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0 年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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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聖母月(OUR

甲年普世傳教節 P.141
讀 經 一
(你的眾子要從遠方而來)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六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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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到各
地為我作證)
恭讀宗徒大事錄
一，3~8
福
音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
恭讀聖瑪竇福音
二十八，16~20

LADY of the ROSARY)

§熱心誦唸玫瑰經可得十五個殊恩§
【1】 凡誦唸玫瑰經而忠心事奉我的，將獲得特殊的恩寵。
【2】 我要特別護佑熱心唸玫瑰經的，並賞賜他們豐厚的聖寵。
【3】 玫瑰經是抵禦地獄最有效力的武器，它能使人革除毛
病，脫離罪過，消除異端。
【4】 玫瑰經能使人修德，發展良好的事業；
為靈魂求得豐富的聖寵；
將愛世物之心換為熱愛天主之心，專務天國永遠的事。
玫瑰經能使人成聖。

【5】 凡熱心誦唸玫瑰經而信託我的，不會遭受滅亡。
【6】 熱心誦唸玫瑰經和默想各端奧蹟的，不致被困難包圍；
又可獲得善終。罪人可因玫瑰經而回頭皈依，
義人可因玫瑰經而增加聖寵，獲得常生。
【7】 真誠熱心誦唸玫瑰經的，必能獲得平安地領受聖事而終。
【8】 熱心誦唸玫瑰經的一生必獲天主特別光照指引，並且充滿聖寵，
臨終時可分享在天朝諸聖的代禱功勞。
【9】 熱心誦唸玫瑰經的，我要使他早日脫離煉獄之苦。
【10】 勤唸玫瑰經的信友在天堂將獲享更大的光榮。
【11】 以玫瑰經祈求恩惠的，必將獲得。
【12】 凡熱心傳揚玫瑰經的，我必為他轉求一切需要的恩寵。
【13】 我已求得我聖子耶穌准許玫瑰經善會的會友，
生前死後都可獲聖人聖女 ，做他們的特別轉求者。
【14】 熱心誦唸玫瑰經的都是我可愛的子女，耶穌親愛的兄弟姊妹。
【15】 熱心敬禮玫瑰經是可獲得救援的明顯證據。文摘：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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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福音廿二 15-21

【聆聽聖言】
那時，法利塞人去商討怎樣在言談上叫耶穌入圈套。自己的門徒和黑落德黨
人到衪跟前說：「師傅，我們知道你是真誠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顧忌
任何人，因為你不看人的情面。 如今請你告訴你們：你以為如何？給凱撒納稅，
可以不可以？」
耶穌看破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善人，你們為什麼要試探我？ 拿一個稅
幣給我看看！」他們便遞給衪一塊「德納」。耶穌對他們說：「這肖像和名號是
誰的？」他們對衪說：「凱撒的」。耶穌對他們說：「那麼，凱撒的，就應歸還
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
他們聽了大為驚異，遂離開祂走了。

【釋經小幫手】
你認為世界需要耶穌的福音嗎？你是否有「傳教的心」呢？今天，教會慶
祝「普世傳教節」，而教宗勉勵所有的基督徒培養「傳教的心」
。教宗方濟各說：
「傳教乃屬教會的本質，教會若不傳教，就不再屬於基督的了，而淪落為眾多社
團中的一個而已。」我們大部分的基督徒已變得太客氣，連最好的也不拿出來分
享。你不認為能認識主耶穌是你一生中最大的福氣嗎？使得你的生活有了復活基
督的心生命，即使在黑暗中，也絕不缺乏一盞燈光。活在這社會裡，我們很容易
被世界的假象混淆，使得我們分不清楚，什麼來自天主，什麼來自世界。在福音
中，即使法利塞人試著要混淆祂，耶穌看穿了他們的陰謀，指出真理的道理：
「凱
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我們呢？當社會告訴我們某某
價值觀，我們是否乖乖按照他們的想法走呢？例如：很多天主教徒一心聽從老闆
的話，說主日要上班、要上補習班，也完全順從。他們從不覺得自己應該為信仰
爭取主日去彌撒的權利。把錢或私利放在第一位，會逐漸把天主拋到腦後。「凱
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你會為天主爭取嗎？傳教，可
用各種方式傳，其中一個重要的福傳方式就是用生活的作息，了解並在這多元主
義的社會堅持教會的教導，為天主挪出一點空間來。

【種下種子】
主耶穌，我想振作過生活，不想浪費祢每天賜給我的恩寵。求祢引導
我，給我勇氣和毅力，為祢站出來。阿們。

【全心祈禱】
主耶穌，我想振作過生活，不想浪費祢每天賜給我的恩寵。求祢引導我，
給我勇氣和毅力，為祢站出來。阿們。

109 年 10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10/17、10/18

進 堂 曲
133 天主的子女

奉 獻 曲
104 奉獻身心(二)

謝聖體曲
119 渴慕天主

禮 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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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區 報 告   

