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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 禮儀日曆 

12/14 十字聖若望司鐸聖師 紀念 

婚配彌撒 

石牌 
堂 

12/26(六) 
下午 2:00 

于惟任弟兄 

盧怡安姐妹 

士林
堂 

01/02(六) 
下午 2:00 

應繼賢弟兄 

邱凱琳姐妹 

殯葬彌撒(當日 7:00彌撒取消) 

士林
堂 

12/15(二) 
上午 9:00 

賴琴嬌姐妹 

 

 

◆【展望基督再來 預備救主降生】 
（將臨期第二階段 12/17～12/24） 

（鼓勵教友們在這七天，每天都參與彌撒！） 

將臨期的第二階段，是預備慶祝「救主降生」

的紀念。這紀念在此時此地藉聖言和聖事，

重新體驗基督降生救贖我們的事實；也就是

救恩事件透過禮儀「重演」在我們身上。 

【和好聖事.預備自己.迎主降生】 

敬請安排辦理和好聖事，喜迎耶穌降生。 

歡迎教友隨時到教堂找神父辦告解， 

主日彌撒前的和好聖事參考時間： 

12/19、12/20：主日彌撒前半個小時 

（士林堂、石牌堂、社子堂） 

12/24：子夜彌撒前一個小時 
（蘭雅堂、士林堂、石牌堂、社子堂） 

 

◆蘭雅堂彌撒時間調整 
讓教友更好參與彌撒，準備迎接聖誕節， 

12/17-12/23平日彌撒改到晚上7：30， 

12/24平日彌撒在早上7：00。 
 

♁願聖家的平安與大家同在♁ 
聖誕節的腳步已近，請教友們在家中 

佈置小馬槽，預備喜迎耶穌誕生! 

 

喜樂主日 
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

應當喜樂！因為主已經來近了！（斐四 4-5） 

◆青年彌撒（每月第三主日晚上） 

地點：石牌堂 時間：12/20(日)19:30 

歡迎參加由葡萄小組服事音樂的青年彌撒， 

一同祈禱，同聲高歌，讚美上主！ 

 

◆「愛的宣報．喜迎聖誕」 

《共融堂區聯合報佳音》 
時間：12/19(六)下午2:00-5:00 

地點：士林天主堂前廣場舞台 

【期待您蒞臨現場，協助分送卡

片、傳遞祝福，喜迎主耶穌聖誕！】 

今年是需要更多關懷與愛的一年， 
更是我們活出信仰分享愛的時刻。 
這些以生命之愛投入的演出與分享， 
邀請您來欣賞鼓勵，將愛化為力量，
向周邊近人宣報主耶穌的再臨！ 
◇充滿愛的團體帶來精彩的節目： 
◎慢飛天使草山甘仔打擊樂團 
◎福音分享迎聖誕 
◎聖文生樂活工坊天籟落地合唱團 

◎聖安娜之家德蘭家園 
◎幻術師赤腳大仙 
◎聖文生善會大宛烏克麗麗班 
◎共融堂區青年團 
現場也有摸彩活動，最大獎捷安特
腳踏車、還有其他豐富的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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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四) 聖誕節前夕 

20:00 士林堂 聖誕節子夜彌撒 

20:00 石牌堂 聖誕節子夜彌撒 

20:00 蘭雅堂 聖誕節子夜彌撒 

20:00 社子堂 聖誕節子夜彌撒 

12/25 (五) 聖誕節 

07:00 士林堂 聖誕節黎明彌撒 

19:30 士林堂 聖誕節天明彌撒 

07:00 石牌堂 聖誕節黎明彌撒 

19:30 石牌堂 聖誕節天明彌撒 
10:00 蘭雅堂 聖誕節天明彌撒 

09:00 社子堂 聖誕節天明彌撒 
 

《2020聖誕節彌撒時間》 

◆共融堂區聖誕節報佳音 
士林堂：12/20(日)下午 2:00-2:30 

在士林堂門口報佳音！ 
石牌堂：12/24(四)18:00保祿廳練歌， 

18:20遊行至石牌捷運站報佳音！ 
蘭雅堂：12/24(四)報佳音&子夜彌撒， 

20:00隨同神父輔祭，聖家遊行， 
社區報佳音！之後回到教堂彌撒。 

 

