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年將臨期第一主日 P.9 
讀 經 一【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六三，16b ~17；

六四，1，3b~8】(望祢衝破諸天，降臨人間) 
讀 經 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ㄧ，3~9】 

(我們期待主耶穌基督的出現)  
福音【聖瑪谷福音十三，33~37，二十二，1~14】 
(你們要醒著，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

回來)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0 年 11 月 29 日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 號                            

電話：2214434．2823860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乙年將臨期第一主日---三種不同的降臨》 
【出處: 輔神禮儀研究中心-實用篇】〔節錄〕張春申神父 著】 

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
教會禮儀生活新的一年。將
臨期的確是為了準備耶穌聖
誕大節日；不過它自身包含
非常豐富的內容，幾乎綜合
了整個救恩歷史。將臨期
內，教會通過禮儀，尤其運
用彌撒聖祭的讀經，提醒教
友記起天主在人類歷史中三
種決定性的來臨形態。首先
是在耶穌基督的誕生事蹟
中，天主降生為人，來臨到
人世間。最後是在世界末
日、天地終窮時，在耶穌基
督身上，天主光榮地來臨。
但是將臨期也特別提醒大
家，天主在復活的基督內，
時時來臨人間：尤其舉行彌
撒聖祭時，光榮的基督來臨
到教會團體中。 
    「來臨」，是整部聖經
的第一個重要名詞，專門描
寫天主寵幸的日子。舊約以
色列民族在充軍流亡時代，
先知預報天主末了要親自來
臨，解救他們的好消息。從
此，以色列民族根據先知的
預告，渴望天主的來臨，拯
救他們於水深火熱的困境之
中，這是教會在將臨期禮儀
中所紀念的。 
    教會是新的以色列子
民，天主的子民，相信舊約

先知的許諾已經應驗了。天
主真實地來臨人間，他在降
生成人的耶穌基督生命中，
實現了不但為以色列民族，
而且為整個人類的救恩事
業。這個救恩事業在基督的
死亡與復活奧跡中已經定
型，現在不斷地在人類歷史
中繼續進行，只是尚未圓滿
地完成。按照耶穌的許諾，
末日祂光榮地來臨時，天主
的救恩計畫才徹底大功告
成，那時，如同保祿所說的：
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
這也是教會將臨期禮儀中所
期待的。 
    今天的福音直接肯定的
是基督末日來臨，當然我們
不知道那日期什麼時候來
到。同時，根據本主日的福
音，我們間接可以加上這個
思想，預報末日的耶穌，便
是舊約以色列民族期待的默
西亞基督。我們在舉行彌撒
時，可以綜合天主的三種來
臨的形態：在餅酒形態中來
臨的復活基督，祂已經在歷
史中來臨了，祂還要以光榮
的方式來臨。這一切與我們
切身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將臨期幾乎簡單
地綜合了基督信仰中的歷史
觀以及人生觀。基督徒與周

遭的非基督徒一起生存在歷
史中，接觸到同樣的遭遇，
經驗到同樣的滄海桑田；但
是為他們，歷史不是盲目地
進行，它的將來也絕對不只
由人力所定。基督徒相信天
主是歷史的真正主宰，在耶
穌基督來臨之前，天主已經
推動人類歷史中的一切，準
備祂的來臨。在耶穌基督來
臨之後，天主始終經由耶穌
基督領導整個人類歷史。所
有的基督徒對於歷史的遭
遇、滄海桑田的變遷，即使
常人看來顯得荒謬與失望，
他們卻堅決肯定來到歷史中
的基督在領導一切，既然祂
在領導一切，信徒與聖保祿
一起說：天主使一切協助那
些愛他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
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
這是基督徒的人生觀，他們
絕不詛咒歷史，相反，他們
肯定基督在歷史中領導人
類。 
    在新的禮儀年的首日，
讓我們再次重申將臨期的歷
史觀與人生觀。我們紀念耶
穌基督，人類的救主，末日
來臨完成歷史。而這個耶穌
基督，我們天天，尤其在今
天的感恩祭中經驗到祂的來
臨。

主日彌撒時間 : 週六晚上 8 點(台語)  週日上午 7 點(台語)  上午 9 點(國語)   上午 11 點(英語)  下午 4 點(國語) 



                                                  

