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20 年 7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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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常年期第十七主日 p251 
讀 經 一 

(你單為你自己求了智慧) 
恭讀列王紀上 
三，5，7~12 

讀 經 二 
(祂預定我們與自己兒子的

肖像相同)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八，28~30 
福   音 

(他賣掉所有的一切， 
買了那塊地) 

恭讀聖瑪竇福音 
十三，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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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3 章，請大家踴躍參與。 

2. 7 月 30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3. 暑期活力有氧健康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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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或合輕鬆舞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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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月 2日(日)，上午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請全體理事務必出席。，

下午彌撒後 5:30 於德恩樓神父咖啡館，舉行【青年音樂分享會】，活動當天

同時舉辦義賣活動，邀請大家一起循著咖啡香氣、悠揚的曲聲，聆聽音樂與

耶穌更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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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後可交給秘書。 

109 年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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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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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8/02 212 我主耶穌是生命源 112 奉獻 114 我是生命之糧 235 感謝天主 
8/08、8/09 227 主我願更親近你 113 屬於祢 226 奇異恩典 238 主永活在我心 
8/15、8/16 173 至聖瑪利亞 170 奉獻聖母 119 渴慕天主 162 至美善聖母親 
8/22、8/23 233 上主伸出你聖手 109 罪人罪重無

可奉獻 
322 耶穌祢到我心裏 349 我已經決定 

8/29、8/30 214 主賜其子民力量 103 奉獻身心(一) 341 耶穌我等待你 213 邁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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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財務  

第二十三條 經費來源: 

一. 維持費 

二. 主日奉獻 

三. 各項活動之收入 

四. 重大建設之捐款 

五. 其他(特別奉獻、利息等) 

第二十四條  經費收支及管理: 

一. 依據天主教法典 537 條，各

堂區需建立經濟制度，以實施

財務管理。 

二. 一切收入均經出納收款 

三. 堂區所有收入之百分之二

十需於次月十日之前繳交教

區，以統籌運用。 

四. 經費之來源，由本堂教友，

按固定方式捐獻及熱心人士

另行捐助，其收支均由會計管

理。 

五. 非預算內之經費動支核決

權限: 

(一) 經費小額支用，每月一萬

元（含）以下之權限屬主

席，一萬元(不含)至三萬 

元（含）內之權限則屬主

任司鐸。 

(二) 三萬元(不含)至三十萬

元(含)之支用，需經常務

理事會議中三分之二出

席，逾二分之一表決人數

通過，簽請主任司鐸核准

後始可動支。 

(三) 三十萬元(不含)至一百

五十萬元(含)之支用，需

經全體理事會議中三分

之二出席，逾三分之二表

決人數通過，簽請主任司

鐸核准後始可動支。 

(四) 重大建設(超過一百五十

萬元)需經堂區教友大會

通過，主任司鐸核准後，

送交教區經濟委員會通

過方可執行。 

  六.如有對外公開募款，需經教區

經濟委員會通過，並經主教核准後方

可實施。募款專戶需向教區申請。 

第二十五條   經費之保管: 

      一.一切收入之款項均依銀行

法規定存入合法之金融機構。 

      二.所有存款應以法人名義存

放在郵局或銀行，存單或存摺由財務

組、印章由本會主席、主任司鐸分別

保管。 

 三.由本會主席、主任司鐸簽

章，出納提領。 

第二十六條   會計之職責: 

一. 所有收支款,均須有收據

或憑證，重大支出應由本

會核准後才可動支(訂出

施行細  

則) 。上述所指完成手續

之支出憑證其具備要件

為: 

(一) 發票蓋有公司行

號之店章負責人私

章、發票日期、地

址、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買受人之單據或

電子發票。 

(二) 支付時，記帳憑證

須有經手人、會計、

主席、主任司鐸之簽

章並加註用途。 

(三) 如無法取得上述

支出憑証時,則以實

際經手人，開具之支

出憑證由其本人簽

章，並有主席、主任

司鐸之簽署即可。 

二.  請款人檢附有效單據

經會計審核並製作支出傳

票，簽署後陳經主席及主



任司鐸簽 署後始得付款。 

三. 將出納交收之各項憑

証製作傳票或黏貼成簿

(傳票如附件一、二、三) 。 

四. 於每月初,按收支憑証

登載帳與出納核對現金餘

額。 

五. 每年 12 月依據過去四

年各組平均各項經費，並

依下一年度各組行事曆編

列新年度預算，並陳報本

會。 

六. 每月堂區收支報表(如

附件四)需由會計、出納、

主席及主任司鐸等簽章並

公佈。並於每月十日前呈

交一份予教區經濟委員會

核備。 

七. 次年元月二十日前，應

填報前年度堂區總結算

表，由會計、出納、主席

及主任司鐸簽章並公佈，

並呈交一份予教區經濟委

員會核備。 

 

