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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基督聖體聖血節 p.194 
讀 經 一 

(是祂以你和你們祖先所不認識
的「瑪納」，養育了你們。) 

恭讀申命紀 
八，2~3，14b~16a 

讀 經 二 
(餅只是一個，我們人雖多，只
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

享這一個餅。)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十，16~17 
福   音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
血，是真正的飲料) 
恭讀聖若望福音  

六，51~58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尋回信仰的熱誠》 
    6 月 13 日在教會內敬禮一位著名的聖人，聖安東尼(尋回失物的主保)，大

概在著急的尋找失去的物品時，都會呼求他的協助吧！ 

    然而這位聖人的「功能」僅僅只是找回東西嗎？該找回的不是「信仰的熱誠

嗎？」 

    在堂區的神父、修女跟工作人員們的餐桌上，我曾這樣嚴肅的說過：邀請大

家同桌共食，有時會分享到一些牧靈工作上的「秘密」，有責任首先放在祈禱中，

反覆思索默存心中，我把大家當成玫瑰聖母聖殿的牧靈工作人員，你們有責任在

工作上除了盡好自己的本份外，要當成自己也是牧靈的工作人員，否則只是做好

工作回家，等著領薪水，然後在信仰上沒有其他奉獻的精神，跟一般人一樣希望

「錢多、事少、離家近」。做教會內的所有工作都是「良心事業」，有良心的做好

一點，否則只是看看時間，怕多做多麻煩！ 

    兩年一次的傳協會理事又要改選了，這屆的做的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有些

事情能再傳承下去，但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理事們的確有能力，能共同群策群力

做更好的事情，更熱誠的對主對人盡心盡力。傳協會的組織工作屬於「非營利組

織」沒有對價關係，沒有獎懲機制，也是屬於「良心事業」，找回生命中信仰的

最熱誠時的心火，非常重要。即使許多教會內的情況並非使人滿意。但是我們無

論做什麼都是為了能走向天國。枯燥乏味的會議就澆熄熱火，做事不順也滅火，

指正過程也被去火，多做多錯不如不做根本沒火，做天主的工作光有熱情是不夠

的，需要更多的學習。需要謙遜的態度，謙遜的另一定義：不自我設限，也不設

限他人。有時更要捨我其誰。引用下面文章的補充： 

    引用 6月 11 日主言會「美好時刻」對於聖瑪福音 10:7-13 的釋經內容：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穌派遣門徒去「宣講」天國時是這麼說的：「病人，你們

要治好；死人，你們要復活；癩病人，你們要潔淨；魔鬼，你們要驅逐」。耶穌

在告訴門徒們說，他們的言行舉止是很有力量的，可以醫治病人、可以復活死人、

可以潔淨污濁、驅逐魔鬼。但是，有多少時候，我們卻同樣用天主賜給我們的能



力去傷害別人、帶來痛苦？今天耶穌要我們意識到，若我們承認自己是祂的門

徒、想和祂一起往前走，我們要更有意識的善用天主給我們的能力，常常反省自

己是否在宣講天國，還是宣講地獄？也許有人會說：我沒有口才、沒有高深的學

問、經驗，不會宣講天國？這也是一個錯誤的概念。今天福音中我們看到當耶穌

派遣門徒是，祂沒有要他們帶金銀銅錢、以及多的衣服、拐杖。祂要告訴門徒們

說，門徒宣講天國的力量不是來自外加的條件，而是來自他們和耶穌的關係。耶

穌是如何對待他們、如何教導他們、如何陪伴、接納他們，這就是他們要宣講的

天國。你懂得珍惜自己和耶穌的關係嗎？你記得耶穌如何在你生命中的高峰低谷

陪伴你，帶給你歡樂或安慰嗎？你明白耶穌用心良苦的教導及仁慈的包容嗎？只

要我們好好回顧並品嚐自己和耶穌的經驗，讓這些回憶一次又一次的復興我們的

生命，並把同樣的愛分享出去，這就是宣講天國了。」 

    老是說我不會宣講福音，道理我懂的不多，我沒時間祈禱、我不會這個，不

會那個⋯⋯，最後是不是要説:我不會去天國啊！ 

    拿出你的「五餅二魚」來，找回失落的信望愛，重新燃起熱火，光照那些在

「死亡陰影中的人們」，善待周遭的一切，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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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瑪加伯下第 4~15 章、約伯傳第 7~9 章，請大家踴躍參與。 

2. 6 月 18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 

3. 6 月 21 日(日)，下午 2:30 主日學於原班上課，本學期主日學並於當日結業。

暑假期間 8/9-8/16 舉辦暑期兒童生活營，有興趣參加的小朋友請儘速向修

女、堂區秘書或主日學老師報名。 

4. 本堂將於 8月 23 日(主日) 上午 10:30 召開教友大會及改選傳協會委員，黃

慶中主席邀請教友們屆時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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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調 60                 上主恩待選民(一)        聖詩一四七首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6/13、6/14 201 上主庭院 105 隨同神父 117 旅人之糧(二) 332 有主與我同在 

