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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耶穌君王堂      石牌聖體堂      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 
電話：2832-4270       電話：2821-4735 北投區          電話：2812-2841            電話：2832-1337 
士林區中正路 264號     石牌路 2段 90巷 20號        士林區延平北路           士林區德行東路 202號 
shilinchurch@gmail.com      shipai-catholic-church.org          6段 175號               www.lanya-shrine.org 

 

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慕道班中秋後開課《持續招生中》 
共融堂區最新一期的慕道班即將開課！ 

持續熱烈招生中！讓我們繼續福傳， 

去和人分享，天主的愛與平安！ 
◆慕道班報名：2832-4270或洽共融堂信箱 

◎徵求慕道班的陪伴者：對於慕道者

來說，一路上陪伴他們的教友，是非常

重要的支持力量！他們需要您！也請您

同時多給自己，一個增加靈修的機會！ 

◆ 九月 聖文生月 公告 

 
 感謝天主，泰澤祈禱福傳音樂會，在聖神

的帶領下圓滿完成。感謝所有弟兄姊妹的

投入參與，以及各方面的大力協助！  
 

9/11(六) 
聖董文學  

封聖 25周年 紀念 

9/12(日) 遣使會【聖召日】 

9/27(一) 文生大家庭 年度聚會 

9/27(一) 聖文生 瞻禮 (節日) 

 

【讚美基督 感謝天主 福傳繼續】 
 

◇九月 聖文生月 慈善奉獻 

(1) 9/26彌撒獻儀將作為聖文生月奉獻。 

將用於遣使會的慈善事業和福傳工作。 

(2)「慈善奉獻存錢筒」之前已發給教友， 

9/26前可以在主日拿回教堂作奉獻；若 

沒有存錢筒，請拿「為主傳愛奉獻袋」， 

將您為聖文生月而存的奉獻帶回教堂。 

常年期 禮儀日曆 

9/13(一) 金口聖若望主教聖師 紀念 

9/14(二) 光榮十字聖架 慶日 

9/15(三) 痛苦聖母 紀念 

9/16(四) 聖高略教宗及 
聖啟廉主教殉道 

紀念 

婚配彌撒 

士林
堂 

09/18(六) 
上午 10:00 

宋俊頡先生 
林秀芬姐妹 

殯葬彌撒 
士林 
堂 

09/18(六) 
下午 03:00 

陳宏道弟兄 

 

◆  9/11聖董文學 
為了慶祝聖董文學列聖品 25周

年，遣使會將於 9/11晚上 8點，
在天主教台北總教區的YouTube頻
道，承接大聖若瑟年「與天主有約」
線上接力祈禱，分享聖人芳表，與
信友共同為新冠疫情平息請求聖
人轉禱；並於 9/12上午在高雄聖
董文學天主堂，舉行聖董文學聖髑
恭迎安置暨列聖品25周年感恩祭。 
 

◆青年彌撒（每月第三主日晚上） 

時間：9/19(日) 19:30 地點：石牌天主堂 
歡迎一起來，同聲祈禱，高歌讚美上主！ 

(彌撒音樂服事:共融堂區青年葡萄小組) 

◆福傳前線【心靈小站】招募志工 
位於士林堂路口，使命在向路人傳福音的
福傳小站，需要志工的加入，眼前最缺 
週四下午，以及週二、五上午的志工！ 
採輪班制，請向辦公室報名來安排時間！ 
 

遣使會聖召日 九月第二主日 

鑑賞 ◎ 宣揚 ◎ 培養 



  

  

 

 

 

 

 

 

 

 

 

 

 

 

  
 

 

 

 

 

 

 

 

 祈
禱 

請為身體遭受病痛的親友祈禱 
求天主賜予他們勇敢接受病苦的 
恩寵,並使他們早日獲得治癒: 

士
林
堂 

應德耀夫婦、楊錫琦弟兄、商淑貞姊妹、
康耀文弟兄、譚兆溶弟兄、林高月姊妹、
李謹之姊妹、汪小嵐姊妹、盧德馨姊妹、
韋哲啓夫婦、趙若杰弟兄、倪祚沁姊妹、
王美智姊妹、鍾玲玉姊妹、蘇撫群弟兄、 
吳孟芸姊妹、趙吳玉慶姊妹、王頴弟兄、
謝希忠弟兄 

石
牌
堂 

張軒誠弟兄、張萍影姐妹、黃若瑟弟兄、
張泮漁弟兄、張希良弟兄、陳杭璋弟兄、
張海宇弟兄、葉漢明弟兄、張海燕姐妹、
黃世豪弟兄、劉先怡弟兄、黃西滿姊妹、
張吳維貞姊妹、方莊金葉姊妹、 
汪李美子姊妹 

