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甲年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p286
讀 經 一
(上主要為萬民擺設盛宴，
並從人人的臉上拭去眼淚)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二十五，6~10a
讀 經 二
(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
能應付一切)
恭讀聖保祿宗徒
致斐理伯人書
四，12~14，19~20
福
音
(凡是你們遇到的，
都請來赴婚宴)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十二，1~14

主曆 2020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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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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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斷章取義讀聖經」從前有一個人，每遇到煩惱，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
便會翻開聖經，希望從中找到天主的旨意。有一次他心煩地打開聖經，將手指隨
意放在一節經文上，心想那就是天主給他的解答。細看之下，那人大為懊惱，原
來他的手指剛好停在瑪竇福音 27:5 上，內容是猶達斯後悔地離開聖所，然後上
吊死了。那人半信半疑地再翻一次，看看是否屬實。這次卻無意翻到路加福音
10:37 的下半部，耶穌給他說：「你去，也照樣做罷！」那人在惶恐中，用同樣
的方法再試一次，最後的結果是若望福音 13:27「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罷！」
聖經是天父給我們的家書，內載有天主的啟示與真理，不過，稍為對聖經有所認
識的人都知道，這封家書並不是通過傳真或電郵來到我們手裡，而是經過以色列
人漫長的歷史逐漸形成的。故事的主角不理會上文下理，斷章取義，將聖經某字
某句硬套在今天的境況，並奉為天主的旨意，最終不是鬧出笑話，便是鬧出人命。
同樣，如果故事的主角只顧研究每章每節的文化、歷史背境，而忘記這封家書為
自己今天生活的意義，聖經只會淪為歷史文件，而不是生活的聖言。
「把握時間結果實」陶淵明有首詩，其中有四句寫得很好： 「盛年不重來，
一日難再晨；及時宜自勉，歲月不待人。」盛年、壯年，能夠工作、能夠繃繃跳
跳的日子，是不會一次又一次地再來的。每一日只有一個早晨，不會再有另外一
個。所以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就要及時努力，不斷自我勉勵。因為如流水般的歲
月，不會無了期地等待我們。另有一首詩寫得更好，它鼓勵青年人要珍惜光陰，
把握機會去讀書、追求學問。它說：「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見
池塘春草綠，階前梧葉已秋聲。」意思是；小孩子很快便會衰老，但學問卻很難
成就。所以一點一滴的光陰都不可輕忽、不可浪費。你看，時間過得這麼快，春
天池塘的草還未全綠，轉瞬間，門前的梧桐葉已染上金黃的秋色了。
春天剛開始，秋天已經跟著到來，這就是「未見池塘春草綠，階前梧葉已秋聲。」
上主賜給我們無數的恩典。他種了很好的葡萄樹，在周圍圍上了籬笆，為我們做
盡了一切，我們必須結出好的果實，以報答上主的栽培。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玫瑰聖母月(OUR

LADY of the ROSARY)

起源：「玫瑰聖母月」與誦唸玫瑰經有關，玫瑰經的主要推動者是道明修會。西
方一連串勝仗的「感恩」
。
制定：教宗庇護五世於 1571 年制定，名為「勝利之母節」。為紀念奧國基督徒
在立本陶地擊退土耳其軍，該次勝利被認為是誦念玫瑰經的效果。1960 年
將此慶節易名為「玫瑰聖母節」。