6/21、6/22 214 主賜其子民力

量 
254 主今日接觸

我 
262 讚美生活的天主 217 天主住在我心

中 

6/27、6/28 207 普天頌揚上主 106 奉獻歌 320 主啊!求祢差遣我 231 跟隨我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9 年第十三次全體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06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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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隆、許淑貞、王梓香修女、徐朝亮、宋耀宗、張理利、黃國泰、 

         楊豐隆、鄭立倫、林新沛、陳治榤、魏榮傑、葛秋蘭、黃素惠、趙詠 

         淇、沈復華、陸淑寬 

  

祈禱意象:為本堂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防疫工作及 109年 8月 23日召開教友大 

         會祈禱。 

一、議題討論: 

   1.本堂教友區域重組及傳協會組織章程修改。 

    決議:(1)第二、三、四、六區調整區民人數，且各區增加一位副區長來協助區長。 

         (2)組織第八條第二項秘書修改二至三人來協助傳協各項文書工作。 

         (3)行政第九條第二項常務理事會議由主席、副主席、秘書及各組組長(含財 

            務長)所組成，如未能出席會議要委任代表出席，使整個會議議題討論更 

            完善。 

         (4)監事第二十八條增加歷任副主席;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監事不得擔任理事 

            職，且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監事需每半年得召開一次監事會議。 

   2.討論本堂教友大會日期、時間、議程及提名辦法。 

   決議:成立工作小組分別為 

        (1)議事組:規劃禮儀、司儀…等等會議流程。 

        (2)總務組:場地佈置規劃、投票箱及音響設備..等等工作。 

        (3)選務組:選務各項相關的規劃工作，如選票、文宣等等。 

       ※下周主日06月 14日上午10:30在善工樓召開教友大會工作小組會議※ 
 

二、各組及善會報告: 
    (一)福傳組: 

        1.目前新開慕道班有一位新慕道者，希望大家互相鼓勵相約人來慕道。 

        2.5/31 新領洗的弟兄姊妹，需經過六個月以上聖經及天主教教理的薰 

          陶，讓他們的信德更加穩定，再慢慢介紹堂內各善會組織，加入善會。 

 

    (二)總務組: 

        1.善工樓三樓聖詠團練唱教室冷氣設備更新及德恩樓有冷氣不 

         涼的，設備補充灌冷媒。 

        2.因善工樓及德恩樓有白蟻出沒，6/6 已請除白蟻廠商做處理。 

 



      (三)明愛組: 

          1.端午關懷弱勢家庭物資已準備完畢，與附近里長協調時間後提早發 

            送。 

          2.今年台灣明愛會將在高雄舉行，由高雄教區明愛會協辦，屆時會多 

            用到玫瑰堂及聖功修女會場地。   

   

       (四)聖經組: 玫瑰堂「生命聖言故事見證」活動辦法目的：鼓勵教友見 

            證及分享天主聖言在自己生命中發生的故事。 

            辦法:<方案一> 

一、 於本年七、八月間在堂區舉辦 120-150 分鐘的「生命聖言

故事見證」活動，由 7至 10 名教友分享、見證，每人 10-12

分鐘。 

二、 事前一個月開放報名，額滿為止。活動前兩週為報名者舉

辦講座，說明注意事項和分享報告的技巧。 

              三、活動結束前由本堂神父做 15 分鐘的講評。 

                 <方案二> 

一、 於本年七月開始，在每主日早上九時彌撒結束前安排「生

命聖言故事見證」，每次由一名教友分享、見證 10-12 分

鐘。活動持續至八月 30日或 9月 13 日止，視分享人數而

定。 

二、 六月開始報名，額滿為止。活動前兩週為報名者舉辦講座， 

三、 說明注意事項跟分享報告的技巧。 

              四、每次結束後由本堂神父做 3分鐘的講評。 

              (神父補充:第一方案可推廣至教區，做更廣闊的生活聖言分享， 

               不只新教友，還有資深教友在信仰上的經驗交流，更是堂區與 

               堂區信仰上的交流。) 

       (五)聖詠團:1.聖詠團於七月十六日做內部幹部改選。 

                  2.今年八月三十日參與基督教長老會 50 周年大合唱，有如 

                   基督徒合一的象徵，屆時希望教友共同參與。 

       (六)姐妹會:姐妹會協助準備堂區八月份暑假兒童生活營活動餐點。 

      

  三、臨時動議: 
          1.下次常務理事會議確定組職章程草案完成修訂後，印張貼公布欄及 

            堂訊讓教友知道，並公告教友大會傳協理事選舉辦法。 

         2.請各區長留意傳達堂區、教會資訊給區民，並且如有區民教友有任 

           何問題反應，可先在堂區傳協群組內告知向堂區反映。 

         3.下個月為第十四次常務理事會議，07/05(主日)上午 10:30 於善工樓 

            一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