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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 禮儀日曆 

2/2 
(二) 

獻耶穌於聖殿 
(奉獻生活者日) 

慶日 

2/5 
(五) 

聖佳德貞女殉道 紀念 

2/6 
(六) 

聖鄭安道及聖保祿‧
三木等殉道 

紀念 

 

 ◆慶日：獻耶穌於聖殿 2/2(週二) 

「聖母獻耶穌於聖殿」慶日，共融堂區慶日

彌撒時間：蘭雅堂在早上 7:00。士林堂及

石牌堂在晚上 7:30，並有祝聖蠟燭禮。 

歡迎教友們踴躍參與。（可帶自家蠟燭來祝聖） 

《獻耶穌於聖殿》 
「聖母獻耶穌於聖殿」是天主教其中一個最

古老的節日，於聖誕節後的第四十日，即二

月二日舉行。按照猶太傳統（肋未紀 12:2-8），

長子出生後，母親需要等待四十天時間的潔

血期，然後往聖殿作奉獻。路加福音記載

（2:22-40），聖母瑪利亞偕同若瑟前往聖殿。 

西默盎和亞納看見嬰孩耶穌時，大受感動。

他們宣示基督是 啟示異邦的光明 為此，

在主要彌撒開始前，可祝福蠟燭及遊行。 

◆宗教與藝術講座系列之一： 

羅馬傑出宗教藝術品 
地點：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 

時間：2/21(日)14:00～15:30 

講者：柯士達神父 Fr.Costa Paolo 

◇名額有限，請於週二至週六致

電共融堂區辦公室 02-28324270

報名）(過年期間 2/10-16休假) 

（細節請參閱講座海報） 

《不用出國也能欣賞世界藝術》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 

2/5為2月第一週五，平日彌撒取消， 

耶穌聖心彌撒及明供聖體時間如下: 

 堂區 耶穌聖心 明供聖體 

士林 19:30 20:00 

石牌 20:00  

蘭雅 19:30 耶穌聖心彌撒 

 

15:00-19:30個人 
19:30-20:00團體 

 

◆農曆新年期間辦公室休假 
春節期間，共融堂區辦公室和士林堂辦公室

休假時間為 2/10(三)至 2/16(二)。 
 

◆2/12(五)大年初一各堂彌撒時間 
士林耶穌君王堂：上午 10：00 

石牌聖體堂：上午 10：00 

社子聖彌額爾天主堂：上午 10：00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上午 10：00 
 

◆2/14(主日)各堂彌撒時間正常 
 

◆平日彌撒暫停 
士林：2/15(一)、2/16(二) 

石牌：2/15(一)、2/16(二) 

蘭雅：2/13(六)、2/15(一)、2/16(二) 
 

◆春節彌撒奉獻 
春節彌撒中奉獻將支持明愛會的慈善工作。 

◆請為冬令營祈禱 
本屆冬令營將在 2/3～2/6舉行， 

請為台灣的疫情得到控制祈禱， 

也為營隊的一切祈禱，福傳順利。 
 

  



  

  

 

 

 

 

 

 

 

 

 

 

 

 

  
 

 

 

  

 