1. 10 月 18 日(日) ，為普世傳教節，請教友多多為普世福傳工作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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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的是依撒意亞先知書第 55~66 章及耶肋米亞先知書第 1~9 章，請大家踴
躍參與。
3. 請為新亡者陳惠琴姊妹 (聖名:瑪加利大)祈禱，10 月 19 日(一)~10 月 20
日(二)，下午 02:30 唸經，03:00 於真福廳舉行追思彌撒；10 月 21 日(三) ，
上午 10:00 舉行殯葬彌撒，請教友參與並通功代禱。
4. 10 月 22 日(四)，上午 0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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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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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進出將於當日
13:00 起進行管制，屆時請依堂區交管人員指揮至附近適當自費停車場停
車，並請儘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機車。
★主保堂慶遊行順序說明如下
布條=>提爐香船=>十字架=>蠟燭=>聖母轎=>樂隊=>聖詠團=>聖體光=>
聖體傘=>司祭團=>教友遊行將以 2 排行進。
7. 11 月 7 日(六)，為追思已亡日，上午 9:00 在高松墓園公唸玫瑰經，09:30
舉行追思已亡彌撒及祭祀禮儀，請教友參加並為亡者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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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7:30 唸玫瑰經，8:00 彌撒)
負責
備註
日期／時間
彌撒祈禱意向
主禮神長
鐸區
主日經文
為聖召祈禱
申榮賓神父
三
10/18(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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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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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經文

玫瑰聖母
瞻禮經文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調

78

讚主頌(一)

聖詠十八 A

祈禱小點子～咀嚼聖言:等待
台灣人很願意等待。在有名的餐廳、小吃前，常看到許多人，拉著全家大小，
不遠千里、不辭辛苦、不計較時間的排隊，只為了吃上好料，吃到傳說
中的美食。也常看到有名的歌手在台開演唱會，許多年輕人不惜在外露
營，只為見上心愛的偶像一面。也常有一群渴望插頭香的信眾，風雨無阻
的等待寺廟開門的時機，等著往前衝，插上第一支香。在這等待期間，雖然有許多
不方便，然而達到目標的強烈高過於小小的阻礙，讓等待的人湧出無比的耐心、毅
力、渴望。
然而，可惜的是，很少人在祈禱上願意耐心的等待。我們常常把天主當成 7-11，
用“我付錢就可以買到東西”的態度在祈禱中：不是要天主馬上滿足我的渴望及需
要、就是要天主馬上拿走讓我痛苦的十字架，要不然就是要天主馬上懲罰得罪我的
敵人，或是趕快讓我消災解禍、人生就此一帆風順。這種方式的祈禱讓我們沒有空
間等待，或是讓我們完全不想等待，也聽不進去天主要對我們說什麼，因為我們要
求天主在我們規定的時間內回應我們，要不然就銘謝惠顧、珍重再見。
因此，在我們的靈修生活中，我們的諸多情緒及意念常常會阻擋我們等待天主，
等待與天主相遇。我們在祈禱中常常只看見自己，只看到自己的不安、躁動、憂慮、
反抗、生氣、沮喪等。當我們一直看到自己，就會愈來愈沮喪、生氣、難過，讓我
們無法耐心等待上主，所以往往我們企圖當主人，在祈禱中說很多、求很多、動很
多，卻無法安靜地等待天主、等待祂與我們說話。聖奧古斯丁曾向天主說過：“我
一直以來都想要站著聆聽，聆聽祢的聲音。然而我無法，因為另一個聲音，我自己
的聲音，把我給帶走。”
那我們如何等待上主呢？重要的第一步是放下自己的情緒、意念，單純的與天
主在一起，享受與祂在一起，如同小孩一樣依賴祂。耶穌說，在祈禱時，“要進入
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瑪竇六：六)。代表的是，祈禱的第一
步就是進入內室，進入內心深處，把我們許多的思緒、想法、判斷、評價、誘惑先
放下，關上門，把那些干擾你的所有思緒、人事物先放在門外，讓身、心、靈充滿
安靜。而當我們的身心靈有一致的安靜時，我們才真正允許天主在我們內工作，而
這個安靜才可以真正讓我們開始祈禱，聽天父要對我們說的話。
這種單純的與天父在一起、放下自己就是一種等待 ––– 等待祂來找你，等
待祂對你的心說話。即使我們常常感受不到祂、聽不到祂的聲音，然而這份豐饒的
靜默會讓我們的心湧出無比的勇氣繼續等待上主。這時候，我們就像是在土裡的種
子一樣，在黑暗中摸索、掙扎，在四季的流動中持續地等、持續地盼望，直到種子
的時間到了，準備好破出土壤，最後看到了亮光、看到自己結出豐碩的果實。而我
們的祈禱也是一樣，我們常在黑暗掙扎著，但是如果我們以耐心、毅力、渴望、以
及信德等待上主，總有一天我們會破出土壤，看到陽光，結出豐碩的果實。
耶穌也是一樣，祂執行使命前，花了三十年過著不為人知的隱密生活，即使祂
是神，祂也經歷了人的等待：等著長大、等著學會說話、吃飯、走路、看書、等著
被受洗、等著被受試探、等著執行天父的旨意、等著被背叛、等著受死、等著復活……
耶穌的等待就像是在地上死去的麥子，祂放下了自己的害怕、猶豫、想法、判斷、
情緒，這個放下讓祂真正結出果實。因此祂說：“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望十二：24)。 那你呢？你願意耐
心地等待上主嗎？你願意像種子一樣耐心地在土裡、等待破土的那一天嗎？聖保祿
說：“你所播的種子若不先死了，絕不得生出來” (格前十五：36)。因此，讓我們
記住耶穌及保祿的話，在祈禱時，先放下自己的情緒、價值觀、想法、判斷，進入
最深處的內室、關上門，只與愛我們的父在一起。當我們放下自己，開放自己，允
許天主在我們身上工作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天主聖言在對我們的心說話，我們會
了解祂話語的力量以及生命力，以及話語背後是一位人、一位神、一位愛我們的父，
這愛的言語讓我們的小種子充滿力量，讓我們充滿盼望、渴望地全力衝破黑暗的土
壤，最後終於看見陽光，並結出具有天主生命力的果實。本文原刊載於《天主教主言傳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