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 2020 年 8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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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p258 
讀 經 一 

(你站在山上， 
立在上主面前！) 
恭讀列王紀上 

十九，9a，11~13a 
讀 經 二 

(為救我的弟兄，就是被詛
咒，我也甘心情願)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九，1~5 
福   音 

(讓我在水面上步行到 
祢那裡罷！) 

恭讀聖瑪竇福音 
十四，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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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9 年第十四次全體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08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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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鈞、許琇慈、沈復 

         華、陸淑寬、郭炳輝、曾華明、麥安立、黃凱驛  

祈禱意象:為本堂疫情防疫持續加強消毒工作及109年 8月 23日召開友大會順利 

         祈禱。 

壹、議題討論: 
一 、8/23 教友大會籌備工作進度報告 

   1.本次候選人名單共有十四名教友參選，並從中選出十二位理事。 

   2.將在這兩週內製作候選人介紹影片、教友大會手冊及選票，並將候選 

     人名單公布在公佈欄上。 

   3.請 8/22 及 8/23 投票當天，各區區長務必出席來協助選票之發放，如 

     無法出席請安排協助人員，使投票的流程更加順利。  

二、成立聖堂修繕小組 

     目的:提前召集有關建築、政府相關單位及修繕經歷人員，來協助聖堂如 

          聖堂鐘樓、善工樓及電信線路設備修繕工作的籌備計畫小組，維護 

          強化聖堂使用的安全性。(如規劃後修繕資金龐大時，會召開臨時  

           全體教友大會討論決議，並送教區經建委員會審理） 



貳、各組及善會報告: 

一、福傳組:  

    1.慕道班最近已增為五位，一位只想來教會找個臨時避風港的，經開導願正 

      式進入慕道班，好經領洗尋得一生的依靠與避風港 

    2.經與十一點英文彌撒 jene 溝通:教堂清潔工作志工，他們有志願者也歡迎 

      共同參與，今已有一位報名，我們期望各善會也能趕緊上報你們的參 

      與。我們上天之門聖母軍願負擔每月第一週的清潔。 

    3.另為推動幸福小組福傳新法應在各區先組成細胞小組（4人）只要願開口， 

      分享天主給予生命福分者都成（不會分享，提供地方點心也成）各區長心 

      中有個底，屆時請高弟兄到本堂作說明會時才能共同來求明白，去年高弟 

      兄為此辦的講座，並沒有多少人來聽，實在可惜了！ 

二、明愛組:  

    1.配合台灣明愛會 7/21 至 7/23 在高雄舉辦年會，並安排至本堂參訪。 

      本堂林作舟神父分享疫情後的省思及神父咖啡館的經驗。 

     2.由於新冠肺炎的疫情趨緩，所以明愛組恢復平時定期的探訪。   
   

三、聖經組: 

    1.玫瑰堂「生命聖言故事見證」在上週主日，由新領洗許晉銘弟兄分享在生 

      命中與主相遇而改變的見證故事，下週主日會安排另一位新領洗來分享見 

      證故事。 

四、禮儀組: 

    1.為配合 8月 23 日召開堂區教友大會，八月二十二日周六晚上提前於七點 

      三十分彌撒 & 八月二十三日早上九點提前八點三十分彌撒，這兩天領經 

      玫瑰經祈禱暫停乙次。 

    2.8 月 21 日(星期五)20:00 鄭天祥總主教逝世 30周年曁單國璽樞機主教逝 

      世 8周年追思感恩祭典，在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舉行。 

五、聖詠團: 

    1.聖詠團新任團長由許淑貞姊妹擔任。 

    2.本月八月三十日於文化中心至德堂與基督教長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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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樂。 

參、臨時動議: 