◆安寧善終祝禱團成立 20 年感恩慶 

天主教安寧善終祝禱團，以共融堂區為發

展基礎，二十年來已為近六百位臨終者祈

祝永生，並安慰家屬。感謝依靠主的恩寵，

我們才能走到今天的有口皆碑！ 

謹訂於 12/13早上石牌堂主日彌撒後， 

10:00在保祿廳舉辦安寧祝禱團成立 20年

感恩慶，並向外招募新團員。特邀魏神父

分享永生議題，以及團員祝禱感想，歡迎

兄姐們蒞臨，並酌備午餐共融。 
 

◆12月共融堂青年團活動 
活動地點：士林耶穌君王堂 
12/12 青年避靜 14:00-18:30 

12/19 士林志工協助 14:00-17:00 

12/24 聖誕報佳音 18:30-19:30 

12/26 聖誕派對 14:00-21:30 

(包水餃 & 交換禮物)歡迎加入！ 

♁天主在天受光榮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友愛團聖誕聚會 12/19在士林堂舉辦，感謝
共融堂區教友們的祈禱和愛心，祝福將臨期
大家平安喜樂，充滿希望地期待耶穌降生！ 

◆主曆2021年 禮儀年曆海報 
『天主教禮儀年曆』海報(乙年)領取期限
到12/20，敬請把握。（一個家庭限拿一張） 

◆主曆2021年 文生家庭月曆 
明年的『文生家庭月曆』已送達堂區，交
由各堂傳協會安排，敬請教友們洽詢索取。 

 



 

 
 
 
 
 
 

 

將臨期第三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你們應在主內常常歡樂，我再說一次，你們應當歡樂，因為主已臨近了。 
（斐四：4 - 5） 
 
 讀經一  依六十一：1 - 2b，10 - 11 

依撒意亞先知書有四個地方記述「上主的僕人之歌」，今天選讀的六十一章 1 - 
11 節其實也可以歸類在詠「上主的僕人」，它的內容不但相通，而且文字也近似。這
些詩歌的內容，按照歷代的傳統以及教會聖師們的詮釋，認為都是在預先描述默西
亞，因為耶穌基督的生平，恰與依撒意亞所描寫的「上主的僕人」完全符合，瑪竇
福音就常以耶穌的言行連結到先知書，直接對他的讀者說：「經上的記載，如今應驗
了」。 

有一天，主在安息日進了納匝肋的會堂，站起來要誦讀，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
書遞給祂，「祂遂展開書卷，找到了一處，上邊寫說：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
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
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祂對會堂內的人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
聖經，今天應驗了」（路四 17 - 21）。主親自告訴我們：祂的確是先知所說的這位上
主的僕人，就是人們長久以來所期盼的默西亞。上主將透過默西亞使萬民得救，上
主是信實的，既許必踐。 

 
 讀經二  得前五：16 - 24 

這個主日稱為喜樂主日不是沒有原因的，時間加快了腳步，主的聖誕即將來臨，
我們的心既雀躍，又充滿期待。救主降誕，我們能不快樂嗎？ 

然而，我們有什麼樣的確信，認為在救主降誕的慶節我們是快樂的呢？借著聖
保祿對得撒洛尼教友們的勸諭，我們就有理由常常歡樂。他說：「不要熄滅聖神，不
要輕視先知的話；但要考驗一切，要保持那美善的，要遠避一切邪惡。」簡單的說，
就是棄惡趨善。然而我們是那麼的輭弱和有限，往往考驗一來，我們就棄甲曳兵，
一敗塗地。怎麼辦呢？聖保祿說：「不要熄滅聖神！」當我們領受聖洗之後，聖神已
經以我們身體做為祂的宮殿了，信德有如一棵樹，要不斷的灌溉照料才能成長，為
使聖神常駐心中，我們要「不斷祈禱，事事感謝」，賜平安的天主，將會親自在各方
面聖化我們，我們將以潔淨的身心靈迎接救主的聖誕，我們的平安喜樂是可以確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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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福音  若一：6 - 8，19 - 28 
若望福音第一章的內容既豐富又神秘，二千年來，多少神師、專家、學者努力

