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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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聖趙榮司鐸及同伴殉道節
讀 經 一 

(祂試煉了他們， 
好像爐中的黃金。) 

恭讀智慧篇 
三，1~9 
讀 經 二 

(分受了基督的苦難， 
要滿心喜樂。) 
恭讀伯鐸前書 
四，12~19 
福   音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 
才能結出許多子粒。) 

恭讀聖若望福音 
十二，24~26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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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聖詠第 31~51 章，請大家踴躍參與。 

2. 7 月 16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3. 高雄教區於 8月 24 至 28 日舉辦第 41屆中學生夏令營，招生對象為國一到高

三，有意報名請洽中聯會 TE:281-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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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年滿 23 歲以上，堂籍設立於本堂之教友，願意加入傳協組織(禮儀、總務、

福傳、聖召、活動、明愛…組)，邀請教友以 3人以上連署推薦方式推薦理

事候選人，推薦名單將資料與照片收集後，於選舉 2週前公告，以利教友 8

月 22、23 日彌撒後票選。有興趣報名之教友請即日起至 7月 31 日止，至教

堂後方櫃子上或秘書室索取，填寫後可交給黃瑞珍姐妹或秘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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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秘書報名。 

 

10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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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7/12 207 普天頌揚上主 254 主今日接觸

我 
237 我是主羊 236 來與我們此路

同行 

7/18、7/19 203 上主是我的牧

人 
107 我的生命吾

主獻給你 
237 我是主羊 332 有主與我同在 

7/25、7/26 201 上主庭院 104 奉獻身心(二) 197 我的心靈渴慕平安 231 跟隨我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9 年第十四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07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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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朝亮、宋耀宗、張理利、楊豐隆、郭炳輝 
          陳治榤、葛秋蘭、陸淑寬、許琇慈、許雅各、黃彥鈞 
祈禱意向：為第二十四屆傳協理事改選暨教友大會順利及持續的疫情防治消毒工 
          作祈禱 

一、議題討論: 

   1.第二十四屆章程草案決議。 
     決議:上個月全體理事達共識通過，並將修改傳協會組織章程張貼在堂 
          區公佈欄供教友刊閱，在每周堂訊分批刊登讓教友仔細閱讀，但對組 
          織章程內容有疑慮、發問及建議的教友，可以用書面方式回應發問送 
          達堂區秘書彙整。 
   2.教友大會及二十四屆傳協改選推薦。 

     決議:(1).教友大會手冊共印製 20本紙本供堂區、主席及各區長傳閱。 

           (內容包含傳協各組工作報告、各善會簡介及堂區財務報告並製作 

             ppt 檔) 
          (2).教友大會召開時間為 8/23(08:30~11:00)彌撒結束直接在聖堂內 

              召開。 
           (由於教友大會於聖堂彌撒後召開，所以無需安排早晚課祈禱等。) 

          (3).大會議題:A.教友福傳協進會組織章程修訂。 
                        B.福傳牧靈計畫:堂區福傳幸福小組的成立規劃。 

                        C.聖堂整建計畫:a.聖堂周邊的綠化工程。 
                                       b.德恩樓前廣場的整建。 

                                       c.聖堂內電信線路淘汰換新。 
                                  d.聖堂內舊型冷氣淘汰更新。 

          (4).請各善會於 7/15 之前將善會負責人名單及善會工作簡介送至 

秘書組。 

         【提早公告區長及各善會負責人(已改選)的名單，以避免候選人的連 

署無效。】 

            (5).堂區在 7/15 之前會公告 24屆傳協理事選舉提名辦法，並在 7 

月底截止報名並在 8/15 公告候選人名單，讓教友提前認識理 

事候選人。 
           (6).改選理事投票時間為 

8/22 周六晚上彌撒後。(彌撒時間提早至 19:30) 
                8/23 早上彌撒結束後與教友大會聯合舉行。(彌撒早至 08:30) 

                 ※需再投票前兩周堂訊公告提醒教友彌撒提早調整※      

             (7).凡有參與 8/22 周六晚上及 8/23 主日早上彌撒後參與投票之 



本堂教友，將贈送本堂聖殿造型鑰匙圈乙個。(投票資格:年 

滿 18 歲以上本堂戶籍教友) 

二、各組報告: 

