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20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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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耶穌升天節 p.173 
讀 經 一 

(耶穌就在他們注視中， 
被接上升) 

恭讀宗徒大事錄 
一，1~11 
讀 經 二 

(使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一，17~23 
福   音 

(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 
都交給了我) 

恭讀聖瑪竇福音的結束詞  
二十八，16~20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李達修《聖言在野》眺望永恆 
                                       公教報 第 3823 期 2017 05 28 

    若即若離是一種使人不舒服的經驗。我們會被這個朋友或愛人弄得十分困惑
不安，甚至產生挫敗感和怨憤的情緒。在人與人之間，這種表現造成彼此關係不
穩定，阻礙感情之發展。若然持續下去，又沒有面對及處理的話，受的一方總可
能有一天在失望中，寧願主動疏遠或放棄；因為人還得要自愛，維護自己的尊嚴。 
    不穩定的關係，來自不穩定的個人，與及自我中心的傾向。如果能理會對方
的存在和感受，至少令人不會過於困在自戀之中。自己的情緒及表現，都願意向
對方溝通與交待，為免產生誤會或矛盾；這都是愛的基本態度。否則經常要被動
的一方配合自己的心情，像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這段關係絕無平等，毫不健
康，難以維繫，怎會結果？ 
    我們對天主若即若離，已是不用多談的現象了。只是我們有否曾經覺得，天
主對我們亦是這樣呢？縱然一生中總算有過畢生難忘的時刻，經驗到主的親近、
助佑和安慰，但是許多時都仍覺得天主很遙不可及。有些人認為，復活後的基督
若隱若現，尤其難以捉摸。顯現時祂都帶來振奮，開啟明悟；只是來無蹤去無影，
總缺少了點安全感。況且，終歸於復活四十日後的今天，目送祂升天而去了。那
不是連偶爾顯現相見都沒有了嗎？ 

不是「怪獸天主」 不製造自我中心的人 

    一個信仰仍未脫離幼兒期的人，自然還會無厭地依附著、討抱抱；寸步不離
才算作呵護疼惜，否則「扭計」哭鬧不停。看來那是自我中心的另一種型態：拒
絕成長與自立。天主已作救贖行動，亦已提供接受此救贖的回應方式。祂可不是
「怪獸天主」，生怕我們吃不飽、穿不暖、待遇不公、輸在起跑線，時時處處為
我們強出頭，要世界配合我們，製造更多自我中心的人。 
    天主救贖工程之發生，就是為使我們成長和成熟。對於默西亞救世主之期待
與期望，不再因循著只是替我們消災解難的民族英雄之觀念，以權勢鬥爭之勝敗
作依歸。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在世的一生，呼應著舊約裡上主的預許及先知們的
提示，是位溫良謙仁的君子，正義和善的聖人；因此贏得了眾多門徒的心。十字
架死刑之苦難，與及復活升天，更顯示祂的國度不屬於現世，祂的勝利超越時空。



不然，復活以後何不實行大平反，為自己的名譽討回公道？甚至挾著死而復活的
聲威，集結信徒民眾，一舉攻破羅馬帝國在以色列地域之統治，建立新政權成為
新領袖？ 

成熟的人 不會只看眼前的勝負 

    只有成熟的人，才不會糾纏於你爭我奪的惡性循環之中，不會視當下眼前的
勝負為一切。經由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救恩，不是清楚說明了嗎？耶穌並非為了贏
面子而來，卻是為替我們贏得更豐富的生命而來的。祂的復活就是終極勝利，既
不為打倒誰，誰亦推翻不了那一次而永久之勝利。祂的顯現使我們辨認祂的勝利
本質，祂的升天更顯示那份屬於祂的勝利，是賦有超越性和永久性的。 
主耶穌為甚麼於復活之後，仍留下四十天，並且多次顯現給門徒們，然後才升天？
這不是製造第二次別離與不捨？須知道基督使命之完成，絕不是草草收場。祂懂
得天父的計劃，所以用心良苦，仍然堅強我們，開導我們心靈，以作準備在祂升
天之後，進入教會傳福音時代。 
    天主的救恩原來是普世性的，並且有其永恆的幅度。門徒們逐漸領悟此道
理。信仰不是自私的、排他的、侷促的；卻是分享的、包容的、超越的。在認識
和接受逾越奧蹟意義的過程中，他們的信仰也愈趨成熟。而成熟之重要表現， 就
是脫離自我中心，放下依附心態。自愛卻不自戀，自立卻不自私。 