「玫瑰聖母月」現今的意義
在於玫瑰經所紀念的「基督奧蹟」
，而聖母是確實的參與者。感恩祭的祈禱內
容已沒有戰役勝利的謝恩色彩；反而提及耶穌的降生、苦難和復活奧蹟(這剛好
是玫瑰經的三大部分)。由天使報喜(玫瑰經的歡喜一端)開始，聖母與耶穌的一
生建立起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藉聖母的代禱，求上主使信友在現世分擔基督的
苦難，將來分享復活的喜 樂和榮耀。信友默想基督的奧蹟，並與聖母一樣，努
力參與這奧蹟。
《天主教教理》第 971 條，玫瑰經的內容是「整部福音的撮要」。
玫瑰有「花后」之稱，馨香無比，艷麗絕倫。教會有玫瑰經，就取意它在上主臺
前的芬芳和美麗。玫瑰經是一串好經文。包含教會內主要的教理和動人的默想，
教會珍重它，天上的母皇瑪利亞更喜歡它，聖母瑪利亞屢次的顯現都提及這種經
文，法國露德聖母的顯現，命聖女伯爾納德誦唸玫瑰經，葡萄牙法地瑪的顯現也
曾不停的呼籲：世人該多祈禱，誦唸玫瑰經以獲得世界的真正和平。聖母瑪利亞
確實利用玫瑰經賜給了教會很大的和平，戰勝了教會內外的敵人。似乎在今世紀
上，天主更願意用這個向聖母瑪利亞的敬禮來賜給人類真正的和平。
玫瑰聖母，為我們祈求！ 瑪利亞是個「超連結」
念玫瑰經不僅給予我們一次祈禱的經驗，甚至可造就一個與主契合的機會。
因為與瑪利亞約會就必然地包括了與基督相聚。她永不會只陶醉於我們對她的敬
禮和孝愛之中。慈母的心腸總是為兒女著想的，而非看顧自己的益處。
聖母總是願意我們親近她的愛子耶穌，多點想起祂、認識了解祂。聖母的心
如何地連繫著耶穌的心，她的手也同樣地緊握著我們的手，讓我們與基督在一
起，結成知交密友。憑著她
這個「超連結」，每當我們誦念玫瑰經，由「口
禱」的經文進入「默觀」每一端奧跡的時候，我們同時也進入了一個發展過程裏。
我們漸漸地不再只是個旁觀者，像在台下看著劇情的推進，而是因著與基督愈趨
親密的關係，愈能貼近祂的身邊，注視 著祂的面容，細聽祂的說話；甚至愈能
投入於祂在每端奧跡中一舉一動所表達的心情、思想及意願，緊扣著她的心，與
她同喜共憂，分享亦分擔祂的福音啟示和救贖工程。
當然，要與耶穌培養這段「知心」的感情關係，我們也得從慈母的模範裏學
習。所以我們不妨也嘗試投入聖母的心情，透過她的眼光去瞻仰每端奧跡所描述
有關她與耶穌在世生命不同階段的聖跡，我們定能從中獲得啟發。比如，面對著
天主這至聖至高的奧秘，如何自處？又怎樣與這位又是天主又是人的耶穌相處？
與祂的關係又能建立並發展到有多深？這份深入的關係又為我有甚麼遠大的意
義及影響？天主對瑪利亞寵愛有加， 而聖母亦以她純潔的信仰向主投誠。憑著
這條以恩寵與信德所鑄成的鑰匙
「是」
， 聖母畢生悄悄地開啟每道與主契合
的門戶，在內室中領悟生命與愛情的智慧。 文摘：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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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4 章，請大家踴躍參與。
2. 因適逢連續假期 10 月 11 日(日)下午 02:30 主日學暫停一次。
3. 10 月 13 日(二)，上午 10:00 為新亡者黃許阿照(聖名瑪利亞)舉行殯葬彌撒，
請教友參與並通功代禱。
4. 10 月 15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5. 10 月 17 日(六)，上午 9:30 舉辦【重陽節敬老傅油祝福禮活動】，神父為 65
歲以上弟兄姐妹傅油，並為 70 歲以上長輩贈敬老禮金，除此外另有足療體
驗、免費義剪及健康講座，邀請家中的長輩們前來接受祝福並共襄盛舉。
6. 自即日起每周三晚上 07:30 新開慕道班，請邀約親朋好友來參與。
7. 10 月 25 日為本堂主保堂慶，10 月 16 日~ 24 日舉行九日敬禮，每晚 07:30
晚課，08:00 彌撒。10 月 25 日(日)，早上 7:00 彌撒照常，09:00 彌撒取消，
下午 02:00 恭請劉振忠總主教主禮感恩聖祭，彌撒後遊行，請教友參加同頌
主恩。當日因本堂主保堂慶，堂區內無法停車，請依堂區交管人員指揮至適
當自費停車場停車，並請儘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機車。
8. 由中華聖經協會主辦的全國聖經共融研習營開始報名了。活動日期是今年 11
月 21 日（六）至 11 月 22 日（日），地點在彰化靜山牧靈中心，主講人是趙
士儀神父和徐世昭神父，報名費每人二千元，含週六晚住宿。名額有限，欲
參加者請速用 Line 或電話向本堂聖經組長林新沛報名(0924155055)。
【2020 教區主保暨玫瑰聖母聖殿主保堂慶九日敬禮時間表】

10/16(五) 20：00
10/17(六) 20:00
10/18(日) 20:00

(晚上 7:30 唸玫瑰經，8:00 彌撒)
負責
彌撒祈禱意向
主禮神長
鐸區
為聖化家庭祈禱
林作舟神父
一
為青年祈禱
吳孟哲神父
二
為聖召祈禱
申榮賓神父
三

10/19(一) 20:00
10/20(二) 20:00

為社會正義祈禱
為罪人悔改祈禱

10/21(三) 20:00

為普愛工作祈禱

10/22(四) 20:00
10/23(五) 20:00
10/24(六) 20:00

為本地教會祈禱
為原住民祈禱
為弱勢族群祈禱
為福音廣傳
－主保瞻禮

日期／時間

10/25(日) 14:00

鄔儒迪神父
謝聰智神父
李漢民神父
歐大福神父
杜勇雄神父
錢盛義神父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玫瑰聖
劉振忠總主教
母聖殿

備註
主日經文
主日經文

主日經文

玫瑰聖母
瞻禮經文

10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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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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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1/01

233 上主伸出你聖手

107 我的生命吾主獻給你

200 司祭子民

294 你們應當稱謝天主

283 接近天主

257 慈光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