    聖經組：為慶祝天主聖言年並鼓勵教友與人分享生命見證，本堂特訂於 

7/26-8/23 期間，在每週六晚彌撒及主日早上九時彌撒中，緊接著 

領聖體後經安排「生命聖言故事見證」活動。請詳見這兩週的堂訊 

報導。 

    福傳組： 

          A、週四慕道班目前有兩位新慕道者，並有四位新領洗者再慕道。 

          B、原本想新領洗者組成一讀經班，因年齡皆較年輕及大都仍在上班， 

較難湊成班，因此最近有三次陸續個別在家接待，他們皆分享他們 

來慕道追求真理路途過程，將來都可在堂區作分享。 

          C、目前有洪國強、袁銘谷與許晉銘三位弟兄願參與彌撒後的生命分 

享。 

          D、有關於本堂聖殿每週清潔維護，最近數週內我們的堂區祕書宛臻 

與新領洗的宥均姐妹協助幫忙先拖地。我們原本想委外請清潔工 

做清潔工作，但可與參加彌撒及十一點英文彌撒教友溝通協調， 

由教友們來共同來維護聖堂清潔最好，神父覺得聖殿的清潔維護 

工作也可由堂區內教友及各善會團體來認養分擔，大家共同維護 

如做善工的服務，期許在改選之前八月初能定案。 

            【假使我們有多組人手輪流服務，即便讓各組只年內輪數次，我想 

這樣就不會帶給大家太大負擔與壓力，最好六人一組，包含掃，拖， 

擦等等】 
     明愛組： 

            1.發送愛心葡萄至附近鄰里弱勢家庭。 

            2.發送端午節米、油至弱勢教友家庭。 

            3.申請急難救助金 2萬元。 

     活動組: 

            下個月 8月 2日下午四點彌撒後，於德恩樓前廣場有浪子樂團音樂 

分享會。 

  三、臨時動議: 
      1.下個月為第 14次全體理事會議，08/02(主日)上午 10:30 於善工樓一樓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調 74                     選民復興後的祈禱                  聖詩ㄧ二五首 

 



★以下為新修改傳協會組織章程，於六月全體理事達共識通過，未來將於每周堂
訊分批刊登讓各位教友仔細閱讀，倘若對組織章程內容有疑慮、發問及建議之教
友，歡迎以書面方式回應發問送達堂區秘書彙整。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教友傳教協進會組織章程(草案) 
主暦 2020 年 6 月 7 日 全體理事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高雄敎區敎友傳教委員會

所頒發之堂區教友傳教協進會

組織章程 

第二條  名稱: 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

教友傳教協進會（以下簡稱本會）。 

會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 151 號。 

電話：(07) 221-4434、(07) 282-3860   

第三條  宗旨： 

一.  整合、協調堂區、各善會組織，

敦促全體教友，在主任司鐸領導

下，協助推展堂區之     教務。 

二.  持續培育教友之教會意識，增

進教友信仰生活，並發揮教友使

徒精神，負起傳播福音的使命。 

三.  聯結教友的神恩及智慧，協助

主任司鐸推展堂區自傳、自治、

自養的工作，並達成「教會本地

化」的目標。 

 第四條  隸屬： 

本會隸屬高雄教區教友傳教委

員會，並接受教區教友傳教協

進會之督導及總鐸區理事聯席

會之輔導。 

第二章  組織架構 
第五條  理事： 

       本會理事人數以 41 人為上限, 

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 各善會組織（需有本堂神師指

導）之負責人為當然理事。 

二. 各分區區長為當然理事 
    三. 由教友於教友大會中選舉產生

若干位理事 

    四. 主任司鐸可委任若干位理事，但

不得超過全體理事的五分之一。 

第六條  理事的權利與義務： 

    一.有幹部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應參加教區及堂區所舉行之各項

講習，俾能推動各項教務。 

    三.參加本會會議及執行決議案。 

    四.有發言權與表決權。 

第七條  理事資格喪失與遞補: 
一. 每年缺席 6 次以上理事會議時 

(未請假)，即喪失資格。 
    二.喪失或遷移教籍者 

三.因重大因素無法執行職務者 

四.被教會當局禁罰者 

五. 理事出缺由候補理事遞補之或

由主任司鐸另行委任。 

第八條  組織 

一.理事任期兩年，均為無給職。 

二.本會設主席一位，副主席二位，

秘書二至三位及各組組長，均由理事

中相互推選產生。 

三.主席、會計及出納等同一職務連

選得連任一次，其餘職務不受此限。

主席會計出納不得互為三親等以內

親屬 

四.理事改選，依教區規定於主曆雙

數年八月底前改選，並於九月底前交

接完畢。同時，將新任全體理事名單

(含職稱)報教區教友傳教協進會。 

五.新任理事，應在主保日宣誓就

職，並由主任司鐸主持派遣禮，頒發

任命狀。  

六.理事依個人興趣及專長，依各組

平均人數，經協調加入各組共同推動

會務。 

七.本會為推動會務需要，得依職務

分為下列小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必

要時得另置副組 

   長一人及組員若干人。 

(一)  秘書組 

(二)  牧靈組 

(三)  福傳組 

(四)  禮儀組 

(五)  活動組 

(六)  聖經組 

(七)  總務組 

(八)  明愛組 

(九)  聖召組 

(十)  家庭組 

(十一) 財務組(下設會

計、出納兩職 

 

~章程未完，下週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