不會把基督據為己有 樂意分享與基督的關係 

    得到基督顯現時的提點， 再反思祂受難復活前後發生的一切，門徒們增強
了信仰成熟的能量。他們不會只想把基督據為己有，也不會因信仰而變得霸道。
相反地，他們更樂意分享與基督的關係，肩負傳播天主救恩之福音，承擔受主派
遣「使萬民成為門徒」（ 瑪廿八 19 ）之使命。 
    復活的天主聖子便在這份放心和信任裡，升天而去。我們見到耶穌消失於遠
方的天空，亦是目睹祂進入永恆的光榮中。人的視力有限，遠到某程度，便會再
看不見，如同消失一樣。於人性上，可能真的有失落感。呆望著已經看不到祂的
天空，一陣無奈中感覺好像遭遺棄的孤兒。可是，基督曾經這樣保證：「我必不
留下你們為孤兒。」（若十四 18 ）肉眼所見漸漸遙遠的祂，正在同時慢慢移近我
們的心神。「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 20 ） 
曾經有一次，與一位修士坐在海邊。傾談了一段時間後，彼此都不期然地沉靜下
來。然後過了片刻，我回頭看一下這位在百年老樹下站著的好朋友，發現他正在
定睛看著遠方，他的眼睛充滿著愛、希望與信心。他看得入神，我看他都看得入
神。我很感激這位修士，因為從他那刻的眼神裡，我看到永恆。應該說，我看到
眺望永恆的目光。以我對這位好友的認識，我肯定他當時是出於自然及真情，因
為我知道他對永恆存著真切的盼望。他深信在永恆，有誰及有甚麼在等待著他。 
    我們在信德中，凝視耶穌升天，不也就是眺望著那看不見，但存在於希望與
愛中之永恆嗎？ 

10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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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5/24 92 耶穌升天歌 107 我的生命吾

主獻給你 
127 除免世罪主羔羊 294 你們應當稱謝

天主 

5/30、5/31 98 懇求造物聖神降

臨 
109 罪人罪重無

可奉獻 
 99 天主聖神 215 因相愛別人認

出我們是基督徒 



 
     堂 區 報 告       

1. 本堂推出「聖言日三章」活動，希望教友能每天在家閱讀三章聖經。本週讀

的是厄斯德拉下第 10~13 章、多俾亞傳第 1~14 章、友弟德傳第 1~3 章，請大

家踴躍參與。 

2. 5 月 24 日(日)，耶穌升天節，教會訂為「世界傳播日」，請各位教友多多奉

獻，並為教會的傳播工作祈禱。 

3. 5 月 28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4. 請大家一起祈禱！5月 31 日(日)，上午 9:00 將有 10 位弟兄姐妹領受入門聖

