為新亡者韓葉惠美姐妹(聖名德肋撒)舉行殯葬彌撒  
12/28(六) 10:00 沈資偉先生與林欣怡小姐於本堂舉行婚禮祝福。 
12/29(日) 13:00~18:00 堂區舉辦【聖誕慶典˙愛在家年華】，一同在音樂 
         的圍繞下歡慶耶穌的生日!! 
 

109 年 1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4、1/5 45 無數天使空際臨 112 奉獻 236 來與我們此路同

行 

48 聖嬰萬世王 

1/11、1/12 207 普天頌揚上主 226 奇異恩典 217 天主住在我心中 230 傳給人 

1/18、1/19 223 人人都應當知道 228 愛的呼聲 114 我是生命之糧 237 我是主羊 

1/25、1/26 354 開啟雙眼 104 奉獻身心(二) 280 基督的靈魂 231 跟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