地對它發掘、研究，仍然無法盡得其奧義，縱然再過二千年，相信情況也會是如此。
我們今天以“見證”為主軸，來略談聖若望在福音裡給我們揭露的些微光芒，從而
結論出，取了人性的聖言，行道的前七天，可以稱為“再創造”，這也就是聖若望
以「在起初」三個字作為福音的開始，遙相呼應舊約創世紀起首的三個字。 

第一天 
見證者：洗者若翰（第一章 19 – 20 節） 對象：司祭和肋未人 
若翰自稱「我不是默西亞，也不是厄里亞，也不是那位先知（意指梅瑟在申命

紀十八章 15 節、18 節所指的大先知）我是在曠野裏呼喊者的聲音：修直上主的道路
罷！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我以水施洗，你們中間站著一位，是你們所不認
識的；祂在我以後來，我却當不起解祂的鞋帶。」 

第二天 
見證者：洗者若翰 對象：若翰的門徒及群眾（29 – 34 節） 
耶穌向若翰走來，若翰說：「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這位就是我論祂曾

說過：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原先我而有，連我也不曾認識
祂，但為使祂顯示於以色列，為此，我來以水施洗。」「我看見聖神彷彿鴿子從天降
下，停在祂身上。…那派遣我來以水施洗的，給我說，你看見聖神降下，停在誰身
上，誰就是那要以聖神施洗的人。我看見了，我便作證：祂就是天主子。」 

第三天、第四天 
見證者：洗者若翰 對象：若翰的二位門徒（35 - 39節） 
若翰和他的兩個門徒，又在那裡站著，便注視祂說：「看，天主的羔羊！」兩位

門徒就跟隨了耶穌，耶穌便問：「你們找什麼？」他們說：「辣比！你住在那裏？」
祂回答：「你們來看看罷！」他們去了祂的地方，住下了。那時，大約是下午四時，
到第二日是兩天。 

第五天 
見證者：安德肋 對象：西滿（40 – 42節） 
那二位門徒之一就是西滿的哥哥安德肋，他找到弟弟西滿，介紹耶穌給弟弟：「我

們找到了默西亞！」耶穌為西滿改名字:「若望的兒子西滿，你要叫『刻法』（意思
是伯多祿-磐石）」 

第六天 
見證者：斐里伯 對象：納塔乃耳（43 - 51節） 
耶穌在加里肋亞新收的門徒斐里伯遇到納塔乃耳向他說：「梅瑟在法律上記載，

和先知們所預報的，我們找著了，就是若瑟的兒子，出身於納匝肋的耶穌。」納塔
乃耳有所懷疑，認為默西亞不會來自納匝肋那種地方，但主耶穌對他說：「看，這確
是一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詭詐。」納塔乃耳驚奇的問主：「祢從那裏認識我呢？」
主回答：「斐里伯叫你以前，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納塔乃耳全
心悅服說：「祢是天主子，祢是以色列的君王。」 

第七天 
見證者：聖母瑪利亞 對象：僕人及賓客 
加納婚宴以水變酒（第二章 1 - 11節）主在加納婚宴，因著母親的請求，以水

變成六口滿缸的美酒，祂顯示了自己的光榮，門徒就信了祂。 
  七天的再創造，以加納的奇蹟做為結束，這個奇蹟表達了默西亞為人類帶來喜
樂、平安和滿溢的恩寵，祂親自以美酒饗宴了我們，默西亞的時代已然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