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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p276 
讀 經 一 

(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五十五，6~9 
讀 經 二 

(在我看來，基督就是生命) 
恭讀聖保祿宗徒 
致斐理伯人書 
一 20c~24，27a 

福   音 
(難道因為我好， 
你就嫉妒嗎?)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十，1~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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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穫和喜樂》   ~瑪竇福音二十 1-16 
 【聆聽聖言】 
   天國好像一個家主，清晨出去為自己的葡萄園僱工人。他與工人議定一天一

個「德納」，就派他們到葡萄園裡去了。約在第三時辰，又出去，看見另有些人

在街上閒立著，就對他們說：你們也到我的葡萄園裏去吧！凡照公義該給的，我

必給你們。他們就去了。約在第六和第九時辰，他又出去，也照樣做了。約在第

十一時辰，他又出去，看見還有些人站在那裏，就對他們說：為什麼你們站在這

裏整天閒著？他們對他說：因為沒有人僱我們。他給他們說：你們也到我的葡萄

園裏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園的主人對他的管事人說：你叫他們來，分給他們工

資，由最後的開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約在第十一時辰來的人，每人領了一個「德

納」。那些最先僱的前來，心想自己必會多領，但他們也只領了一個「德納」。

他們一領了，就抱怨家主，說：這些最後僱的人，不過工作了一個時辰，而你竟

把他們與我們這整天受苦受熱的，同等看待。他答覆其中的一個說：朋友！我並

沒有虧負你，你不是和我議定了一個「德納」嗎？拿你的走吧！我願意給這最後

來的和給你的一樣。難道不許我拿我所有的財物，行我所願意的嗎？或是因為我

好，你就眼紅嗎？這樣，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 

【釋經小幫手】 
    人很奇怪：愛佔便宜、愛比較、害怕吃虧。我們努力經營了自己的生活、工

作、家庭，看其中結出不少讓我們欣慰的果實，心裡原是開心的。但，當我們發

現有人不費功夫就獲得同樣或更好的成績時，平安和喜樂就會消失，反覺得老天

不公平。面對福音中的情況，也許我們心裡也會暗想：「如果慢點來也可以拿到

一樣的工資，我就不用那麼早來了。」這樣的想法建立在錯誤的觀點上。福音中

早來的工人覺得工作代表付出和辛苦，是負面的；工資代表收穫和喜樂，是正面

的。他們在家主的葡萄園工作，全是為了得到工資，而工作本身卻沒有任何的價

值和意義。有多少時候我們在職場上的態度也是如此，為了金錢工作，卻忽略工

作本身的意義和樂趣。如果我們每個月只能在發薪水那天快樂的話，那也太可悲



了吧！但，若我們用不一樣的心態看待工作，意識到我們能夠工作，有機會費心

費力經營自己的事業、學業、家庭或團體，已是天主的一個降福，我們就能天天

都快樂了。更何況，天主信任我們，願意我們透過工作參與祂救世計劃。在彌撒

聖祭中，神父拿起麵餅和葡萄酒說：「我們將大地和人類勞苦的果實—―麥麵餅…

將葡萄樹和人類勞苦的果實—葡萄酒獻給袮，使成為我們生命之糧、精神飲料。」

不要輕視你每天在工作和其它責任中付出的勞苦，且要將它奉獻給天主，為造福

大家。 

 【種下種子】 

    你為你目前的工作、或責任感恩天主了沒有？ 

【全心祈禱】 
    天主，感謝袮給我們工作，讓我們能用我們的勞苦建設袮的天國。阿們。 

本文原刊載於《天主教主言傳教會》 

 

     堂 區 報 告       

1. 9 月 20 日(日)，早上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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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德訓篇第 22~42 篇，請大家踴躍參與。 

3. 9 月 24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4. 9 月 30 日(三)，晚上 06:00 舉行一家一菜慶中秋聯合晚會活動，聖堂提供場

地供大家聯誼，歡迎有興趣參與的教友請於後方桌子登記，活動資訊請參閱

堂訊。晚會當日堂區內善工樓前廣場無法停車，煩請於 13:00 前將車輛移至

附近適當自費停車格停車，或請儘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機車。 

5. 每年 12 月聖誕節平安夜，紀念慶祝耶穌基督誕生好消息，佈置 2000 多年前

耶穌誕生的馬槽及聖誕樹，象徵聖誕節帶來救恩、平安喜樂、希望和愛的訊

息，今年特別邀請教友們一同來佈置教堂內外及裝飾馬槽，歡迎有興趣參與

的教友請洽本堂主席黃慶中弟兄(電話:0977-532900)。 

6. 本堂第 24 屆傳協會活動組規劃辦理電影欣賞【法蒂瑪的奇蹟】，包場時間為

9月 27 日(日) 睌上 07:00，地點：高雄大遠百 13 樓威秀影城，每張票價$200

元，包廳人數有限(80 人)，請於（9/19）晚上 8 點彌撒後及（9/20) 早上 9 

點彌撒後，向服務人員訂購及繳費，歡迎大家共襄盛舉。因應防疫需實聯制，

請留下完整名字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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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聖母聖殿歡慶中秋】 

一、活動名稱: 一家一菜慶中秋聯合晚會 

二、活動宗旨:為了讓堂區歡慶中秋佳節，彼此間增進教友與教友之間的互動， 

 能夠一起共融為堂慶提前暖身，讓弟兄姊妹互愛聯誼聚在一起， 

 使我們融入主基督的愛中。 

 三、活動時間: 2020 年 9 月 30 日(三) 晚上 17:00 至 21:00 

 四、活動地點: 善工樓前停車廣場 (因場地限制以 60 人為限) 

 ※注意事項: 請參加人員自行自備環保餐具，並在離開時清潔還原。※ 

 五、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7 日止 

 六、活動規劃行程時間表: 

時間 活動流程 活動項目 協助團體 備 註 

17:00~17:55 報到準備 全體教友 活動組 播放聖歌 

18:00 全體飯前禱 

 

傳協主席 

黃慶中代禱 

  

18:30 晚會開始 

 

主持人: 

沈文文、林聖力 

  

18:35 聖歌演奏 

 

1.黎明的曙光 

2.活出愛 

聖樂隊 

 

 

18:55 聖經問答 由晚會主持人 聖經組  

19:15 Candles 樂團 1. 

2. 

 許雅各 

19:35 聖經問答 由晚會主持人 聖經組  

19:55 單簧管獨奏 1. 

2. 

  

20:15 聖經問答 由晚會主持人 聖經組  

20:35 

 

烏克麗麗 

演奏表演 

1.月亮代表我的心 

2. 

輔英 

烏克麗麗社 

 

21:00 晚會結束 林作舟神父  降 福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調 80                   歌頌天主的仁愛(三)          聖詩ㄧ四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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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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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