  (1) 簡史 

中文大赦一字，出拉丁文 Indulgentia ，原指古代羅馬皇給予罪犯的特赦或減刑。

這字最初出現於由羅馬皇戴奧陶西（Theodosius）要求編寫的《戴奧陶西法典》。此法

典於主曆 438 年 2月 15 日出版，當中除收集了君士坦丁大帝（280-337）的憲法典章

外，還有於 438 年之前所頒佈的法律。這些典章法律不少都涉及宗教，例如有關神職

的紀律，及已成為信友的羅馬皇頒佈的特赦，尤其是為復活節而給予的特赦。據史家

的研究，很可能因為受到這種「措施」的影響，慢慢在教會內，開始出現不同類形的，

聖事性和非聖事性的特赦形式。今日我們所稱的「大赦」，於十一世紀時，開始在西班

牙北部及法國出現，這兩地的主教把「大赦」給予那些因宗教目的行哀矜，或到指定

地點及聖堂朝聖的信友。 

首位頒佈大赦的教宗是尼各老二世。1060 年，他為慶祝羅馬附近，法華隱修院

（Abbazia di Farfa）聖堂的祭台祝聖禮，頒佈了大赦。 

在以後的發展中，較重要的首推給予十字軍的大赦。首宗大赦於 1063 年由教宗亞力山

大二世給予參加抵抗摩洛人(Moro，生活於北非的黑人)的軍人。然後 1095 教宗吳爾

班二世把大赦賜給一切參加第一批十字軍的基督徒，並宣稱該次大赦等同一次完整的

悔罪禮。教宗艾烏真奧三世，亦於 1145 年仿效吳爾班二世的做法。到額我略三世時，

他引入一些新措施，不但參加十字軍的信友可以獲得大赦，連那些找別人代替自己參

軍，或贊助一位十字軍的全部費用的人，也可以獲得全大赦。十二世紀由教宗所給予

的大赦的另一個新元素，是未能完成十字軍任務，中途去世的人，亦可以獲得全大赦，

由是開始了把大赦給予臨終者及亡者的做法。 

這種把大赦給予亡者的措施，在十四世紀時，開始在信友間流行，其方法是為亡

者祈禱，即生者為亡者履行一切得到大赦的條件，之後把獲得的大赦讓給亡者。 

十五世紀中葉，1457 年，教宗賈理篤三世給予加思迪爾亞的亨利四世特別許可，

該地的信友只要損獻 200 maravedi 給十字軍，以抵抗摩洛人，即可獲得兩個全大赦，

一為生者，一為亡者。 

1476 年，教宗西思篤四世賜給法國西安達（Saintes）主教座堂年期特長的大赦，

該處信友生者可得十年全大赦，亡者則可以用代禱方式（in modum suffragii）獲得。 

亡者可以用代禱方式獲得大赦，很快便引起當時某些神學家的質疑。他們認為教宗對

人死後的世界，沒有任何法律權力。所以這種做法並不「不合法」。後來問題還是解

決了，因為在此事上，教宗並沒有行使任何法律權力，他只是以首牧身份，把基督及

聖人們為教會賺得的功勞及恩典，分施給亡者而矣。聖大亞爾伯及其學生聖多瑪斯，

之後亦分別著文解釋給亡者大赦的神學基礎，他們的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成為有關教

會大赦教義的主要論據。 

【未完待續】 
 

大赦  



     堂 區 報 告       
1. 11 月 29 日(日)，上午 10:15 召開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 
2. 本週「聖言日三章」活動，讀的達尼爾先知書第 4~14 章、歐瑟亞先知書第

1~9 章。 
3. 萬金聖母聖殿舉行主保堂慶九日敬禮，12 月 1日(二)，晚上 08:00 由本堂神

父主禮，彌撒意向為普愛工作祈禱，歡迎教友踴躍參加。 
4. 12 月 2日(三)，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5. 12 月 3日(四)，上午 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6. 12 月 4日(五)，晚上 08: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7. 12 月 5日(六)，上午 10:00 為黃劉玉綿(聖名加大利納)舉行追思彌撒，請教

友參與並通功代禱。 
8. 12 月 6日(日)，萬金聖母聖殿舉行 159 周年主保堂慶，提醒有報名前往朝聖

的教友，集合時間為 06:55，07:0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回程時間:下午 4:00。 
9. 本堂福傳組將於 12/12 上午 9點召開幸福小組研習會，邀請有意投入福傳工

作的教友報名參加，報名表置於聖堂後方。
10. 12 月 31 日徒步跨年迎接 2021 年，徒步路線由內埔耶穌君王堂->走向萬金，

路程約兩個半小時。第一鐸區將租遊覽車前往，總名額 40名，乘車處兩處出
發時間：第一站 18:20 於玫瑰堂出發；第二站 18:40 於救世主堂。費用每位
$250 (含車資及保險)。有意報名者請於 12 月 10 日前向門房報名繳費。 

11. 為增進親子、青年服務奉獻之基督信仰行動力，以愛迎接救主耶穌來臨，家
庭組、職工發展會與神父咖啡館共同發起【愛祢愛我愛你/妳助弱勢__親子聯
手義賣日】，活動日程：12月20日(日)德恩樓，10:20~18:00義賣，13:30~15:00
電影欣賞。即日起開放組隊義賣—家庭、學青、職青優先報名，考量場地與
防疫暫定 25 組，額滿為止。各組義賣所得可自行決定--奉獻、獎助金比例(請
家長協助子女體會奉獻意義及如何善用獎助金實現夢想，團隊亦藉此共勉)；
主辦方總結義賣所得委交堂區捐助弱勢家庭。堂區亦提供義賣物件贊助運
用，可於 11.29/12.06/12.13 至神父咖啡館挑選。詳情含報名表請參閱堂訊
夾報。 

