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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十四主日線上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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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4(日) 

早上9：00 

主禮：穆希聖神父 

講道：潘家駿神父 

 

常年期 禮儀日曆 

07/09(四) 聖劉方濟‧雷奇‧葛萊 

 

真福伯鐸‧喬治‧梵薩蒂「真福八端之人」 
伯鐸·喬治擁有的極少，卻贈與幫助貧窮人。

他的慈善不僅只是將物資給予他人，而是完全
地奉獻自己。因真福以非凡的效力見證基督，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年輕時就感受到真福的
榜樣所帶來的有益影響，也被他見證的力量所
折服，教宗並在 1990/5/20，宣佈伯鐸·喬治·
梵薩蒂為真福，並稱他為「真福八端之人」。 

四鐸區 7/4(日)晚 8點祈禱接力： 
士林堂：大聖若瑟祈祷文 

    聖文生善會真福祈禱文 
蘭雅堂：聖母顯靈聖牌祈禱文 
淡水堂：法蒂瑪聖母祈禱文 
北投堂：朝拜聖體/慈悲串經 

◇祝福穆希聖神父 7/6生日快樂！ 

下主日預告：中華殉道諸聖節 

 大聖若瑟年「與天主有約」 
線上祈禱 7/1-7/31每晚 8:00 
播出:台北總教區Youtube頻道 

https://reurl.cc/MA3vW3 

◆真福伯鐸‧喬治‧梵薩蒂 7/4 紀念 
7/4是真福逝世紀念日，讓我們懷念這位
善心充滿之人，聖文生善會也會在教區的
線上接力祈禱中，有真福的祈禱文。真福
的聖髑，經過今年初在附近堂區巡禮後，
已於 4/25起，安放於士林耶穌君王堂。 

  

◆聖劉方濟‧雷奇‧葛萊（St. Francis-Regis Clet） 
聖劉方濟原籍法國，1748 年
生，二十歲入遣使會，晉鐸後
曾任神學教授；後往中國傳教
三十餘年。劉神父深受教內外
人士尊敬，人人把他當聖人看
待，遇有疑難便向他求助，他
的祈禱使一切疑難神奇化解 
。神父又能未卜先知，把下雨、
洪水、教難發生的日期預先告
訴人家，並預言自己被逮捕的
日期及地點。後遇教難，受絞
刑為主殉道，時年七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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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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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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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天主，我們在祢的殿內，想念著祢的慈惠。天主，祢的名號將遠達地極，
祢以正義統治大地。 

 
 讀經一    則二：2 - 5 

厄則克耳在西元前五九三年蒙召成為天主的先知，當時的以色列人已被
充軍到巴比倫。先知出身於司祭之家，隨著猶大王耶苛尼亞被擄到充軍之地，
就是幼發拉底河的支流革爾巴河畔。 

以色列這個民族很有意思，天主曾經讓梅瑟帶領他們在曠野中長達四十
年之久，為的是教導他們宇宙之間只有一位真神。從救恩的歷史長河來看，
天主願意選定一民族，透過它，讓整個人類獲得救恩。但是這個民族時而順
服，時而悖逆，而以悖逆的時候居多，也就是說，他們經常離開天主的道路。
這時候的以色列人就會遭逢到懲誡，而處在國破家亡之中。可是天主從未遺
棄祂的選民，因此一而再的派遣先知在人民當中傳遞天主的旨意，一方面施
以警告，一方面加以安慰，舊約中有那麼多的先知，我們就知道天主對選民
的鍥而不捨，一再包容，目的就是要使人類得救，從而體會到天主對人的大
愛。年輕的厄則克耳蒙召為先知，天主沒有讓他孤軍奮鬥，天主立即以能力
裝備他，厄則克耳說：「當上主對我講話的時候，有一種神力進入我內，使
我站立起來」。這裡，我們也看到派遣的神聖性，人被天主所用的時候就不
必懼怕，天主必會與他同在，所以經文說：「無論他們聽不聽，終究要承認
在他們中間有一位先知。」然而，先知們的處境總是艱難的，主耶穌在本主
日的福音中所發出的感歎，豈是沒有緣故！ 
 讀經二  格後十二：7 - 10 

聖保祿因着主耶穌的直接召叫和啟示，成為外邦人的宗徒，有些人或者
會因著這樣的特殊境遇而發驕傲吧！但聖宗徒從不敢這樣想，甚至他更體驗
到經常有一根刺在他身內困擾著他，這根刺經常使他顯得輭弱，致使不會因
為主對他的個別啟示而過於高抬自己。 