事，希望他們在愛中找到自己，活出新生命！ 

5. 今年本堂暑期兒童生活營營期時間為 8月 9日～8月 16 日舉行，招生對象為

升小一至國一皆可，優先開放本堂主日學小朋友及教友報名，費用 1300 元，

本堂可向修女、秘書或主日學老師報名。 

6. 高雄教區聖經協會統計各教區有意訂購成套手抄福音的數量，一套有四部福

音，每套單價 405 元起。有興趣訂購者請向本堂聖經組長林新沛或秘書楊宛

臻登記。 

7. 活力有氧健康操，每周三、五上午 9：00～10:00，於德恩樓上課，內容有伸

展、拉筋、核心肌群訓練，並結合輕鬆有氧舞步，強健身心，適合男女老幼，

報名相關內容請洽秘書或現場報名。 

8. ＊慶祝高雄教區成立六十周年，第二鐸區辦理繪畫比賽＊ 

<徵集對象>：教區教友所有年齡兄弟姊妹。  

<參加作品>：美術繪畫，四開圖畫紙，以平面為限。 

<繪畫活動>：內容凡與天主教會相關題材均可凡與天主教會相關題材均可。  

<評分辦法>：主題內容(20%)、構圖技巧(30%)、繪畫技巧(30%)、創作理念

(20%)。請於 6/6(六)前交至送至鳳山耶穌聖體堂，相關訊息請見公佈欄。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9 年第十二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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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琇慈、張理利、陳治榤、楊豐隆、陸淑寬、 

         林新沛、黃國泰、宋耀宗、黃彥鈞、王梓香修女。          
一、 主席報告:為止息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及本堂 109 年 5月 31 日聖神降臨

節即將新領洗弟兄姐妹們祈禱。 
二、議題討論 
    1.本堂教友區域重組及傳協組織章程修改。 



      結論:a.教友區域保持十區，但教友區域位置人數重新編排調整。     
           b.延續上次討論內容，二月份全體理事會時共識設立財務組， 
    故擬新增第二十二條如下：編為財務組職;組織內下設會計、出納兩職，
負責事項如下：(一)、堂區經費收支，管理與保管。 (二)、編列年度預算，
審核各項支出。 (三)、製作每月收支報表並公布。 (四)、填報年度總結算
表。 
    第二十三條:第五項(一)經費小額支用，修改每個月一萬(含)以下權限
屬主席;一萬(不含)到三萬(含)內之權限屬主任司鐸。將原(二)刪除，(三) 
修改三萬至三十萬之支用，需經由常務理事會議中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一
表決人數通過，經主任司鐸簽核後動用。 
      (四)修改三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之支用，需經由全體理事會議中三分之
二出席，二分之一表決人數通過，主任司鐸簽核後動用。 
      (五)堂內重大建設需一百五十萬以上之支用，經由堂區召開教友大會
表決通過後，送交教區經濟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執行。 
    第二十四條:(二)改所有存款應以法人名義存放郵局或銀行，存單或存
摺由財務組保存，印章由主席、主任司鐸分別保管。 
       (三)每次領款須由主任司鐸及本會主席簽章後，由出納去提領。 
    第二十五條改為會計:將原本出納的(四)、(六)部分，移到會計(一)、(二)
項目，原本的項目不變更往後順延，共七個項目。 
    第二十六條改為出納:因(四)、(六)項目部分移至會計，職責項目共四
個。 
    原第五章至八章移除，轉移到專屬規章;原第九章修改為第五章;原第十
章改為第六章;第五十一條修改為本章程經堂區教友大會通過，其餘不變。
『另外加上區長及各善會專屬規章，重新編列擬定說明』 
   2.討論 8月 23 日教友大會議題及各善會，區長改選日程。 
    【決議】:各善會按原訂改選方式，但需將改選完畢人員名單送至堂區傳
協會;區長由主任司鐸及修女委任來協助各區教友掌控及關懷。 
   3.為 5月 31 日新領洗迎新茶會。 
    【決議】:於九點主日彌撒結束後，邀請教友一起共融祝福，歡迎新領洗
教友及王梓香修女進入玫瑰堂大家庭，餐點由活動組規劃。 
三、臨時動議: 
    1.玫瑰堂今年的兒童暑期生活營訂在 8/9 至 8/16，內部細節於下次全
體理事會議報告。 
    2.建議本堂能設立維護清潔組，維持聖堂內外及廁所的清潔。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