12. 今年聖誕節活動時間海報已放置聖堂後方櫃子上，歡迎索取並邀請親友參
與。另外，聖經組有協助製作經句祈福卡，邀請教友將祈福卡寫上表達對他
人的感謝、祝福，及對自己的新年成長心願…等，懸掛在德恩樓象徵「愛與
希望」的聖誕樹，讓祈禱願望上達天庭。 

13. 人心惶惶的 2020 年，為延續單國璽樞機主教「活出愛」的精神，高雄教區
與佛光山將於 2021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05：00~19：30 辦理「活出愛祈
福之路」活動，邀請教內外好朋友參與祈福，感受一路都有天主的平安同行。
路程：自佛光山步行至真福山，共 34公里 (公里數不拘，途中都有接駁車專
送)。報名費用每位$500 (不含車資及保險) 有意報名者請於 12 月 25 日前向
秘書報名。活動辦法詳見公佈欄。 

109 年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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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11/29 26 快來至聖默西亞 109 罪人罪重無可奉獻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8 天主聖子懇求降臨 
12/05、12/06  32 將臨期進堂曲  35 奉獻曲 119 渴慕天主 236 來與我們此路同
12/12、12/13  28 天主聖子懇求 113 屬於祢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13 邁步前進 
12/19、12/20  26 快來至聖默西 105 隨同神父 127 除免世罪主羔 235 感謝天主 

12/24(四) 聖詠團及學青負責安排 
12/25(五) 聖詠團負責安排 

12/26、12/27  46 寒冬飄雪山野 112 奉獻  45 無數天使空際  38 普天下大欣慶 



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 2020 年 12 月份禮儀服務員輪值表 
日期 時間 / 禮儀週期 釋經員 讀  經 答唱詠 輔  祭 司 琴 早晚課 服務員 

1 2 / 4 

( 五 ) 

晚 

8:00 
耶穌聖心 黃慶中 許正東  

周雪華 

魏蕙莉 
 曾靜怡 李齊國  玄義玫瑰 

1 2 / 5 

( 六 ) 

晚 

8：00 
將臨期 

第二主日 

 

鍾佩玲 
1)王麗瓊 

2)楊素珠 
徐佑文 

張绣吟 

賀麗莉 
謝黎娜 張花足 玄義玫瑰 

12/6 

(日) 

 

早 

9:00 
蘇寶桂 

1)陳春枝

2)朱曼倫 
徐佑文 

楊豐隆 

麥安立 
曾靜怡 丁月茵 救世之母 

午 

4:00 
青年、主日學老師安排 

 

青年安排 

12/12 

(六) 

晚 

8:00 
將臨期 

第三主日 

 

翁國斌 
1)魏榮傑 

2)楊黎芳 
郭炳輝 

游麗美 

王少玲 
李振國 黃慶中 玄義玫瑰 

12/13 

(日) 

早 

9:00 
鄭雅婷 

1)曾涓敏 

2)宋耀宗 
郭炳輝 

沈復華 

麥安立 
聖詠團 陸淑寬 上天之門 

午 

4:00 
青年、主日學老師安排  青年安排 

12/19 

(六) 

晚 

8:00 
將臨期 

第四主日 

 

郭惠琦 
1)黃慶中 

2)陳家福 
謝淑靜 

 蘇寶桂 

 彭錦蘭 
韓 寧 張花足 上天之門 

12/20 

(日) 

早 

9:00 
王建平 

1)陳雪英 

2)許淑貞 
謝淑靜 

李宇慶 

楊豐隆 
薛若君 丁月茵  救世之母 

午 

4:00 
青年、主日學老師安排  青年安排 

1 2 / 2 4 

( 四 ) 

晚 

9:00 

子夜彌撒 

(26 頁) 
王源泉 

1)嚴銘鴻  

2)朱曼倫  
鐘梓瑄 禮儀組  聖詠團   玄義玫瑰 

1 2 / 2 5 

( 五 ) 

晚 

8:00 

天明彌撒 

(32 頁) 
廖秀惠 

1)鄭雅婷 

2)黃美娥  
謝黎娜 

楊豐隆 

沈復華 
聖詠團  上天之門 

12/26 

(六) 

晚 

8:00 

聖家節 

(35 頁) 

王源泉 
1)趙詠淇 

2)黃美娥 
黃玫君 

 張绣吟 

 蔡佳霓 
李振國 陳春枝  玄義玫瑰 

12/27 

(日) 

早 

9:00 
段逸茜 

1)張鳳至 

2)林祥琪 
黃玫君 

巫明仁 

陳家達 
李宇明 許淑貞 救世之母 

午 

4:00 
青年、主日學老師安排  青年安排 

.所有的禮儀服務人員，請在彌撒前 15 分鐘到達，做好一切準備。 

.禮儀服務人員如無法臨場服侍，煩請自行對調，感謝您的用心付出奉獻。 

禮儀組 敬上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 調 82               求主照顧選民(三)               聖詠七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