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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堂訊 

向中華殉道聖人誦 
 

 可敬的中華殉道諸聖及真福，你們
為了信仰基督，勇敢地捨身致命，獲
得了天賜的殉道榮冠，我們感謝天主 
、讚美天主。今天我們的國家民族，
甚至全世界面臨著艱苦的處境：天災
人禍、貧窮、疾病、戰爭，一再破壞
人類生活的安定與和平。我們的社會
也正受著唯物、享樂和消費主義的衝
擊，信仰生活也深受其害；懇請諸位
中華聖人及真福為我們轉求天主，恩
賜各地都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使基
督的福音能到處廣傳；願我們能效法
你們的榜樣，在任何環境中，堅持信
仰，忠於教會，勇敢為基督作證，不
屈不撓，至死不渝。願我們在享有平
安和自由的生活時，也能體會基督信
仰的珍貴，發揮信仰的活力，善盡福
傳的責任，在人類迷失方向的時代，
能作照世的燈塔，引導人類出離迷
津，走上救恩之路。懇請諸位殉道聖
者和真福給予有力的援助。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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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殉道諸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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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日) 

早上9：00 

主禮：楊路軍神父 

講道：潘家駿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7/15(四) 聖文德主教聖師 _紀念 

 

「殉道者的鮮血是信仰的種子」 
 

自從首位殉道基督徒斯德望在耶路撒冷
殉難以降，二千多年來，教會中已有千千
萬萬人為基督捨身，這不但是歷史陳跡，
也是每個時代的基督徒面對信仰真理時，
必須坦然以對的事。而於千禧年 10/01，
被教宗正式認可宣聖，並被普世教會公開
敬禮的 120位中華聖人，是從 1648年第一
位殉道聖人劉方濟神父，到 1930年為主致
命的高惠黎神父，代表四百年來的中國殉
道烈士。這 120位聖人中，有傳道員，有
家庭主婦、守貞女子和幼童，各種職業，
不同年齡的男女老幼，可做各種職業及不
同年齡的聖職人員及教友的模範和主保。 
 若望保祿二世選擇了十月一日做為宣聖
中華殉道聖人的日子別具意義，因為當天
是傳教區主保聖女小德蘭的瞻禮日，她在
生前就殷切為中國傳教士祈禱，死後更祈
禱天主的愛像玫瑰花雨一般撒遍神州大
地。期望日後中華地區有愈來愈多以中華
聖人為主保的聖堂，也願中華聖人為普世
大地的華人祈禱，讓基督福音的果子結結
實實地紮根在每個人心中。 
中華殉道聖人，為我等祈！ 

◆慕道班開始預備招生 
因應防疫，雖然目前仍然沒有彌撒
和堂區活動，但 福傳的任務是永
不休息的！請預備向您身邊還不
認識天主的親友發出邀請！慕道班
正在籌畫中，預計於八月底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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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教區 防疫通知】◆ 

因政府宣佈，三級警戒延至 7/26， 
台北總教區對於堂區在疫情時期， 
所做的相關防疫規定仍維持不變， 
跟著政府持續至 7/26。 
 

但是，如果堂區適逢堂慶，或是有
殯葬的特殊需求，可向教區秘書處
提出申請，是否開放舉行禮儀。 
 

其防疫機制，得照內政部就微解封
的措施，做好完備資料。交給教區
審核後，代為向內政部提出申請。 
以上報告，主祐平安。 

     20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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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早日脫離新型冠狀病毒祈禱文 
仁慈的天父，感謝祢賜給我們的各種恩惠。 
我們謙卑地來到祢臺前，為缺少相親相愛，
向祢求宽恕；為沒有善用祢賜給我們的各種
恩惠向祢認罪；為我們的自私、貪婪、不和
睦、驕傲、冷漠，以及一切不潔的思想和行
為向祢誠心懺悔。我們真心承認我們的罪
過，求祢憐憫我們並轉變我們的心。 
求祢在人心不安的日子裡垂憐我們眾人，
求祢拯救那些因得到新型冠狀病毒而去世
的人，並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早日康復。  
求祢降福並保護那些為照顧被隔離的病患、 
所有醫療團隊成員，保祐他們身心靈平安。 
也為我們的國家祈禱，尤其是執政者、政
府官員和各政黨，求主賜給他們睿智、遠
見、毅力、信心，在這關鍵時刻能虛心信靠
上主，並能同心協力、團結一致，共度難關，
使國家人民早日恢復平安快樂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大聖若瑟祈禱文（教宗方濟各） 

萬福，贖世主的守護者， 
童貞聖母瑪利亞的淨配。 
天主把祂的獨生子託付予你； 
你的淨配瑪利亞信賴你， 
因你的合作，基督降生成人。 
大聖若瑟，請向我們顯示 
你也是我們的父親， 
並在人生的旅途上引領我們。 
請為我們祈獲恩寵、慈悲和勇氣， 
並保護我們免於一切凶惡。阿們。 
中華主保．大聖若瑟，請為我們祈禱 

