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2021/0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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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警戒，仍維持二級防疫。 
教區公告之彌撒及活動規定如下： 

1.各堂區恢復主日及平日彌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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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人以內(含所有服
務人員)(8/24起放寬至 80人)先來
後到，請提早依序由正門進場以利
計數，並依志工導引入座，不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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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招生《去傳愛！帶人來！》 

♁因著信靠天主，我們時時都有無窮希望 

和力量，心裡也常有平安，真是無比幸福！ 

讓我們把天主的平安分享出去吧！ 

常年期 禮儀日曆 

8/24(二) 聖祿茂宗徒 慶日 

8/27(五) 聖曼妮(莫尼加) 紀念 

8/28(六) 聖思定主教聖師 紀念 

 
【彌撒及堂區活動 恢復公告】 

◆ 信仰的歷史長河 正式開播！ 
由廖修三弟兄主講，邀請真理電台錄製的
信仰講座，8/18起在網路上正式開播！ 
將在每週三新增一講，和您在線上見面！ 
頻道：天主教真理電台 Youtube頻道 
(當天會放連結在 Line群組，敬請期待！) 

【群組發布「共融堂區慕道班宣傳影片」，
僅作慕道班邀請之用，請您只發給您身邊
受您邀請來參加共融堂區慕道班的對象。】 

♁為慕道班祈禱，求主保佑我們身為教友

的福傳工作，在聖神帶領之下努力傳愛， 

成為漁人的漁夫，來擴展主內的大家庭。 

 

◆慕道班報名：2832-4270或洽共融堂信箱 

◆福傳志工培訓實務課程 
時間：8/28(六) 10:00-12:00 
地點：士林耶穌君王堂 董文學中心 
難得的實務學習課程！培養大家 
實際福傳的能力！歡迎所有 
共融堂區的教友們都來參加， 
一起學習，讓我們福傳走出去！ 
（直接來即可，不需要報名） 

《請持續勤做善功為疫情平弭祈禱》 

 

【福傳音樂晚會 泰澤祈禱】 
時間：9/10(五)19:30 地點：士林堂廣場 

這是一場很重要的祈禱，是今年度慕道班

的開始，請您帶朋友來！也歡迎您前來，

認識並陪伴我們新加入的慕道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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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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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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月華姊妹、
陳彥伯弟兄、黃士雅弟兄、 
陳石玉坤姊妹 

社
子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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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黃寶却姊妹 

 

大聖若瑟年「與天主有約」 

台北總教區線上祈禱 
七月起直到九月底 每晚 8:00 
播出:台北總教區Youtube頻道

https://reurl.cc/VEZZER 

◆小磐石線上課程 招生中 
課程：小磐石新約整體(師資班） 

神師：胡國楨神父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師) 

九月中開課，週六下午三至五點 

直播軟體：ZOOM 

費用：1000元或是自由奉獻 

郵政儲金局號：2441376 

帳號：0095832 戶名：胡國禎 

聯絡人：張姊妹 0921-435658 

Line ID：0921435657 

《想深入了解聖經，服務堂區、 

帶領讀經班的弟兄姊妹們， 

歡迎您踴躍報名参加！》 

【共融堂區 主日彌撒時間】 
士林耶穌君王堂：週六 19:00；週日 09:00 

社子聖彌額爾堂：週六 19:30；週日 09:00 

石牌聖體堂：週日 08:30；週日 19:30 

蘭雅顯靈聖牌聖母朝聖地：週日 10:00 

感謝天主，堂區彌撒和活動恢復了， 

讓我們持續為大家的平安健康祈禱。 

能夠回到教堂，一起彌撒，讀經共融，在

現在的世界疫情之下，是天主恩賜的莫大

幸福；眼前還有很多福傳任務和活動等著

我們，讓我們彼此祈禱，靈修成長，互相

扶持，為光榮天主，努力去做漁人的漁夫！ 

《共融堂區 讀經班》 
士林堂：(一)19:30-21:00聖經讀經班 

(四)19:30-21:00青年讀經班 

(四)19:30-21:30小磐石讀經班 

石牌堂：(一)09:00-10:00長青讀經班 

(一)18:30-20:00聖經讀經班 

(二)19:30-21:00聖經讀經班 

蘭雅堂：(一)20:30聖經總覽分享班 

(二)10:00-11:30聖經讀經班 

社子堂：(主日)彌撒後，福音讀經班 

10:30-12:00(除了每月第三週主日) 

求信仰的恩寵祈禱文 
 

~為慕道者祈禱~ 
 

主耶穌基督，祢在升天前曾囑咐 
宗徒們往普天下去傳揚福音，使未 
認識祢的人都能找到祢、皈依祢。 
求祢光照那些正在尋找真道的慕

道者，引領他們藉福音的宣講，和 
信仰團體的見證，明認祢是唯一的 
天主，是人類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賜他們向慕祢，跟隨祢，成為祢的 
門徒，得享天主子女的生命。阿們。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天主，求祢使我們信眾團結一致，愛慕祢的誡律，期待祢的恩許。 
 讀經一  蘇二十四：1 - 2a，15 - 17， 18b 

