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20 年 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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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主受洗日 p.43 
讀 經 一 

(這就是我鍾愛的僕人)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四十二，1~4，6~7 

讀 經 二 

(天主以聖神傅了耶穌) 
恭讀宗徒大事錄 

十，34~38 
福   音 

(耶穌受洗後，看見天主聖神 
來到祂上面) 

恭讀聖瑪竇福音  
三，13~17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三、聖言的甘與苦 

    教宗勉勵我們，要將聖言與人分享（福傳），也要面對艱困，活出聖言。

他說:「天主聖言的甜蜜引導我們去和在此世相遇的所有人分享它，並宣報
其中所蘊含的確切希望。反之，它的苦澀，經常來自於因為我們領悟到要

持續不斷地生活出天主聖言，有多困難！」他又說：「另一個由聖經所引發

的挑戰，必須以愛來面對。天主聖言不斷地提醒我們天父的愛是慈悲的……
當拉匝祿和富人兩個都死了以後，富人看到窮人拉匝祿在亞巴郎懷抱裡，

請天主打發拉匝祿到他兄弟們那裡去警告他們要愛近人……亞巴郎的回答

是刻薄的：『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聽從他們好了』（路十六 29）。聽從聖
經並踐行慈悲：這是我們在生活中所要面臨的極大挑戰。」（按：這裡的「梅

瑟及先知」，就是指當時的聖經，也就是今天所謂的舊約。）[12, 13] 

                                           (未完，下週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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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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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區 報 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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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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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鼓勵教友熟悉天主教教理，保祿福傳中心繼《教理十分鐘》之後，再推出
《教理十分鐘複習題庫》，每本一百元。用意是希望教友利用題庫複習教理
的內容。有意者請直接向秘書宛臻購買，或填寫教堂後方桌子上的登記表登
記購買。 

4. 1 月 13 日(一)，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5. 1 月 15 日(三) ，晚上 8:00 於第五區韓君怡姊妹家中家庭祈禱。 

地址：高雄市中正二路 56巷 33 弄 4 號 10 樓之 2，歡迎教友踴躍前往參加。 
6.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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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月 18 日(六) ，上午 9:00 本堂教友陳春枝的女兒-王昭雯姊妹與簡佑臣先

生；以及上午 10:20 本堂教友許勝雄弟兄、鐘素馨姊妹的公子-許柏超弟兄與
周家仰小姐，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請教友參加並為新人祝福 

8. 1 月 25 日(六)，春節大年初一，上午 09:00 舉行春節彌撒暨祭祖典禮，邀請
教友一起向天主拜年，請教友踴躍參加。 

9. 過年期間 1月 26 日~29 日，主日彌撒及平日彌撒於 7:00 照常舉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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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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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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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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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讀的是創世紀第 22至 42 章

章，請大家踴躍參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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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9 年第十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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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淑貞、蔡文隆、徐朝亮、張理利、陳治榤、楊豐隆、陸淑寬、林新沛、 

黃國泰。          

一、主席報告: 為本堂 109 年度各項工事事務準備工作順利進行 

二、議題討論； 
   1.為 1/26 天主聖言日導讀準備工作 

      決議:於 1/19 主日聖經導讀員派遣禮，1/26 聆聽員要攜帶聖經。 
   2.本堂區域重新規劃: 
     有關適度調整各區教友分配戶數”案，相關資訊如下：一、去年 12/01 區長會
議共識成立 7人研擬小組，就各區戶數多寡分配不均，有些區幅員遼闊等問題進行必要
之研議，二、目前各區教友戶數分配如下：一區：59 戶（前金區）、二區：50 戶（前金
區）、三區：27 戶（前金區）、四區：82 戶（苓雅區）、五區：71 戶（苓雅區）、六區：
97 戶（塩埕、鼓山區）、七區：40 戶（新興區）、八區：124 戶（三民、左營、楠梓）、
九區：64 戶（前鎮、小港）、十區：69 戶（原高雄縣及其他縣市）共計 683 戶,討論事
項：1、各區分配多少戶數爲宜？2、如何調整？3、是否另行成立“幸福小組”？4、失
聯教友如何歸屬？5、外縣市教友如何歸屬？6、其他。 
      {決議}:以區長可服務範圍作區分，幸福小組由堂區優先輔導之後再轉向各區，

使福傳工作更進一步，另外不常進堂住在外地或是偏遠地區教友，協助教友轉到鄰近的

聖堂，由鄰近聖堂對教友關懷。 

  3.大年初一春節彌撒後茶會 

  4.春節為教區奉獻(一人一千福傳萬千) 
      {決議}:教區一人一千可於大年初一(1/25)奉獻或是今年任何節日時間交給 

             教區。 

  5.《教理十分鐘》複習題庫 發放辦法 

     {決議}:題庫用每本 100 元方式，並將金額奉獻給聖經協會，以利聖經的推廣。 

  6. 聖言年本堂特定工作項目 
      手抄福音部分，會從堂內各讀經班先是推動;另外生命聖言故事見證分享， 
2/29 彌撒後台語，3/1 國語;用一周台語，一周國語，每人時間 5~10 分鐘。 

   三、各組報告: 
  1 福傳組:目前復活節慕道班慕道者有七八位，請大家為慕道者祈禱。            
  2.明愛組：a.完成明愛券義賣，總金額為 101,000 元，堂區保留 10%， 

              其餘繳回教區明愛會。 
            b.進行春聯及二手物品義賣活動，所得款項將採買年菜贈送弱勢家 

              庭，目標 50份年菜。    
  3.活動組:a.1/12 二手市集義賣暨大師揮毫活動  

            活動時間:二手義賣時間 10:30~1800     

                 大師揮毫時間 10:30~12:00(採現場登記 50名) 

            b.1/25 大年初一團拜茶會內容有:茶點區、玫瑰柑仔店、闖關摸彩區、 

              有獎徵答等。 

              時間 09:00~11:00 大年初一彌撒，11:00~13:00 團拜茶會 

    



  4.聖經組:a.今年為天主聖言年，堂區推每日讀三章聖經，鼓勵教友多讀聖經，從 

             創世紀至默示錄共 73卷，讀完一本聖經時間約明年復活節前即可讀 

             完整本聖經。 

           b.第三主日教宗定為天主聖言日，教區用接力方式讀完整本聖經，本堂 

             分配到創世紀，但第三主日是 1/26 大年初二，已用報名方式登記， 

             並協調導讀時間的安排。           
四、臨時動議: 

    1.區域研擬小組會議時間 2/2 於全體理事會議後，留下餐會討論，並將會議 

        討論內容告知所有的區長及區民知道，於八月份推動進行。 

    2.四旬期奉獻給天主，可印製貼紙並製作存錢筒，讓教友帶回去並在復活節 

         奉獻。 

    3.因德恩樓越多善會活動使用，神父咖啡館想轉借廣場左側場地，建立一座 

       貨櫃屋式神父咖啡館，可利於配合堂區活動及對內對外的福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