 第二十七條  出納之職責: 

一. 繳交本堂各項費用。 

二. 協助會計經手各項收支。 

三. 依據完成下列手續之支出

憑證，始得付款並登載於

現金簿，再將憑證交予會

計列管。 

四. 每月初應完成上月現金餘

額，並與會計核對。並將

現金簿、儲金簿陳主席，

再轉呈主任司鐸核閱。 

五. 收款人必須在支出傳票上

簽收；如屬匯款，以匯款

單做為支出附件。 

 

第五章 監事 
第二十八條 資格:歷任傳協主席、副主 

           席、修女。 

第二十九條  產生方式: 

一. 由主任司鐸提名 1~3 名，經

教友大會同意後任命 

二. 如監事為三人，應設一位召

集人 

三. 監事不得擔任理事 

第三十條  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十一條  職責: 

一. 監督本會事務，但不具表決

權 

二. 協助主任司鐸定期核閱帳

務 

三. 每半年得召開一次監事會

議 

四. 列席理事會(至少每季一

次) 

五. 出席教友大會並提工作報

告 

第六章附則: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最高指導者與負責人為 

           本堂主任司鐸。 

     本會之各項決議未獲主任司

鐸同意前，不得擅自行動，以維護

聖統制。 

第三十三條 主任司鐸得將教友大會之決

議交由本會執行。 

第三十四條 遇堂區重大事件時，主任司

鐸有權解散堂區教友傳教協進會，並先呈

報教區正權主教。 

第三十五條 玫瑰聖母聖殿各區、各善

會、教友大會等之章程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由堂區教友大會通

過，呈主任司鐸核准後，復呈教區教友傳

教委員會核備通過後 ，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章程全文完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2．3/4 C 調 64           愛慕上主的法律(二)           聖詩一一八首 

 
 

 



  會聽見的心 
 

聖撒柏.麥祿福司鐸 瑪竇福音十三 18-23            

【聆聽聖言】 

     耶穌對門徒們說：「那麼，你們聽這撒種的比喻罷！ 

    凡聽天國的話，而不了解的，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裏的奪去；這是指那撒

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頭地裏的，即是指人聽了話，立刻高興接受；但在心裏沒有根，不

能持久，一旦為這話發生了艱難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 

    那撒在荊棘中的，即是指人聽了話，卻有世俗的焦慮和財富的迷惑，把話蒙

住了，結不出果實。 那撒在好地裏的，即是指那聽了話而了解的人，他當然結

實，有結一百倍的，有結六十倍的，有結三十倍的。」 

【釋經小幫手】 

    我們不是用耳朵來聽，而是用心去聽。如果一個人生氣，不對你說話，但是

拍桌子走了。這時候，你聽不到他任何的怨言，但卻感受到他的不開心。同樣的，

看聖言時我們不只是要用眼睛閱讀文字，而是用心去讀耶穌。所以，在祈禱前，

我們應該為「心」做好準備，不看手機，不胡思亂想免得祈禱時間一直分心。這

就是今日比喻中，那聽了天主的話，但一點也不瞭解的，因為他心不在焉。我們

千萬不要輕看這件事，因為是那位惡者進心來，把永生的話語從我們心中奪去

了。有些人閱讀聖言時，只看到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例如他們只渴望讀到耶穌賜

給他們平安，賜給他們福分，但耶穌一說要背起十字架，他們就不想讀下去了。

這樣的基督徒還很幼稚；他們只要享福，而不想跟耶穌同甘共苦。他們就是有石

頭心，聖言沒有辦法全部進到心裡面去。另外，還有一些基督徒只把耶穌的話當

成一種建議而已，只有參考的價值。他們聽耶穌，也聽親友，也聽自己，也聽社

會的話。到最後，他們心中煩亂，而耶穌的話也沒有足夠的重量。這些人聽了多

少道理都還是有荊棘的心，無法結聖言的果實。若是我們願意把祈禱聖言當成一

回事，聖神一定會讓聖言的德能充滿我們，豐富我們，把我們轉變成好土壤。無

論生活的好壞，一切都成了天主給予的善種子，順境或逆境都會帶來平安和幸福。 

【品嚐聖言】 

     嘗試意識到，你現在祈禱的心是怎麼樣的「心」呢？ 

【活出聖言】 

     在一天的繁忙中，你有照顧好自己的心嗎？只讓有營養的種子落地？ 

【全心祈禱】 

     主耶穌，請守護我的心，醫治它，叫它學會聽祢勝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