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2021/06/20（乙年） 

共融堂信箱：koinoniaparis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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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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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線上彌撒】 
 
 

 

https://youtube.com/user/CMChineseProvince 
(歡迎訂閱修會頻道並開啟小鈴鐺通知功能) 

06/20(日) 

早上9：00 

主禮：費克強神父 

講道：潘家駿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06/21 
(一) 

聖磊思(類思‧ 
公撒格)修士 

紀念 

06/24 
(四) 

聖若翰洗者誕辰 節日 

 

06/26 
(六) 

真福瑪利亞‧瑪德蓮‧ 
芳丹 及 其同伴 
(貞女和殉道者) 

紀念 

 ◆《聖若翰洗者誕辰》6/24 
 

慶死不慶生，是聖教會慶祝聖人聖女的禮儀

原則。因他們塵世生活結束，正是他們誕生於天

之日，值得慶祝。天國諸聖中，聖教會慶祝誕生

者有二：一是聖母，一是聖若翰洗者。聖母是始

胎無染原罪的。聖若翰雖未能逃避原罪，但他在

胎中時，聖母探訪聖婦依撒伯爾(若翰的母親)

時，聖子耶穌就赦免他的原罪；所以他在誕生

時，靈魂純潔，已是無罪的聖者。今天所慶祝的

瞻禮，便是依據這個意義。 

教會在 6/24 慶祝洗者若翰的誕辰，紀念他是

耶穌基督的前驅。東方教會更是看重洗者若翰

的角色，在聖堂中區隔聖所的聖像畫屏上，常是

基督聖像居中，聖母和洗者若翰分立兩側，面對

著基督，做祈禱狀，也把人引到基督面前來。 

教宗方濟各在去年 2020/6/24例行的公開接

見活動中提及當天的禮儀瞻禮。他在問候時說：

「今天是聖若翰洗者誕辰節。讓我們效法這位

耶穌的先驅，好能勇敢地見證福音，超越各自的

差異，維繫和諧與友誼。和諧與友誼奠定了各種

信仰宣講的可靠性。」教宗也指出，聖若翰與達

味王都懂得吸引子民把目光轉向天主。教宗祈

願他們兩位的典範能成為信友的勇氣泉源，協

助我們「在祈禱中尋求天主」，進而使我們的榜

樣有助於天主親近人類，以及人類轉向天主。 
 

節錄來源：《聖人傳記》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台北教友生活周刊、梵蒂岡新聞網 

◆自我靈修、互相關懷 影片分享 
◇潘家駿神父和大家分享 
如何自己閱讀和默想聖經： 
https://youtu.be/_LomAcISRlg 

◇心靈訪談－柳學文神父與張孟真老師 
https://youtu.be/TKLWT5hJMQs 

 
本月請多念耶穌聖心禱文， 

彼此祈禱，祝您平安！ 

耶穌聖心月 

下主日預告：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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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彰弟兄、簡月華姊妹、 

陳彥伯弟兄、黃士雅弟兄、陳石玉坤姊妹 

 

◆【共融堂區 防疫公告】◆ 

因新冠疫情進入第三級警戒： 
1.所有彌撒、活動，都暫時停止。 
2.教堂暫時不對外開放。 
3.如有緊急牧靈事項，如病人傅
油、和好聖事，請聯繫神父安排。 
共融堂辦公室：(02)28324270 
朝聖地辦公室：(02)28321337 
讓我們祈禱疫情早日得到控制，這
段時間可多在家裡讀經祈禱，參與
線上彌撒，加強家庭靈修，並透過教
友群組等方式互相支持，讓我們一
起渡過這段非常時期。【神父鼓勵
多念慈悲串經，來為疫情祈禱。】 

【奉獻特別公告】 
在彌撒和活動都暫停的時刻，感謝 
教友仍來詢問如何奉獻支持教會。 
以下奉獻管道，提供給教友們： 

 

神父每天一樣會在會院內做彌撒，如果您

有求彌撒的需要，可聯繫神父。神父會將 

教友們的祈禱意象，帶到每天的彌撒中。 

● 士林堂自養金： 

玉山銀行士林分行(代碼:808) 
帳號:0657-940-003269 
户名: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 

 

● 石牌堂自養金： 

台新銀行石牌分行(代碼:812) 
帳號:2086-01-0000186-1 
户名: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 

 

● 蘭雅堂自養金： 
永豐銀行蘭雅分行(代碼:807) 
帳號:157-018-0003340-1 
户名:王承前 

 

【共融堂區主日彌撒中奉獻】 
○陽信銀行營業部(代碼:108) 
帳號:00101-051382-7 
戶名:柳學文 

 
◎奉獻請註明存款人姓名 
存款方式：1.ATM轉帳 2.匯款 

3.到指定銀行無摺存款 
自養金依各堂年度計劃入帳；共融
堂原彌撒奉獻入帳可洽柳神父查詢 

為受新冠肺炎疫情折磨的人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祢是人類軟弱時的唯一 

靠山。求祢仁慈垂顧祢子女的痛苦處境; 

