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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一 

(萬軍上主的葡萄園， 
就是以色列家)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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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 
恭讀聖保祿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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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
納出產的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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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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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感謝》~瑪竇福音二十一 33-43 
 【聆聽聖言】 
   耶穌對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你們再聽一個比喻吧！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

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園內掘了一個榨酒池，築了一個守望台，把它租

給園戶，就離開了本國。快到收果子的時節，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 

園戶拿住了僕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殺了，將另一個用石頭砸死了。他再打

發一些僕人去，人數比以前還多；園戶也一樣對待了他們，最後他打發他的兒子

到他們那去，說：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

繼承人；來，我們殺掉他，我們就能得到他的產業。於是他們拿住他，把他推到

園外殺了。 

    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他們回答說：「要

凶惡地消滅那些凶惡的人，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 

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

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的這句經文，你們沒有讀過嗎？為此，我對你們

說：天主的國，必由你們中奪去，而交給結果子的外邦人。 

 

【釋經小幫手】 
    許多人總覺得生活所得到的一切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是自己的功勞。在最

膚淺的層面上，這或許是正確的，但若我們沒有被給予努力的機會，沒有被給予

健康、生命、才能、時間、環境等等的禮物，那麼，人無論多努力也是白費的。

在福音中，耶穌要強調的是，家主給予園戶們多棒的一個環境，他們才能種出好

果子來，但收成的時候，園戶卻忽略該給家主的謝意，甚至想盡辦法搶來更多福

利。他們不但忘恩負義，也更是被自己的貪心牽著走，最後，受損失的卻是他們

自己。反思自己的一生，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被給予的；連出生年月日也是天



主賜給的禮物。那麼一路走過來的各種成就和失敗、喜怒哀樂、各種奇蹟和恩寵

不都是天主在背後營造的嗎？不是許多恩人在背後慷慨分享給我們的嗎？那我

們還有甚麼好計較，好抱怨的呢？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心態就是感恩―把

一切當成是禮物看待。連討厭的人事物也都是禮物，也都是導師，讓人生更有滋

味，更有方向。很多時候，我們最害怕、最想逃避、最厭惡的「石頭」就成了人

生的基石，引導人超越自己的舒適圈、自己認為的極限等。耶穌說：「匠人棄而

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回頭看，那大大的石頭真是成了感謝主的

原因，因為看到了天主有多幫助我們，有多愛我們。「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

我們眼中，神妙莫測」。。 

  

【種下種子】 
    你有什麼好感謝天主的嗎？ 

 

【全心祈禱】 
    主耶穌，祢是我人生的大恩人。感謝又感謝，因為沒有祢、沒有他人的輔助，

我確實是一無所有。阿們。 
本文原刊載於《天主教主言傳教會》 

 

                 109 年 10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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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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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0/03、10/04 292 讚美主耶穌 112 奉獻 138 耶穌至聖聖體 235 感謝天主 
10/10、10/11 207 普天頌揚上主 254 主今日接觸

我 
237 我是主羊 231 跟隨我 

10/17、10/18 133 天主的子女 104 奉獻身心(二) 119 渴慕天主 215 因相愛別人認

出我們是基督徒 
10/24、10/25 211 讓我們來朝拜上主 106 奉獻歌 200 司祭子民 294 你們應當稱謝

天主 

10/31、11/01 233 上主伸出你聖手 107 我的生命吾

主獻給你 
283 接近天主 257 慈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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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的是依撒意亞先知書第 13~33 章，請大家踴躍參與。 

2. 10 月 4日(日)，10:15 召開常務傳協理事會議。 

3. 10 月 7日(三)，晚上 07:30 新開慕道班，請邀約親朋好友來參與。 

4. 10 月 8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5. 10 月 10 日(六)，下午 15:00 本堂教友黃文旭弟兄及陳美霞姊妹的女兒--

黃瓊瑩姊妹與陳冠霖先生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請各位教友參加並為新

人祝福！ 

6. 因適逢連續假期 10 月 11 日(日)下午 02:30 主日學暫停一次。 

7. 為迎接主保堂慶及聖誕節等..堂區活動，希望能紀錄每個重要的時刻，與

不容錯過的鏡頭，急徵召有熱情、對拍照攝影有興趣的教友們，發揮您的

長才為教堂奉獻，並請與本堂主席黃慶中弟兄(電話:0977-532900)聯繫。 
 

【2020 教區主保暨玫瑰聖母聖殿主保堂慶九日敬禮時間表】 
                 

日期／時間 彌撒祈禱意向 主禮神長 
負責 
鐸區 

備註 

10/16(五) 20：00 為聖化家庭祈禱 林作舟神父 一  

10/17(六) 20:00 為青年祈禱 吳孟哲神父 二 主日經文 

10/18(日) 20:00 為聖召祈禱 申榮賓神父 三 主日經文 

10/19(一) 20:00 為社會正義祈禱 鄔儒迪神父 四  

10/20(二) 20:00 為罪人悔改祈禱 謝聰智神父 五  

10/21(三) 20:00 為普愛工作祈禱 李漢民神父 六  

10/22(四) 20:00 為本地教會祈禱 歐大福神父 七  

10/23(五) 20:00 為原住民祈禱 杜勇雄神父 八  

10/24(六) 20:00 為弱勢族群祈禱 錢盛義神父 九 主日經文 

10/25(日) 14:00  
為福音廣傳 
－主保瞻禮 

劉振忠總主教 
玫瑰聖
母聖殿 

玫瑰聖母 
瞻禮經文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 調 82             求上主照顧選民(一)                  聖詠七十九 

 



§ 2020 年 9 月份大事錄 § 
9/4（五） 20:0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9/6（日） 10:15 召開第 24屆傳協全體理事會議； 

          14:30 主日學開學； 

          16:00 彌撒中頒發獎學金。 

9/8(二)   20:00 於第十區李聖賢弟兄與顧正懿姊妹家中家庭祈禱。 
9/13(日)  本堂<職工青年>由心出發，聚會名稱：【偏鄉服務_奉獻練習手部曲】 

9/17（四）10:30 台中教區田中耶穌聖心堂由神父帶領長青會 40 位教友朝聖與 

          前來舉行彌撒。 

9/27(日)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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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高雄大遠百 13 樓威秀影城，人數 80 人。 

9/30(三)  18:00 舉行一家一菜慶中秋聯合晚會活動。 
 

《十月份祈禱福傳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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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總意向：為教會內平信徒的使命 

   願平信徒，尤其是女性平信徒，因著洗禮，能在教會內分擔更多

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