到底，聖保祿說的他身上的那根刺是什麼？二千年來，人們有許多的猜
測，例如，有人附會說，因為他曾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強光打瞎
眼睛，因此他常會不定時的重現眼睛的暗黑，造成生活上的不便，他也無法
寫較小的字，這派人引述迦拉達人書第四章 13 節和第六章 11 節做為佐證；
另有認為他曾經在小亞細亞的高原地帶傳道，受到類似虐疾病菌的感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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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時就會發作一次，發作時就發燒疲憊，很是受到困擾云云；其他還有許多
不一而足的推論。無論如何，這根刺必定使他極不舒服，類似被邪惡的勢力
所攻擊，多少影響到他福傳的工作。他曾三次之多，請求天主除去這根刺，
天主卻對他說：「我給你的恩寵足夠你用的了，因為我的能力在軟弱中才完
全顯示出來。」保祿覺悟了，他説：「我軟弱的時候正是我剛強的時候」，這
句話並不難理解，請看，十字架本來是最大的恥辱，主耶穌却因著它獲得光
榮，聖保祿的主給了他永不磨滅的典範。 
 福音    谷六：1 – 6 

主耶穌願意把福音傳播給家鄉的人，家鄉的人不但拒絶祂，言語間還帶
有看不起的味道，主耶穌只好離開他們，往外去傳福音。 

今天的福音，我們首先注意到人們稱耶穌為木匠。由於木匠聖若瑟受到
天主的托付，保護、教養耶穌，他也把自己的技藝傳授給祂，我們可以想見
在耶穌的成長過程中，有了在人間生活的技能，也曾以這個技能操勞和工作，
以換取生活。這證明了天主賦予每一個人的技能，都是符合祂繼續創造的意
旨，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在平凡的工作與生活中蒙受天主的召叫，天主重
視人間的技藝。 

在福音中，我們又聽到鄉人稱耶穌為「瑪利亞的兒子」。有人推論，耶穌
的養父聖若瑟在這個時候應該已經不在人間了。這種說法很可相信，聖母瑪
利亞在耶穌出外傳道時，一路相隨，一直到十字架的下面，而四部福音中，
在這段期間沒有一個字提到聖若瑟，這個推論顯然有可確信的理由。 

其實被稱為「瑪利亞的兒子」另外還有一層神學上的意思。一般以色列
人，生活的辭彙很少，可用以為人取名字的文字也不多，一條街上常會有好
幾個西滿、若望或雅各伯，怎麼分別他們呢？他們只好以某某的兒子西滿，
某某的兒子若望來區分，以免誤叫，例如耶穌的門徒中有幾個名叫若望 、 雅
各伯的，為了分辨起見，其中有二位就被稱為載伯德的兒子，在希伯來文中，
凡是看到「巴耳」二個字，就是指誰的兒子。現在，耶穌被稱為「瑪利亞的
兒子」，而不稱祂為「若瑟的兒子」，在父系的社會裏被這樣稱呼，很是少有，
那是因為聖母瑪利亞生耶穌是由聖神受孕，不是因人而成胎，從肉身來說，
祂的確是聖母瑪利亞的兒子。在馬爾谷福音中，雖然我們看不到耶穌降生的
記載，但馬爾谷用這麼簡單的方法把聖神降孕的含義給表明了，所以說耶穌
是「瑪利亞的兒子」。 

聖教會教導我們，瑪利亞是終身童貞，不論在生耶穌之前、之時、之後
都是永遠的童貞，何以今天的福音却說耶穌是雅格、若瑟、猶達、西滿的哥
哥？難道聖母又生了許多孩子嗎？不是的，正如同我們在上面提到，不論希
伯來文，甚至阿拉美文，文字的結構簡單，字彙也不多，在分別親等的方面
尤其如此，很難分辨母系或父系親屬，其實這些人都是耶穌的表兄弟，其中
他們的母親也有叫瑪利亞的（這裏提到的雅格和若瑟的母親就是克羅帕的瑪
利亞）。在耶穌被釘的十架跟前，最少就有三位女士同樣叫瑪利亞的。聖母
瑪利亞永遠童貞的信理實是無可懷疑。 

「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之外，沒有不受人尊敬的！」這
是人的通病，熟知一個從小長大的人，我們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對他小時候的
認識，而忽視了他後來的成長和成就。耶穌在家鄉沒有行什麼奇蹟，不是耶
穌沒有這個能力，而是鄉人不願意與上主的恩寵合作。 