他們正因今次疫症而受磨難。求祢紓緩 

病者的痛苦，賜力量給醫護人員，並接納 

亡者，賜給他們祢的安息。求祢在這災難 

時期，賜祢的子女，因祢的慈悲，而獲得 

安慰。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蘭
雅
堂 

教宗方濟各「神領聖體」祈禱詞： 
「吾主耶穌，我俯伏在祢腳前，向祢獻上

我痛悔之心和懺悔的精神。我的心陷入虛

無的深淵，卻又沉浸於祢聖善的親臨。在

祢愛情的聖事裡，我朝拜祢；將我這如同

簡陋居所的心，全獻給祢，我渴望領受

祢。在等待領受共融聖事的福樂之際，我

願在精神上擁有祢。吾主耶穌，求祢來到

我內，我也進入祢內。願祢的愛情能燃燒

我的整個生命，無論生死。主耶穌，我相

信祢，我盼望祢，我愛祢。阿們。」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他們在患難中，呼求上主，上主即刻救他們脫離困苦，使風暴平息，使怒濤停止。 

 
 讀經一    約伯傳三八：1，8 - 11  

約伯傳是一部非常優美的文學作品，通篇以詩的語言和節奏來完
成，在世界文學上，有它的重要地位，於舊約中則被列為智慧文集的
一部份。約伯傳的主要內容在討論「好人為什麼會遭遇不幸?」不是惡
有惡報，善有善報嗎？盟約的法律不是也說過：守法的人在今世必獲
得賞報，違法的人必受到懲罰嗎？怎麼我們常看到好人不長命，禍害
遺千年呢？ 

約伯是個賢者，心地善良，沒有犯過什麼大罪，他不但富甲一方，
而且子女眾多。但是在極短的時間內，他不但家破人亡，甚至全身長
滿了惡瘡。世間最大的悲劇大概不會超過他所遭受的了。這個時候的
約伯却還是心向著天主，一心寄望於仁慈公義的天主來救援他。當然，
故事的結局是圓滿的，約伯不但盡復原有的一切，天主還更加倍的賞
賜他。 

然而，約伯傳對所提出的問題：「善人為什麼會受苦」並沒有一個
明確而圓滿的答案。故事中，透過三個友人與約伯反覆辯論這個主題，
有的說，人之所以受苦是因為犯了罪的緣故。約伯不同意這個看法，
因為他認為自己是無罪的；友人又說，人之所以受苦是天主要鍛錬祂
所愛的人，使之成器。但是天主何以必須如此，書中也沒有提出一個
確切的說明。最後天主在旋風中現身說法，要人承認天主是唯一的造
物主，對天主的心意，不可妄自惴度，更不要仗恃自己的一點聰明來
評斷天主，因為天主的全能和無窮的上智，不是人的有限智慧能够理
解的。今天讀經的選材就是本書最後的一部份，天主責問人類關於宇
宙時空創造的奧祕，豈是人能理解的？因此人應該謙虛為懷，全心把
自己托付給全能的天主，讓天主安排一切。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2021/06/20（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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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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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二  格後五：14 - 17 
當主耶穌以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福音的傳掦時，人們說祂是個

瘋子，這是人曾經以人的眼光和立場去判斷主耶穌（谷三：21，若十：
20）。同樣的情形，當聖保祿為傳揚福音，幾至廢寢忘食，不論水裡、
火裡，都義無反顧的時候，人們也說保祿瘋了，保祿却一點也不以為
意，其所以如此，因為他說是基督的愛催迫著他。 

保祿說：一個人替眾人死了，眾人就都死了，何以如此呢？因為
基督是信友的頭，頭死了，身體（信友）當然也死了；又因為基督一
個人的復活也使眾人都活了，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屬於自己，而是
屬於基督的了，「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那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
生活！」保祿更引申地說：「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造的人，舊
的已經過去，看哪，一切都成了新的。」就是說，基督以祂的聖死與
復活，使人類得到全新的創造。 

 
 福音  谷四：35 – 41 

加里肋亞海的地勢很低，周圍有許多高山，夜裡天氣一冷，冷空
氣重，就會從山谷急降水面，水面因風生浪，夜間行船，常會碰到這
種情形，這是極為自然的現象。 

主耶穌與門徒在夜間坐船橫渡加里肋亞海，雖說是海，其實是個
內陸湖，門徒與耶穌當天晚上就這樣在水面碰到風浪。門徒們中有一
些是漁夫，對風浪原是見慣了的，然而那晚的風浪很使他們懼怕，可
見風浪真的不小。 

門徒們覺得生命遭受到威脅，叫醒安睡的耶穌：「老師！我們要淹
死了，祢不管嗎？」雖然相識未久，但是他們知道老師不是平凡人，
祂有能力保護他們的生命。事實也是如此，主耶穌斥責了風浪，突然
間就風平浪靜，這就是超自然了。這時候的主說：「你們為什麼這樣膽
怯？怎麼還沒有信德呢？」。請看，主向門徒們要求信德。 
聖奧斯定在他的講道集曾經說過，做為一個基督信友，他的生活也像
一艘小船夜行於海上，在昏暗無光中，什麼時候都有可能面對浮沙、
暗礁、風、浪、海盜、船破等等危險。不是嗎？那些世俗的誘惑、人
性的貪念、壞朋友的唆弄，再加上魔鬼無時無刻的窺探，使信友常常
身處各種有名與無名的危險中。然而，要脫免這些明的暗的危險，只
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一心投靠主，把我們的心放在主的身上，我們就
能安然度過。我們的主，是良善心謙的，從不會拒絶我們的呼求。重
要的是，我們真的有信德嗎？相信祂能真的解除我們的煩憂嗎？今天
的福音，主耶穌向門徒們要求信德，祂也對我們每一個人同樣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