○費神父鼓勵我們各堂區，為了促進彼此

的服務合作，研究各堂區的特色和使命，

也希望各堂區能夠訂出具體的年度計劃 
 

《教友們通力合作，發展堂區福傳！》 
 

藉由 2020【遣使會台北教區牧靈大會】中 

堂區間交流，幫助深化各堂遣使會特色；

也參考大會總結建議，幫助堂區牧靈福傳。 

◇請參考以下重點，表達意願奉獻自己的

能力，以期能對堂區的發展產生實質貢獻。 

(1).請支持青年的聖召和發展！ 

本地的聖召很少，我們在加深遣使會聖召

文化之時要特別照顧堂區內對聖召有嚮往

的青年。堂區活動的時候也要加深和青年

之間的合作，因為教會需要青年的活力。 

(2).了解並彰顯聖文生精神！ 

聖文生是遣使會的會主，推薦在堂區靈修

團體和慕道班安排介紹聖文生；也要關心

窮苦的人，將聖文生精神發揮在生活中。 

(3).訂定計畫，確實執行： 

通過建立良好的系統，堂區需要清楚的願

景、使命，短/長期的目的，以及年度計畫。 

(4).通過服務表現信仰精神：發展團體的

社會服務；如聖文生善會或國際婦女善會。 

(5).重視向外福傳：發展福傳小組，特別

注意不只發展堂區內靈修，要對外福傳！ 

(6).注重彼此合作：除了堂區間合作，也

要向外合作如政府、非營利組織、商業團

體；培訓專門募款人員；堂區合作加深使

命感；舉例：文生大家庭13棟房子運動。 

(7).遵守法律和正義：標準化加強堂區雇

員、建築管理以符合政府規定。 

(8).以天主為中心發展顯靈聖牌聖母敬禮 

【基督主內肢體 合作一起前行】 

 

◆共融早餐暫停 
基於防疫考量，士林堂、石牌堂暫停每週

主日之後的共融早餐，等農曆新年後重新

仔細評估，待安全無虞會再度宣布開放。 

◆主日晚間祈禱團體 
由共融堂區教友發起的祈禱團體， 

透過 Line群組的串聯，讓大家在自

己家裡，於每週固定的時間內，為

寫在群組的所有意向一起祈禱： 

(a.目的：發揮共同祈禱的力量 

(b.邀請對象：共融堂區教友 

(c.時間：每主日晚上 9:00～9:30 

(d.進行方式：(1)在主日晚上 9時

前或後將您的祈禱意向(可以有數

個)傳到此群組；(2)在家裡唸玫瑰

經或慈悲串經；(3)全體共同祈禱 

◇注意事項：參加者傳訊息到群組

內的時間僅限於上述時間內傳送。 

傳到群組的祈禱意向不需重覆。 

在唸玫瑰經或慈悲串經時想到意向 

也可隨時輸入祈禱。 

◇請掃 QRcode加入： 
或由連結加入： 

https://line.me/R/ti/g/XuVbrNqK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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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吳玉慶姊妹、 
王頴弟兄、蘇撫群弟兄、吳孟芸姊妹、 

石
牌
堂 

包鴻綏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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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怡弟兄、 
張吳維貞姊妹、黃西滿姊妹、 
方莊金葉姊妹、張海燕姐妹、 
曲謝福妹姊妹、黃世豪弟兄 

蘭
雅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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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家彰弟兄、簡月華姊妹、陳彥伯 
弟兄、陳石玉坤姊妹 

 

 



 

 
 
 
 
 
 

 

常年期第四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你們今天要聽從祂的聲音，不要像在默黎巴那樣心硬。 
 
 讀經一  申十八：15 - 20 

梅瑟說：「上主，我們的天主，要從你們的弟兄中，給你們興起一位

像我一樣的先知，你們應聽從他。」伯鐸在聖神降臨的那一天，引述這句

話給在場的幾千人聽，他直認這位以色列人等待的先知就是耶穌基督，祂

是救世主‧默西亞。這句話也被教會第一位致命聖人斯德旺在臨死前的辯

護辭所引用。（宗三：22 - 27，七：37）；後來洗者若翰為人施洗，引起

當權者派人前往調查時曾被問及：「你是那位先知嗎？」所指的「那位先

知」就是梅瑟提到將要來到的那一位。 

梅瑟以後，在選民的歷史中，一直到耶穌基督的來臨，從未出現過

天主許下要興起的「第二個梅瑟」。依梅瑟在曠野中所為：領導人民出離

為奴之地、擊石出水、天降瑪納、頒佈十誡。耶穌基督則以五餅二魚餵飽

五千人，更以自己的體血養育天主的子民，頒佈愛的新誡命、以自己為除

罪的羔羊、死而復活、引人歸向天鄉。耶穌基督豈止是人所等待的大先知，

祂更是居住於人間的天主。今天的讀經值得我們反覆思索，以體會天主的

大愛。 

 