 趙明玉姐妹、胡迪寰弟兄、趙湘雯姊妹、
謝玉梅姊妹、劉曼玲姊妹、簡月華姊妹、
陳彥伯弟兄、黃士雅弟兄、 
陳石玉坤姊妹 

 鄭玉裁姊妹、邵秋菊姊妹、廖文芳弟兄、 
潘碧玲姊妹、歐屏生弟兄、林子銜姊妹、 
劉玉媛姊妹、黃清良弟兄、陳雙明弟兄、 
江秋妹姊妹、陳黃寶却姊妹 

 

◆各堂區恢復主日及平日彌撒。 
◆恢復團體聚會/課程(如讀經班、
慕道班)，但仍暫停共融餐會和營隊
等，有可能會近距離接觸之活動。 
◇堂區活動仍須嚴格遵守規定： 
1.彌撒限制 80人以內(含所有服

務人員)，請提早由正門依序入座，
不換座位並避免反覆出入教堂。 
2.務必配合防疫規定：實聯制、
量體溫、全程配戴口罩、勤消毒..等。 
3.彌撒座位採「梅花座」，前後座
交叉，確保室內間隔 1.5公尺以上。  
4.排隊行進時請保持距離，預先
做好動線規劃，避免行進路線交叉。  
5.彌撒中傳遞奉獻的方式更改，
為防疫的奉獻方法請照各堂說明。 
6.彌撒禮成，簡短祈禱後隨即離
開教堂，方便志工們清潔聖堂。  
◆不能到場者，請在家參與線上 
彌撒。依據天主教法典 87條-1項及

1248條-2項：在此非常時期，予以
豁免參與彌撒之本份。 

大聖若瑟年「與天主有約」線上祈禱 
每晚 8:00播出:台北總教區Youtube 
頻道 https://reurl.cc/VEZZER 

【彌撒及堂區活動 恢復公告】 

【信仰的歷史長河】講座 
每週三新增一講 (當天放連結在 Line群組) 

頻道：天主教真理電台 Youtube頻道 

◆ 9/11是聖董文學的故事和祈禱，歡迎 
大家來參加，透過聖人轉求向天主祈禱； 
◆ 9/21是為無家可歸者，由聖文生善會
與共融堂區合作的祈禱主題，歡迎加入。 
 

《請持續勤做善功為疫情平弭祈禱》 

蘭
雅
堂  

社
子
堂 

◆ 士林堂 小磐石讀經班 歡迎您 
本期時間：2021年 9/23～2022年 3月 

每週四晚上 19:30～21:30 

地點：士林耶穌君王堂 教友活動中心 

教材：《迦拉達書詮釋》《羅馬書詮釋》 

報名/訂書請在 9/9前致電：2832-4270  
◇保祿所寫的《迦拉達書詮釋》與《羅馬書》，

內容相互映照，共同聚焦在：與天主建立正確

的關係(義德)，是藉著信德，而非出於遵守梅

瑟法律。保祿對此議題發揮的神學深度，在基

督徒自我身分的認同上，作出了深刻的貢獻。 

【兒童、青少年主日學】開學 
◇ 石牌堂兒童主日學 (9/12颱風停課) 
時間：9/26(日)起 上午 10:00-11:00 
請向鄭大瑜老師或蕭卓慧老師報名 
◇ 士林堂兒童主日學 (對象:小一至小五) 

時間：9/26(日)起 上午 10:30-11:30 
請向游秘書或張玉華老師報名 
◇ 青少年主日學 (9/12颱風.停課一次) 
時間：9/26(日)起，上午主日彌撒後 
◇ 每個月第一、三週在士林堂上課 
◇ 每個月第二、四週在石牌堂上課 
對象：國小六年級至國三 
請向林恆良、蕭卓慧老師或游秘書報名 
 
◆聖文生善會公告：因疫情因素，聖文
生善會中秋鳳梨酥義賣，改延至農曆年
前，做新年禮盒義賣。12月底公佈內容和
定價，1/3～1/24期間週末主日義賣。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天主，祢的慈愛是多麼珍貴，願世人都藏身在祢的翼蔭下。 
 讀經一  依五十：5 - 9a 

依撒意亞先知書有四處記述「上主的僕人之歌」，各有它獨特的內容。今
天讀經所選的是第三篇，大意是説，上主的僕人所肩負的使命是來自上主的
托付，他應言天主之所欲言，行天主之所欲行。這個使命是極為艱困的，因
為經常會遭受到反對，甚至受盡各種折磨，可是上主的僕人仍以使命為先，
毫不顧及自身的安危，因為他相信，天主必定會成為他的護衛與保障，上主
會爲他伸寃，所以經文說：「我將我的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我的腮轉給扯
我鬍鬚的人；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遮掩我的面。因為吾主上主會協助我，
因此我不會以為羞恥。」 