神父每天一樣會在會院內做彌撒，如果您 

有求彌撒的需要，可聯繫辦公室。神父會 

將教友們的祈禱意象，帶到每天的彌撒中。 

◆自我靈修 影片分享 
◇如何自己閱讀和默想聖經(潘家駿神父) 

https://youtu.be/_LomAcISRlg 
◇靈修分享－玫瑰經的由來(羅高雄老師) 

https://youtu.be/vwz13GA6n9s 
 

 



 

 
 
 
 
 
 

 

中華殉道諸聖節 
文/廖修三弟兄 

天主，這些聖人因羔羊的血而獲得勝利，他們為基督作證，未曾顧惜自
己的生命，因此與基督永遠為王；懇求祢恩賜我們堅強的信德，使我們在日
常生活中，尤其在教難時，表現對祢的忠信，至死不渝。 

 

 讀經一  智三：1 - 9 

舊約智慧書寫於何人，無從考證，雖然作者假托智慧之王撒羅滿之名

而寫作，這種與人無害的立論方法，在古時極為盛行。由於這本舊約的着

作對新約有很大的影響，教會把它列為舊約的正典之一，人稱本書為「新

約的曙光」。 

今天所選的這段讀經，告訴我們當人為信仰而受苦，甚至奉獻出生命

的時候，世俗人的看法往往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人生，但在天主的眼光中，

他們雖受了些許的痛苦，卻要蒙受極大的恩惠。他們的受苦正如同冶煉黃

金，又有如全燔祭，天主認為他們配作祂的人，讓他們得到厚賞，甚至要

審判萬國，統治萬民。 

聖詠曾說：「因為祢絕不會將我遺棄在陰府；也絕不會讓祢的聖者見

到腐朽」（詠十六：9 - 10）；又說：「願我因我的正義能享見祢的聖顏；

願我醒來時能盡情欣賞祢的慈面。」（詠十七：15）；真福八端更說：「為

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今天我們紀念中華 121

位致命聖人，希望藉著他們的轉禱，使台灣的福傳能更有成果，這是我們

慶祝這個節日的意義。 
 

 讀經二  伯前四：12 - 19 

猶太人多次遭受異國的統治，大至國家，小至個人，對於遭受迫害並

不陌生。倒反而，伯鐸時代的外邦人，對於遭受迫害則殊少經驗與瞭解。 

按照伯鐸的看法，基督徒遭受迫害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生命的價值，

人生的歸向，對世俗的態度，其看法都與非教友不同，難免造成他人的疑

懼，因此容易引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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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司鐸：柳學文神父                  朝聖地主任：王承前神父 



伯鐸又認為，對基督徒來說，迫害就是考驗，往往要考驗一個人對於

他的信仰有多深，就看他能接受的考驗有多深。因此，接受迫害是表達信

仰的證明。 

更深刻的，伯鐸認為一個人為信仰而受迫害，他就參與了基督的苦難，

他就走在主苦難的腳跡上。聖保祿也作證：「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

也必要與祂一同受光榮」（羅八：17）。 

讀經二最後一部份，伯鐸要我們趨善棄惡。因為審判會從天主的家中

開始，天主的家，意思是教會，也就是從每一位信友開始，所以他提醒我

們：「如果義人的得救是那麼不容易，那麼惡人和罪人，又會有什麼結局

呢？」因此，凡照天主旨意受苦（受試煉）的人，應勇於面對一切，致力

行善，一心信賴天主，把靈魂交托在天主的手中。不是嗎？十字架上的耶

穌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付在祢的手中！」那時，正是主耶穌遭受

迫害的時候。 
 

 福音  若十二：24 - 26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才能結出許多子粒來。」耶穌講述這句話

的時空環境是這樣的，在耶穌被捕受死之前，祂與經師、法利塞人及司祭

長的緊張關係達到了最高峯。這時，有一些外邦人因為逾越節的關係，前

往耶路撒冷參訪朝聖，想透過十二門徒之一的安德肋求見耶穌，願意聽耶

穌的訓誨。耶穌感嘆於本鄉本國的人不願聽祂的教言，反而是外邦人的求

道之心甚切。主耶穌再度確認祂的「時辰」已到了，若不進入死亡，聖教

無以廣揚，祂認為只有自己赴死，才能喚起人心的歸向，一如祂先前曾說：

「當人子被高高舉起時，要引萬民來歸向祂。」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耶穌出生時有異星召引外邦的賢士前來探訪朝拜

祂，在祂赴死之前，也有外邦人要來聽耶穌的道。祂的生與死都跟外邦人

有關。那麼，為使芸芸衆生獲得生命，他的決意選擇死亡也就勢在必行了。 

一粒麥子落地死亡，但奇妙的生命也因此而萌芽成長，最後結出更多

類似那棵種子的子粒來，而子粒卻帶着那棵已死亡的種子同樣的品質和性

情—勇於犧牲，樂於愛人。 

豈不是，在逾越節死亡的耶穌，經過五旬期的聖神降臨，在伯鐸勇敢證道

之後，竟有三千人受洗。歷史上的五旬節，就是為慶祝豐收的節日，在那

一天果真結出許多子粒來，而且一直結實到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