   一、近年來天氣不斷的炎熱，聖堂遮陽的地方也不多，神父提議與中心大樓 

       之間停車場(已經由中心主任同意)，裝設活動遮陽設備，請總務組協助       

       諮詢廠商估價。  



  二、新版調整修訂傳協組織章程內容，已經全部刊登在堂區堂訊中並張貼於公 

      布欄上，敬請教友務必刊閱，如內容有疑慮想反應以及對教友大會先前提 

      出的議題，想建議或提問的，請在八月十六日前用書面提問方式，轉交給 

      堂區秘書。 

  三、下個月為新 24屆第一次傳協全體理事會議於上午 10:30 於善工樓一樓 

 

 

     堂 區 報 告       

1. 8 月 9日(日)，下午 2:00 本堂暑期兒童生活營開學典禮，請各位有報名參加

的小朋友準時前來報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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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35 篇，請大家踴躍參與。 

3. 8 月 13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4. 8 月 15 日(六)，上午 10:00 本堂教友邱美奐姊妹的公子林子平弟兄與趙怡然

小姐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請各位教友參加並為新人祝福！ 

5. 玫瑰聖母聖殿 109 年獎學金申請自即日起至 8 月 23 日止，請各位有繳納維

持費之本堂教友，有意申請的弟兄姐妹，將申請表及繳交「

」，( )，填妥繳回以方便堂區作業。 

6. 8 月 21 日(五)，晚上 8：00 教區在本堂舉行「紀念鄭天祥總主教逝世 30 週

年及單國璽樞機主教逝世 8週年追思彌撒」，請踴躍參加一起同心合意地祈

禱。 

7. 本堂聖歌隊受邀，將於 109 年 8 月 30 日(日)晚上 7:30，地點在高雄市文化

中心至善廳舉行演唱會，歡迎教友索票蒞臨觀賞，有意者請洽 TEL:2216898

李齊國弟兄。 

8. 本堂將於 8月 23 日(主日)上午 9:30 於聖堂，召開教友大會及改選第二十四

屆傳協會委員。8月 23 日(主日)原 9點彌撒提早至 8:30，為鼓勵教友參與傳

協會委員改選，投票時間除教友大會當日外，另增加 8月 22 日晚上彌撒後，

原 8月 22 日(六)晚上 8點彌撒提早至 7:30。為加速投票作業，投票時會安

排分區座位，敬請教友依所屬區別就座，當天領取選票及贈與小禮品，歡迎

18 歲以上之教友踴躍參與投票。 

 

日期 時間更動 彌撒後活動進行事項 

8/22(六)晚上 原 8:00 彌撒 彌撒後傳協改選投票 

8/23(日)上午 原 9:00 彌撒 彌撒後傳協改選投票、 

召開教友大會及傳協會改選 

 



《八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每日奉獻禱文 
    首先，在一天的開始，誦念「每日奉獻禱文」，把自己一天的生活獻給天父；
在聖神的光照中，並藉聖母瑪利亞的轉禱，使自己的奉獻與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
牲，以及今天在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結合起來，為救贖人靈，賠補你我以及世人
的罪過，並為教宗的總意向與福傳意向祈禱。每日奉獻禱文可以採用現成的經
文，也可以用發自內心的話編成一篇心禱。 
每日奉獻就是傳福音  
    許多時候，身為教友的我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從事傳福音的工作；因為我
們每天忙於求學或工作，我們並沒有為別人講道，引領他們領洗，加入教會。可
是每天的奉獻祈禱，確實能讓你我參與教會的傳教工作。所以我們說， 每日奉
獻就是傳福音。  
每日奉獻禱文 
仁慈的天父， 
在一天的開始， 
我把我今天的祈禱、工作、痛苦和喜樂， 
完全奉獻給你。願這結合於你聖子耶穌 
十字架上犧牲的奉獻， 
透過聖神，並在聖母的助佑中， 
能與今天全世界舉行的感恩祭聯合， 
達到救贖人靈， 
並實現本月教宗的總意向 
與福傳意向的功效。（說出意向）阿們。 

2020 年 8 月總意向：為海事界 

  為所有在海上工作和靠海維生的人祈禱，包括海員、漁夫和他們的

家人。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調 76             我們的救援近了(一)                聖詩八十四首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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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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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