不僅是在先知的時代，其實歷代以來，所有傳福音的人，也總是遭受橫
逆的時候居多，但是他們仍然願意把福音傳出去，乃至於不惜犧牲自己的生
命，這也就是致命聖人聖女的由來，他們知道，為了福音和基督的緣故而喪
失生命，必要獲得永恆的生命，主耶穌在真福八端中就明白的説過：「爲義
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10）這也鼓勵了我
們，而且安慰了我們，不要畏懼困難和橫逆，當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 
 讀經二    雅二：14 - 18 

按小雅各伯宗徒的說法，信德若沒有善行來支持，信德是死的，單單有
信德是不能救你的。論者認為，這個主張是否與聖保祿「因信稱義」的神學
見解相反了。保祿說過：「因為我們認為，人的成義，是藉着信德，而不在
於遵守法律」（羅三：28）；又説：「人成義不是由於遵行法律，而只是因着
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迦二：16）。難道兩位宗徒彼此矛盾嗎？ 

按照新約的教導，人不只因信稱義，嘉言善行也是得救的必備良方。洗
者若翰要受洗的猶太人去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倒
（路三：8）；「人點燈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枱上，照耀屋中的人；
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的面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的善行而光榮你們在
天之父」（瑪五：16）；「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要被砍倒，放入火中」（瑪七：
17 - 21 參照）。事實上保祿自己也說過：「到了那一天，他要按照每人的行
為予以報應」（羅二：6）；「黑夜深了，白日已近，所以我們該脫去黑暗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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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羅十三：12），更說：「各人將按自己的勞苦領受自己的賞報」（格前三：
8）。從以上的引證看來，保祿自己是不會自相矛盾的，二位宗徒的主張也不
致於相互不容，因為他們的論述不是在同一個層面上。保祿因信稱義的主張
是指成為基督徒前，不是靠自己的功行，而是靠上主無條件的仁慈，人只要
以信德回應，就可以恢復與天主的和好；小雅各伯宗徒則強調在成為基督信
徒之後，如果沒有善行，徒有信德，仍不能永享天堂的福樂，兩者並不矛盾。 
 福音  谷八：27 - 35 

相處幾近三年之久，門徒們是否完全理解他們的主呢？這些理解的層次
又是如何呢？在朝向耶路撒冷的最後旅程，主耶穌向門徒們提出一個對比性
的問題：「人們說我是誰」，以及「你們說我是誰」。門徒們反應出一般人對
耶穌的看法，但這些看法沒有獲得主的嘉許，表示這些回答都是錯的；主回
過頭向門徒們尋求答案，伯鐸脫口而出：「你是默西亞！」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主要門徒們不可張揚，因為祂不願引起世俗的人對祂產生錯誤的期待。 

同樣的問題在瑪竇福音中有更多的細節，當時耶穌在伯鐸回答之後說：
「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血和肉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
父。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它…」甚至把赦罪的權柄也交給伯鐸 （瑪十六：17 - 19）。
馬爾谷記載得那麼精簡，是因為他有極長的時間追隨伯鐸福傳，他所記述的
福音可以說是伯鐸的講道集，伯鐸心謙，不好意思太把師傅的讚許之辭在講
道中引述，這讓後世的我們讀到這段福音的時候，更可相信耶穌與門徒間的
對話是信實無偽的，福音內容的真實更是無可懷疑。 

主耶穌最後上耶京的行程，途中計有三次向門徒們提到祂將被長老、經
師棄絶殺害，但是第三天祂要復活（見谷九：31，十：32），並且一次比一
次更清楚。十二個門徒其實各有所懷，但不外是推翻羅馬人的統治，恢復以
色列人的光榮，而參與其中的人，難免沒有出將入相的機會，總結的來說，
的確是充滿對現世功名利祿的幻想。當伯鐸聽到主耶穌第一次說要到耶京受
苦受死，這完全違反門徒們的期待，甚至強烈到把主拉到一旁勸誡祂千萬不
可。沒多久前才被稱讚並受建立為教會磐石的伯鐸，主竟斥責他「撒殫，退
到我後面去，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旨意，而是人的意願！」措辭的嚴
厲與祂在退拒魔鬼誘惑時所用的相同。天父的旨意，原是要祂的聖子，成為
人類的代罪羔羊，人的罪才終能得到赦免，天主的大愛，一直要到聖神降臨
以後才被門徒們所明瞭，當那一天到來，伯鐸可以充滿聖神，以大無畏的態
度向天下人講道。 

跟隨天主的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想保全現世生命的，必定失去
生命，但為主以及福音的緣故而失去生命的，必定獲得生命。因為注重現世
生命的人，所追求的是現世的福樂，這當中就存有易與世俗妥協的危險，靈
魂之不能保持不受污染是必然的事；而追求永恆生命的人則看輕世物，樂於
為信仰而奉獻，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肉身所受的苦痛，乃是求取天堂永生
的最佳方法，善用可朽壞的肉身，以換取不可朽壞的榮耀，主的真意即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