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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p270 
讀 經 一 

(你若不講話，也不警告惡人離
開邪道，那惡人雖因自己的罪
惡而喪亡，但我要由你身上追

討他的血債)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 

三十三，7~9 
讀 經 二 

(愛就是福音的成全)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十三，8~10 
福   音 

(如果他聽從了你， 
你便賺得了你的弟兄) 

恭讀聖瑪竇福音 
十八，15~20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十字架》 

瑪竇福音十六 21-27             

【聆聽聖言】 

    從那時起，耶穌就開始向門徒說明：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長老、司祭

長和經師們受到許多痛苦，並將被殺，但三天要復活。 

    伯多祿便拉耶穌到一邊，諫責他說：「主，千萬不可! 這事絕不會臨到你身

上!」 耶穌轉身對伯多祿說：「撒殫，退到我後面去! 你是我的絆腳石，因為你

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來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 但誰若為我的原故，

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 或者，人還

能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的代價? 

    因為將來人子要在他父的光榮中同他的天使降來，那時，他要按照每人的行

為予以賞報。」 

  

【釋經小幫手】 
    很少人願意聽進去耶穌今天說的話：「要背起十字架、要喪失性命。」聽到

這些，一般人會想逃走，不是嗎？誰喜歡受苦？而且要自願受苦！其實，天主也

不喜歡我們受苦，祂也心疼看到我們無助的哭泣。祂的旨意並不是要人類愁眉苦

臉的過生活，世界上很多令人受苦的情況也並非祂造成的。人生很難沒有痛苦，

人一時可以逃離它，但終究必須面對它。相信在家庭生活中，我們都觸碰到痛苦

的情形；在人際關係中，我們也有想逃離的誘惑；在面對自己的無助、配偶的無



能為力，我們也常對天主哭泣、訴苦。祂看到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痛苦，所以今天

祂充滿憐憫地指出一條能幫助我們背負痛苦的小路。這條路也是主耶穌親自走的

途徑。耶穌在福音中讓門徒們知道祂受苦的時刻快要來臨，祂也希望他們知道，

祂將被不義地審判。然而，主耶穌也願意門徒們看到，即使如此，祂不是一個人

面對。用信賴的心接受這些似乎沒有意義的狀況，這就是一種愛，這就是選擇愛，

因為這時候，耶穌選擇把自己交託在天父的手裡。這就是耶穌渴望傳授給我們的

榜樣，這就是祂面對痛苦的心態，也希望我們願意走同樣的小路。祂願意用愛接

受痛苦，因為在天父那裡有希望。沒有痛苦可以持久到永遠，在父那裡，只有生

命和愛是永恆的。。 

【品嚐聖言】 

    在自己的痛苦中，你永遠不是一個人在行走，而是有耶穌陪著你走。 

【活出聖言】 

    在無助的時候，在憤怒的時刻，學會交托給天父。 

【全心祈禱】 

   天父，祢的手比我的還大很多。我的不能，在祢那裡成為我的力量。我相信，

我信賴，我交托。感謝有祢。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調 68                 渴慕天主                       聖詩六十二首 

 

 

10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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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9/06 216 基督之光 107 我的生命吾

主獻給你 
364 如鹿切慕溪水 332 有主與我同在 

9/12、9/13 197 我的心靈渴慕平安 111 我們在唱，我

主 
226 奇異恩典 217 天主住在我心

中 

9/19、9/20 227 主我願更親近你 106 奉獻歌 262 讚美生活的天主 266 信賴耶穌心中

就有平安 

9/26、9/27 212 我主耶穌是生命源 104 奉獻身心(二)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25 人類生命的道

路 



     堂 區 報 告       

1. 9月 6日(日) 上午 10:15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請全體理事屆時務必出席。 

2. 9 月 6日(日)，下午 02:30 本堂主日學開學，邀請家中或鄰居有五歲以上兒

童前來上主日學。國一~高三的學生也歡迎前來參加學生青年團體。玫瑰聖母

聖殿 109 年獎學金，將於下午 04:00 彌撒中頒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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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智慧篇全篇，請大家踴躍參與。 

4. 9 月 10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5.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五福儲蓄社將印製「五十周年特刊」，免費刊登教友工

商企業名片於工商服務欄中，歡迎教友或社區中小型、信譽良好之商家皆可

提供，自即日起至 9月底，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請直接交給五福互助社(地址:

市中一路 1號)助理小姐，週六日請由本堂門房代收。 

6. 宗座傳信善會為了幫助全世界需要幫助的傳教士、福傳人員及貧困兒童，特

別訂作了 ePAY Cross 易付十字架手鍊，表現出基督徒的記號，還可以儲值用

於大眾運輸系統乘車、商店消費，送禮自用兩相宜。每個手鍊定價為 1280

元。歡迎教友踴躍訂購，以實際行動支持世界各地的福傳與慈善工作，有意

者請洽神父咖啡館購買。 

7. 【高雄教區聖保祿福傳中心進修課程】，2020 年 9-11 月份之課程，將從 9/5

到 11/14 期間之週六舉辦多次聖經講座，歡迎各位教友踴躍參加，詳情請見

公佈欄。 

《九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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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總意向：為尊重地球資源 

   願地球資源不被掠奪，而以公平和尊重的態度共同分享。 
 

 由於國際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本堂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因此參加彌撒一律全程戴口罩，以免受罰鍰。  

📣敬請教友配合，並請為疫情緩和及早日結束一同祈禱! 

 



§ 2020 年 8 月份大事錄 § 
8/2(日)  「全國原住民祈禱奉獻日」； 

         10:15 召開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17:30 於德恩樓神父咖啡館，舉行【青年音樂分享會】。 

8/6(四) 16:00 輔仁大學鐵馬環台車隊接受總主教降福。 

8/7(五)  19:30 唸玫瑰經，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8/8(六)，父親節！ 

8/9(日)  14:00 本堂暑期兒童生活營開學典禮。 

8/10(日)~ 8/14(日) 本堂舉行暑期兒童生活營。 

8/15(六) 10:00 本堂教友邱美煥姊妹的公子林子平弟兄先生與趙怡然小姐於本 

         堂舉行婚禮彌撒。 

8/16(日) 14:00 在教堂舉行暑期兒童生活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8/21(五)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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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六) 10:00 於本堂德恩樓舉行【慶祝高雄教區成立六十周年，第二鐸區 

         辦理繪畫比賽】，恭喜本堂鄭彤妤姊妹、許祥祿弟兄、楊豐隆弟兄以及 

         趙詠淇姊妹得到優選佳作等獎項！ 

8/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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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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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一) 15:00 台中教區聖保祿天主堂由神父隨行帶領 36位教友舉行彌撒。 

8/30(日) 19:30 本堂聖歌隊受邀於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舉行演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