若蘇厄憑藉天主的威能，完成梅瑟終其一生所不能達成的任務，佔領那

塊應許之地，裂土分封，使十二支派各安其所。他的軍略和統治的能力，不

但以色列人，就連外邦諸王，無不懾服。年輕時追隨梅瑟，成為他最得力的

助手，梅瑟的遺志一一由若蘇厄加以實踐，只是年齡漸老，面對天主交賬的

日子也就一天天到來。這時最掛心的，就是在他離世之後，以色列人仍願一

心信奉唯一的天主嗎？於是在舍根召集各支派開會，一方面有交待遺言的意

思，如梅瑟在申命紀所為的一樣；一方面要以色列各支派清楚表態，是選擇

事奉上主呢？還是其他的神？ 

若蘇厄不在約櫃的所在地史羅，而選在舍根召開大會，因為舍根是亞巴

郎等先祖居住過的土地，頗有飲水思源，喚醒回憶的味道。民眾的回答雖然

符合若蘇厄的心意，可在救恩的歴史上，這個民族還是多次悖離天主事奉邪

神，但是天主慈悲，不棄不離，一再的遣發先知，勸回以色列子民。 

 讀經二  弗五：21- 32 

聖保祿在這裡談到他對婚姻、夫婦之道的看法，在進入說明之前，先來

看看當時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如何？ 

＊猶太世界 

申命紀第二十四章 1節：「如果一人娶了妻…在她身上發現有什麼難堪的事，

因而不喜悅她，便給她寫了休書，交在她手中，叫她離開他的家。」所以丈

夫可以任何藉口休自己的妻子，婦女對婚姻充滿不信任感，因為毫無保障。 

＊希臘世界 

妻子的作用，在希臘人的思想中，就是整理家庭、傳宗接代、照顧小孩，至

於結過婚的男人，可以對太太不忠誠，他有太多可以玩樂冶遊的場合，廟妓

充斥就是最好的證明，婚姻只是女人的枷鎖罷了。 

＊羅馬世界 

保祿時代，羅馬人的家庭極為脆弱，女人和男人都一樣，可以隨意離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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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換婚姻伴侶，皇帝常因一時起意，命有姿色的婦女離婚而後加以佔有（奧

古斯都命利維亞離婚即為一例），上行下效，乃至於夫不成夫，妻不成妻。 

＊保祿的觀點 

寫格林多前書時，他認為人以不結婚的為好，因為可以不必討對方的歡心，

而可一心一意討天主的歡心，婚姻之所以不必要，是因為基督很快就會再臨。

時隔多年，寫厄弗所書時，知道基督或者不會很快的再臨，人還是得過日常

生活，這時，他把婚姻生活提到一個極高的層次，丈夫固然是妻子的頭，妻

子應服從丈夫，但丈夫要以基督愛教會的情懷去愛妻子。那是怎樣的一種愛

呢？教會有基督的聖神，婚姻也應該是聖潔的；基督可以為教會犧牲，丈夫

對妻子也是一樣，必要時還要捐棄生命為妻子，就如基督為教會捨命一樣。

今天教會不但祝聖婚姻，更以一切方法協助夫妻維持、堅強家庭的生活。 

 福音  若六：60 - 69 

當聽眾反應說：「這話生硬，誰能聽得下去呢？」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

們完全站在人的感官所能理解的限度，認為耶穌是個人，祂的血肉既不能成

為人的真正食糧，也不能證明祂是從天上降下，何況祂的父母都是大家熟識

的，耶穌也是如此，人們不能接受耶穌是自天而降的食糧。耶穌這才回答：

「這話使你們起反感嗎？如果你們將來看見人子昇到原來所在的地方去，又

將怎樣呢？使人生活的是聖神，肉體一無所用；我對你們所說的話是聖神所

給的，也是生命！」主的話透露著真理：人子從天而降，將來必要回到祂原

來的地方，在父的右邊受享光榮；人的不信，是憑藉著人的限度而做出判斷，

除非經過生命之神－聖神的幫助，否則不但不相信耶穌，更不相信耶穌的話

能帶來生命。主做了一個結論：「除非蒙父恩賜的，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

還是那一句話：獲得信仰是人能配合聖神的引導而得到恩寵，因此，是祂先

選擇了我們，而不是我們選擇了祂。 

原先有許多人跟隨耶穌的，因著這次的談話而離開了耶穌，剩下來的人，

包含十二個宗徒在內，為數不多。耶穌沒有為了討好群眾而輭化祂的說法，

更沒有為想留住離開的人而多作解釋，祂原本就是從天而降的生命之糧，不

因人的不信而攺變這個事實。今天我們能够相信，則是我們已知道耶穌是神，

是天主，天主親自告訴我們的一切，我們沒有理由否定，因為在祂內毫無欺

詐，縱然這些話不能以人的限度加以理解，但神的話就是真理，就是生命。 

曾經，在裴理伯的凱撒利亞境內，耶穌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伯鐸

代表十二個門徒回答：「祢就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瑪十六：13），這

回耶穌問十二個門徒是否也要離祂而去時，也是由伯鐸代表大家回答：「主

啊！惟獨祢有永生的話，我們還能投奔誰呢？我們相信，而且知道祢是從天

主那裏來的聖者。」（聖者可解釋為默西亞），他們把前程賭在耶穌的身上，

回答得既沈重又無奈。然而耶穌知道每一個人的心，十二人中，將有人要出

賣祂，有人要否認祂，有人要四散逃離。祂，勇敢地面向耶路撒冷前行，迎

接那即將來到的苦難和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