 讀經二  格前七：32 - 35 

教宗方濟各欽定今年為獻身生活年，是為特別重視那些奉獻一生的

歲月和生命，謹守愛天主愛人的訓勉，參與具有特定神恩的修會團體的會

士們，以及在各教區謹守本份的聖職人員，這當中也包含了雖未加入修會，

但在世俗生活中，一生不嫁不娶，以服事天主為一生志業的人們，他們需

要安慰、鼓勵和嘉勉。 

聖保祿宗徒對於度奉獻生活的人至為推許，然而他也指出，這種決

志不是人人能達到的。我們知道天主設立婚姻聖事，為使人類繁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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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創造的化工，當然也是一種聖召，人如能度聖善的家庭生活，在世俗

中，也可以成聖成賢。聖保祿只是在鼓勵人最好能度奉獻的生活，因為可

以一心一意事奉天主。但是沒有這種決心的人，則不必勉強嚐試，以免徒

增困擾，所謂：「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並不是要設下圈套陷害你

們，而是要你們作合宜的事」，其意在此。 

 

 福音  谷一：21 - 28 

葛法翁是一座大城，商賈雲集，那裡有安德肋和西滿伯鐸兩兄弟的

家。這座城曾經是耶穌宣道初期經常往來的地方，葛法翁有時也被稱為耶

穌的城。 

猶太人的會堂，最早出現在充軍巴比倫的時代，後來也並不十分的

普遍，一直要到晚近於耶穌的時期，才廣為設置。大凡有猶太人生活的地

方，只要有十戶以上的人家就會有一個會堂，至少也會有一個類似的祈禱

所。會堂的功能在讀經、宣講和祈禱，也是收集物資幫助窮人的場所，因

此須要有一個管理會堂的人，他就被稱為會堂長，耶穌就曾經復活過會堂

長雅伊洛的女兒。會堂長要為安息日安排適當的人來講解讀經的內容（當

時所讀的經文是梅瑟五書和先知書）。救恩來自以色列，以民有資格先聽

到福音，所以耶穌早期經常在會堂講道，訓誨人民。 

那一天，耶穌和門徒在安息日進了葛法翁會堂，人們驚訝於耶穌的

訓導是那麼樣的具有權威。一般在會堂講道的人，多半是經師們，他們的

主要工作在於解釋妥拉（Torah），也就是梅瑟五書所頒佈的法律，以及其

後發展出來的生活準則，經師們為解釋這些法規，經常大量引述別人的見

解作為依據，但是耶穌的講道並不引述別人的話來作為宣講的內容，相反

的，在福音書中，祂常以「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來教導人；我們也常看

到：「你們一向聽說過…，我却對你們說…。」（瑪五、六）等類似的記載，

顯然耶穌的權威來自祂是天主，祂是法律和道德的本源，祂的教訓帶著經

師們所無的權威，乃是理所當然的。 

  在聖馬爾谷福音中，我們看到耶穌曾多次治癒附魔的人。魔鬼的存在，

不論古今，都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它們被通稱為不潔的精神體。歷來有過

許多驅魔的人，他們仗恃法器並念誦一些符咒，甚至藉著魔鬼的能力來驅

魔，耶穌也曾被這種說法誣衊過。然則耶穌驅魔既不需要法器，也不依賴

符咒，祂命邪魔「不要作聲！從他身上出去吧！」天主口中的言語帶有無

限的威能，不言而諭。於此同時，雖然邪魔喊說：「我知道祢是誰，你是

天主的聖者！」主却命令邪魔閉嘴，魔鬼此時雖然不能完全知道耶穌的真

身份，但也知道祂是位非凡的人，耶穌斥責魔鬼不許它亂嚷，就是不願意

以撒謊的魔鬼做為自己的見證者。（參思高聖經谷一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